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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发展对个人隐私带来了巨
大挑战，支付宝“2017 年账单”事件也许只
是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网友的质疑和愤
怒，从侧面反映出目前个人数据权益保护
现状不容乐观。

对于用户数据的第一次收集和使用，
APP 方正确做法应该是遵循默认拒绝原
则，即默认不勾选。支付宝账单的“同意”
服务协议行为属于滥用默认同意规则，违
反了关于个人隐私保护的伦理共识。

2018 年 1 月 3 日，支付宝面向其用户
推出个性化的“2017 支付宝年账单”。不
少网友纷纷在社交媒体晒出了自己的年账
单，一度引起刷屏。然而，很快有律师指
出支付宝与芝麻信用间的“授权漏洞”，网
友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同意了”一个名为

《芝麻服务协议》的用户协议，事情因此急
转直下，网友对支付宝侵犯个人隐私的质
疑引起又一轮刷屏。

当天，芝麻信用和支付宝对此进行了
纠正和公开道歉。但是围绕此事件及其衍
生出的用户数据隐私、个人数据权益保护
问题，还是引发众多专业人士的关注和讨
论。

在对支付宝提出批评的同时，一些评论
人士表示，在数据隐私未得到充分重视和保
护的现状下，此事件带来大规模的网友对个
人数据隐私的关注，或意味着用户数据隐私
观念的觉醒，是该事件积极的一面。

那么芝麻信用和支付宝到底做错了什
么？还有多少互联网智能手机应用（又称

“APP”）在窥视甚至侵犯你的数据隐私？
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又究竟该如何保护
个人的数据权益？

支付宝账单引质疑被滥用的“默认同意”

“2017支付宝年账单”展示的信息主要
为，用户在这一年通过支付宝购买各类商
品和服务的统计记录。但在该账单中，有
一个页面的信息来自芝麻信用提供的信用
守约情况，而非来自支付宝的交易记录。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支付宝”）和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芝麻信用”）是蚂蚁金融服
务集团旗下的两家公司。因为两家公司相
对独立，支付宝在调用芝麻信用的数据
时，必须经过用户授权，因此支付宝在年
度账单的首页设置了“我同意《芝麻服务
协议》”这一选项。

这一设置引起了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
所岳屾山律师的注意。2018年 1月 3日 13
时许，岳屾山在微博指出，“我同意《芝麻服
务协议》”这行字不但字号特别小，而且已
经帮用户选择好“同意”了。若用户未注意
到这行字，就会直接同意这个协议，允许支
付宝收集用户的信息包括在第三方保存的
信息。他还引用相关法规表示，芝麻信用

“默认同意”的设置没有给用户了解条款的
机会，用户“稍不注意就进坑了”。

“设坑使用户签署协议本质上属于欺
骗。”2018 年 1 月 6 日，湖南师范大学人工
智能道德决策研究所所长李伦教授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分析指出，对于数据的第一次
收集和使用，正确做法应该是遵循默认拒
绝原则，即默认不勾选。支付宝的上述行
为属于滥用默认同意规则，违反了关于个
人隐私保护的伦理共识。

在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张建
文看来，此事件中，支付宝除了违背了基
本的商业道德，更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
明显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2018 年 1 月 3 日下午，中国消费者报
微信公众号引用岳屾山的该条微博发布相
关文章，使得舆论对支付宝的质疑进一步
扩大。据财新网报道，当日下午央行支付
司要求支付宝对此纠正并致歉。

当日 23时许，芝麻信用在新浪微博发
布“查看支付宝年账单时‘被同意《芝麻服
务协议》’的情况说明”承认“这件事，肯定
是错了”。此外，芝麻信用还表示：已经调
整了页面，取消默认勾选；此前没有开通
芝麻信用的用户，不会因此被收集信息。
随后，支付宝转发了这条微博。

“默认同意规则被滥用的情况非常普
遍。”2018 年 1 月 6 日，上海玛娜数据科技
发展基金会创始人、副理事长张唯表示，

支付宝引发质疑的“默认同意”行为在互
联网行业并不少见。

据媒体报道，2017年 10月，携程在销售
机票时默认勾选酒店券、接机券等销售行
为引发消费者声讨。之后，携程对其机票
产品进行了整改，推出“普通预订”窗口，该
页面内所有的附加商品均为默认未勾选。

除了“默认搭售”之外，在湖北省荆州
市一家物流公司工作的周超发现“默认读
取”的现象也很常见，“现在几乎所有的
APP 都会要求访问用户的通信录，一些虽
然可以选择不允许，但安装使用的时候都
是被默认允许的状态”。周超曾在手机上
下载过一款跑酷游戏APP，安装完成后，提
示要读取地址和通信录，方可启动游戏。
周超心想，一款游戏而已，为什么要访问
通信录？于是他选择了不允许读取，随即
游戏界面自动退出。反复试了两三次后，
周超卸载了这款游戏。

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从事数据挖掘
工作的刘强强，则遭遇过同样恶劣的“默
认发布”行为。

2017年 10月初，刘强强下载了一款名
为“脉脉”的职场社交 APP。用了不到两
周，一位同事收到包含刘强强的真实姓名
在内的邀请其下载该软件的短信。“说我
标注了他，要想查看需下载，压根儿没有
的事，”看到同事发来的截图，刘强强感到
气愤，“领导要是收到怎么办，还以为我在
脉脉上找机会跳槽。”当天卸载了该软件
并注销了账号。

2017年 11月 15日，国家工信部发布的
一份手机APP抽检结果公告显示，有 31款
软件涉及违规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恶
意“吸费”等问题。

李伦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个人
隐私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支付宝年账单事
件也许只是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在支
付宝事件中，网友出现大规模的质疑和愤
怒，其实从侧面反映出目前个人数据权益
保护的现状不容乐观。”

数据资产时代脆弱的个人隐私权利

2017年 12月 25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委托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
心所做的“万人调查报告”显示，有超过六
成受访者遇到过互联网应用默认读取，甚
至强制读取（不同意读取则无法使用软
件）的情况。

张建文分析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
因在于，在当前互联网服务中，服务提供
商和用户之间存在明显不对等的关系。相
对于用户而言，服务提供商明显占据优势
地位，其在服务协议中事先设置“默认同
意”，如果用户取消勾选同意，将不能享有
该项服务内容，用户处于被动的地位，缺
乏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另外，“默认同意”
的法律定性及相应法律责任并不明晰，这
给网络服务提供商“钻空子”“打擦边球”
造成了可乘之机。

“个人隐私权在企业数据权力面前极
为脆弱。”李伦也认同个人在互联网企业
面前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李伦进一步分析指出，互联网应用侵
犯用户数据权益的情况之所以普遍存在，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企业对于商

业利益的追求，新型互联网产业对于个人
信息的依赖程度较高，对于用户的个人信
息掌握越充分，越能做到精准营销；二、信
息技术和数据技术使得隐私受到威胁的程
度大为增加，信息技术可以使原始数据的
获取变得更加便利，而数据技术的进步则
可以从杂乱的、碎片化的数据中还原出个
人的信息。三、目前对于个人数据的权利
归属尚未统一，因此实践中对其进行保护
有所困难。

“数据就是资产，”张唯认为，个人信
息确实越来越受到各企业的关注。“特别
是前几年，国家对于互联网行业采取了一
种更加开放的、支持的态度，对于个人数
据隐私保护的力度远远不够。这在某种程
度上促成了很多企业对数据的不合理获
取。去年的网络安全法实施之后，这个情
况有一些好转。”

2017 年 6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正式实施，针对个人信息保护
明确规定：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
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
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
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
信息保护的规定。

此外，《互联网交易管理办法》《移动
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均
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了规定。

“这些规定都是比较粗略的，对于现在
比较模糊的个人信息的界定、个人信息的
使用范围，如何才算是合规地传递个人信
息，这些在目前的法律体系里面都没有细
化的规定。因此，互联网企业也难以细化
地进行相应调整。”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
主管律师阮霭倩表示，虽然目前在国内，
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已经有一些相应的
法律法规，但是缺乏一部系统的法律进行
规范。

阮霭倩指出，另一方面，国内对于侵犯
个人信息权益的违法行为的惩罚制度，目
前也不是很完善。而在欧盟国家，若企业
侵犯个人信息权利，可能会面临 50万欧元
到 2000万欧元不等的巨额罚款。

美国欧盟经验多方博弈中争取权益

尽管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对于个人
数据权益的保护出台了
更为系统的法律，但在实
际中，互联网公司的自身
发展与用户的隐私保护
之 间 的 纷 争 一 直 存 在 。
业内人士指出，个人数据
权益的保护可以说是在
互联网公司与用户等各
方的博弈中不断前进。

在欧盟，存在通用的
数据信息保护条款，相应
的权利的保护也更加严
格。最广为人知的是数
据的遗忘权，即用户在某
平台注销了账户，其留在
该平台上的所有历史数
据记录需要被同步消除，
后期在没有得到该用户
授权的情况下，平台不能
继续给该用户提供相应

的服务。
“这些条款规定确实是比较严格，有声

音认为这其实束缚了产业的发展。”张唯
指出，《欧盟数据保护一般规则》中的一些
条款在美国并未得到认同和实施。

“美国对于隐私权的理解与欧盟不同，
更多地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以行业自律
为主导。”据李伦介绍，对于个人数据权益
保护，美国有多种形式的行业自律组织。
其中，网络隐私认证计划颇具特色：网站
提出申请，经过第三方隐私认证机构认证
后，可以在其网页上放置“信任标志”，以
此表示将遵守网络隐私保护和数据收集的
原则，以及接受相应的监督。

对此，张唯认为，第三方评估可能会起
到一定指引作用。在国内，若有第三方评估
机构对互联网企业、对个人信息保护等行为
进行评测，会给用户以提醒和支持作用。

尽管拥有丰富的行业自律组织，以及
多部关于隐私权的法律法规，在美国，互
联网企业与用户隐私保护之间的冲突仍然
屡屡出现。李伦向记者介绍了 Facebook的
例子：2007年 Facebook发布灯塔广告项目，
用户在该项目的合作网站上的访问数据，
都会显示在 Facebook网站上。用户反映强
烈，认为该项目侵犯了他们的隐私，不少
隐私保护机构也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两年
后 Facebook 放 弃 了 这 一 项 目 。 2009 年 ，
Facebook 修改了使用条款，对用户删除了
的上传资料依然具有使用权，又激发了用
户的抗议，最后 Facebook放弃了这一条款，
重新修改后征求用户的意见。

在张唯看来，由于美国互联网行业独
特的竞争态势，美国对于个人数据权益的
保护，也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的过程。对
于中国而言，不能完全照搬美国或欧盟的
模式，既不能因为对个人数据的过度保护
影响产业的发展，也不能因为要推动行业
发展，就漠视个人的权利。

面对当前这个越来越以数据为基础的
社会，如何才能保障个人的数据权益？

对此，阮霭倩指出，互联网企业在采集
数据时要在合法的框架内进行，严格把控
数据采集的界限，并建立相应的内控体
系，防范信息被盗取。

张建文则建议，应当积极推动个人信
息保护法的出台，通过专门的个人信息保
护立法为用户的数据隐私提供全面有效的
保护规范。此外，在执法层面，应当加强
执法效果，对于违反用户数据隐私的违法
行为予以严格执法。

对于用户自身而言，张唯提出，个人要
明确认知和充分尊重自己的权利，知道在
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是有法律对自己的个
人数据进行保护和保障的，在参与每个用
户协议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负责。但张
唯也指出，要求个人都能够理解和认知所
有的用户协议，严格来讲是不公平的。在
现有的技术和产业格局下，更关键的是需
要行业和政府对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模
式和规则进行完善。

“需要一些示范性的事件出现，比如这
次的支付宝事件可能就会推动整个行业内
对于用户规则这个层面进行一系列的修
正。”张唯表示，作为行业领袖的支付宝如
果能进一步加强对自身的约束，对于整个
行业对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升级和优化，
是有积极作用的。

据《南方周末》报道

还有多少APP窥视你的个人隐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