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4日，微博大V@花总丢了金箍棒（简称“花总”）在微博发布视频，曝光了众多
五星级酒店存在卫生问题。据视频显示，其中涉及到万豪、希尔顿、香格里拉、四季、文
华东方等集团旗下的14家高端酒店的保洁工作存在诸多问题：没有对杯具进行消毒，而
是直接拿用过的可用毛巾擦洗，没有专用清洁布，一布多用，杯具、洗手池甚至马桶混用
一块抹布，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花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
并且在洲际酒店集团和贵阳希尔顿花园酒店的相关微信群中被疯传。目前，“花总”已
经委托了代理律师，希望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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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8日，吉利汽车青海销售点，青
海欧博吉达 4S 店在青海欧博国际汽车城

盛装开业。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授予欧博吉达吉利 4S店为吉利
汽车授权经销商。

活动现场，来自吉利汽车 L网西北营
销事业部总监陈健、青海省西湖集团董
事长陈锡寿、青海省汽车销售服务行业
协会会长魏红苗、青海汽车流通协会秘
书长曹金刚等嘉宾与广大吉利汽车新老
客户共同参加了开业庆典。

青海欧博吉达吉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由青海省西湖集团牵头组建，坐落于青海
生物科技产业园区金羚大街12号欧博国际

汽车城内。是集整车销售、零配件供应、售
后服务、信息反馈于一体的 L网A+店。主
要销售全新帝豪、2018款帝豪GS、远景X1、
远景X3、新远景 SUV、缤瑞、博瑞等全系车
型，4S店按照吉利汽车最新 3.0 形象标准
建设，拥有国际水准的标准功能、形象和硬
件配套设施，其占地 10亩，展厅建筑面积
1200余平米，售后建筑面积2100余平米，具
备完善的客户停车区，试乘试驾车停车区、
新车交车体验区、商品车停放区。

据了解，2018 年 1 月至 10 月，吉利汽
车在全国经销商伙伴的通力合作下，以

126.58 万辆的总销量、同比 33%的增长
率，取得了乘用车销量第四、中国品牌销
量第一的优异业绩，引领中国汽车品牌自
信向上。

西北历来是吉利汽车重要的市场，吉
利在西北市场取得了良好口碑和不俗业
绩。今年 1月至 10月，吉利汽车在西北市
场销量达 9.28 万辆，同比增长 30%，市场
占有率排名第二，居于行业第一梯队。

西湖集团董事长陈锡寿表示：西湖集
团秉承“财富的聚集就是社会责任”的根本
理念，继续为汽车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吉利汽车入驻西宁 青海欧博吉达4S店盛装开业

曝光之后个人信息被泄露
酒店承诺处理涉事员工
11 月 14 日 20 时，微博大 V“花总丢了

金箍棒”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曝光了
多家五星级酒店的卫生乱象。其中涉及
万豪、希尔顿、香格里拉、四季、文华东方
等集团旗下的多家五星级和非星级酒
店。据“花总”拍摄的视频显示，共有 14
家高端酒店的服务员用房客使用的方巾、
浴巾擦洗水池、杯具、墙面甚至马桶。

在“花总”提供的视频素材中，14 家高
端酒店的保洁工作存在不同程度的问
题。其中，没有对杯具进行消毒，而是直
接拿用过的客用毛巾擦洗，没有专用清洁
布，一布多用，洗手池、杯具甚至马桶混用
一块抹布，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我从 2012 年开始就陆续入住各个酒
店，2017 年我偶然发现五星级酒店存在卫
生问题，经过一年的拍摄和观察，发现这
是酒店行业中的普遍问题，于是在近两个
月集中拍摄了一些素材，做成爆料视频。”

“花总”对记者说道。随后两日，14 家酒店
先后发出声明致歉并承诺整改等。11 月
16 日下午，“花总”又在微博点名“贵州希
尔顿花园酒店”泄露其个人信息，该酒店
随后承认事件并致歉；11 月 17 日“花总”
又发现疑似“洲际酒店集团”公关群泄露
其个人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两家都并未
涉及“花总”曝光卫生乱象的14家酒店。

“花总”微博提供的微信截图显示，在
一个名为“大中华区 Marcom”有 413 人的
微信群内，有人发布了“花总”护照个人信
息页图片，包括姓名、照片等信息全部暴
露，群里有数人回复带有辱骂倾向的语
言。11 月 16 日下午，泄露“花总”个人信
息的“贵阳希尔顿花园酒店”官方微博回
应“花总”，“对于本酒店个别员工在内部
微信工作群中发送您部分护照信息的行
为，感到非常震惊，同时也表示非常抱
歉。”酒店同时承诺对涉事员工开展调查
并作出处理。

不会要求任何赔偿
但必须道歉

“花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可
以保证视频中的内容真实性。他本打算
希望用这段视频给各家酒店敲一记警钟，
让酒店意识到错误并整改。但令他没想
到是，他的个人信息在贵阳希尔顿花园酒
店和洲际酒店集团的微信群中被疯传。

记者：您如何发现个人信息被泄露的？

“花总”：那张微信截图是由内部人士
提供给我的，证实是洲际酒店集团的公关
群，我对这个拥有这么悠久历史的国际酒

店品牌感到失望。洲际酒店集团总部所
在的欧洲拥有非常严格的隐私保护条款，
我们国家也有网络安全法，但他们的公
关却作出这样的事情。在这之前，我本
想事情就此过去，微博也发文停更了，但
他们实在太欺负人了。

记者：个人信息遭到泄露后，是
否给您的生活造成了困扰？

“花总”：我的信息被泄露以后，我基
本上就处于“裸奔”状态，只要稍微有点关
系的人，都可以根据我的信息来查我。比
如说我之前住过什么酒店，最近一次前往
的是哪个城市等等。我作为一名公众人
物，他们都可以这样泄露个人信息，我想，
其他普通客人就更加随意了。

记者：下一步打算如何做？

“花总”：我已经委托了律师，起不起
诉我会征求律师的意见后再决定。但我
目前的想法是，联系律师提交我手上的相
关材料，向 11 月 16 日和 11 月 17 日两家泄
露我个人信息的贵阳希尔顿花园酒店和
洲际酒店集团发出律师函。对于贵阳希
尔顿花园酒店，我已经接受他们的道歉
了，但我要求知道在我没有住过该酒店的
情况下，他们获取我个人信息的渠道。

对于洲际酒店，我会坚持三个原则，
一是我不会要求任何赔偿，但必须道歉；
二是必须处理传播个人信息的相关责任
人，这是正当诉求；三是需要如处理酒店
卫生乱象问题一样，酒店管理层也需要想
办法，有效堵上酒店内部人员随意传播客

人隐私的漏洞。

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11 月 17 日，“花总”委托了北京的周

兆成律师作为他的代理律师。周兆成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花总”曝光了 14
家五星级酒店卫生问题，引起部分涉事酒
店的公开道歉以及有关部门的关注。这
一行为是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规定合法行使监督权的体现。但是
遗憾的是，出现了部分酒店擅自泄露“花
总”个人信息的事情。这不仅是一种侵权
违法行为，甚至更严重地说不排除是一种
犯罪行为。“花总”将正式通过法律程序追
究泄露其个人信息的相关机构和个人的
法律责任。

记者：“花总”的个人信息被泄
露，泄露者是否侵权？

周兆成律师：“花总”的个人身份信息
被泄露，泄露者不仅是一种侵权违法行
为，甚至更严重地说不排除是一种犯罪行
为。“花总”的护照信息，属于“花总”的个人
身份信息，涉案酒店获悉，理应有保密义
务。但是涉案酒店却在其微信群中擅自发
布“花总”个人护照身份信息，甚至泄露到
互联网上，我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侵权违
法行为，也是对花总隐私权的肆意践踏。

侵害隐私权，是指不法行为人采用非
法手段，搜集、利用和公开私人信息，侵扰
他人生活安宁的侵权行为。同时，根据我
国《居民身份证法》第 19 条规定：国家机
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

位的工作人员泄露在履行职责或者提
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居民身份证记载
的公民个人信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
机关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
五千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单位有前款行为，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
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
日以下拘留，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 有 前 两 款 行 为 ，对 他 人 造 成 损 害
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同时，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9
条的规定，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
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
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经营
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
确保信息安全，防止消费者个人信息泄
露、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信息泄
露、丢失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
施。第 50 条则规定，经营者侵害消费者
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的，应当
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
歉，并赔偿损失。

而对于“花总”个人信息被泄露，如果
情节严重，还有可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这一犯罪是指通过窃取或者以其他
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所以下一
步将通过法律渠道合法维护花总的合法
权益，让违法者为侵权行为付出代价，还
受害人以公道。

记者：打算如何维权？

周兆成律师：“花总”的个人护照信息
如果被犯罪分子利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危害后果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为了避免危
害后果的发生，作为代理律师，下一步还
是要积极与涉事酒店进行沟通，从源头上
查清“花总”个人信息被泄露的原因，同时
对涉嫌泄露信息的相关单位和个人，追究
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公民个
人信息保护法，但一些专门的法律、法规
对特定领域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有专门
规定。同时，泄露公民的身份信息就是
侵犯公民隐私权。行为人未经权利人同
意即将其身份、照片、姓名、生活细节等
个人信息公布于众，影响其正常的工作、
生活秩序，其危害是非常严重的。更有
甚者，一些行为人恶意利用泄露的个人
信息进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所以我们
将对相关证据进行保全，同时与涉事酒
店进行交涉，甚至不排除代表我当事人
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侵
权诉讼。 据《法制晚报》报道

信息遭泄“花总”委托律师维权
护照信息在两酒店微信群传播 本人称不要赔偿但须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