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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案例一】
建网站出售个人信息
非法获利难逃法网

去年的一天，有人通过微信联系上房产中

介李先生，向他推荐了一个通过输入地址便可

查询房主姓名和联系方式的网站。在这个网

站上，一般的访客无法查询到关于房屋或者房

主的有关信息，且不对外开放注册，必须要通

过网站管理员注册账户并充值才可查询。

李先生按照网站管理员的指示，支付了

300元，拿到了账户、密码和可以查询 20次的

机会。想查谁就查谁，尝到了甜头之后的李

先生又充值了 20次，共计花了 6000元查询了

2000余次房屋或是房主的信息。

那么搭建这个网站的人到底是谁呢？去

年 7月，警方根据线索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张某

某、舒某、付某甲、付某乙。

只有高中学历的张某某曾在 2017年的时

候做过房产中介，这段工作经历让他了解到，

在房产中介市场上，对房产业主的电话信息

的需求量很大。于是，“搭建一个网站，对外

供大家付费查询”的念头渐渐形成了。

2017 年年初，张某某从他人处购买了上

海各区房产及业主信息 820余万条，随后联系

上舒某，出资 1.8万元让其帮忙制作了一个网

站，将买来的业主信息均录入该网站。此外，

舒某按照张某某的要求，在网站上设置充值

功能，可以根据充值的数量在后台设定账户

的查询次数。

2018年 3月，网站正式上线，张某某又招

募付某甲、付某乙作为网站管理员。3人专门

向房产中介人员推销网站。

网站运行了一段时间，通过购买过的房

产中介在圈子里传播，渐渐积累了一定的客

户。经鉴定，至案发，该网站共有 680名注册

用户。累计查询的信息数量为 22万余条，共

非法获利 40余万元。

去年 11月 20日，嘉定区检察院对这起上

海市首例通过建立网站收费查询方式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案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某、舒某、付

某甲、付某乙提起公诉。

嘉定区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张某某、

舒某、付某甲、付某乙违反国家规定，通过建

立网站吸引他人注册会员，并采用收费查询

的方式，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

严重，其行为已触犯刑法，应当以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检察官说法】

近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呈现了

新的特点，例如利用“互联网+”实施犯罪案件

占比高，隐蔽性高，涉案信息量大、种类多，房

产领域成重灾区等。

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新增刑法第

253 条之一，规定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

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两个罪

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正式入刑。2015

年，刑法修正案（九）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

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相

关规定，公民个人信息区分为高度敏感信息、

相对敏感信息及普通公民个人信息三类。高

度敏感信息包括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

信信息、财产信息。相对敏感信息包括住宿信

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

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除

此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为普通公民个人信

息。根据《解释》第5条规定，定罪标准为高度

敏感信息 50 条以上，相对敏感信息 500 条以

上，普通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

【案例二】
“猎头”互换个人信息
“互帮互助”同样犯法

日前，由嘉定区检察院起诉的一起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案宣判，被告人林某、周某、甄某、

李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年零 1个月到 1年

零两个月不等，均处罚金2000元。与以往此类

案件不尽相同的是，4名被告人并不完全属于

“一方出售信息，一方花钱购买”的买卖公民个

人信息的模式，更多是出于一种“互帮互助”心

理，互相交换自己手上的“资源”，即4名被告人

均从事猎头工作，他们犯案的动机也差不多

——为了掌握更多人才个人信息。同行之间

“互换资源”成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例如，林某从他处获取某公司员工资料

文件包，包括员工姓名、电话、性别、年龄、学

历、职级职位等详尽的信息。当得知同行周

某也需要时，便转手发给他，周某也会以自己

电脑里保存的一些公民个人信息作为回报。

周某通过其他平台认识了甄某，于是又将该

资料文件包与甄某手中的公民个人信息交

换。虽然他们之间偶尔也会通过“发红包”表

示感谢，但更多的还是以交换彼此手中的公

民个人信息为主。

去年 6 月，警方根据线索分别将 4 人抓

获。经查，此案涉案信息为 2.4万名某企业员

工姓名、电话号码等内容的公民个人信息。

【检察官说法】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而非法购买、收

受公民个人信息，是否违法？《解释》第 6 条对

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

息的行为设置了专门的定罪量刑标准，即获

利 5 万元或曾因侵犯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

或者两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购买、收受

公民个人信息的，及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但适用《解释》第6条需要满足3个条件：一是

为了合法经营活动；二是限于普通公民个人

信息；三是信息没有再流出扩散。显然，很多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不满足以上 3 个条

件。

【案例三】
出售银行个人信息
“内鬼”落网获刑

2016年初至2017年8月，许某在担任上海

市某银行客户经理期间，以非法牟利为目的，

在网上结识同案关系人钱某某（另案处理），以

每条20至30元不等的价格向钱某某出售其从

银行系统内部查询到的公民财产信息。经查

证，许某出售的公民财产信息共计1700余条。

“这些确权信息属于高危信息，潜藏了危

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系列风险。根据《解

释》，只要超过 50条以上即可构罪。而许某出

售了1700余条，超出起刑点30倍有余，具有较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属情节特别严重。”公诉人

在法庭上强调，与其他类案相比，被许某出售

的个人信息真实度高达100%，且重复率极低。

最终，许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 3
个月，并处罚金 3万元。

【检察官说法】

此案被告人许某的行为属于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犯罪中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许某辩

称不知道客户信息不能贩卖的说法十分苍

白，身为银行工作人员，这不仅是职业道德的

要求更是应知应会的基本规范。个人信息被

贩卖后流入社会是不可逆不可回收的，一旦

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其后果更是

无法控制无法估量的。被告人许某因自己的

一时贪念，不仅丢了前程也失去了自由，教训

不可谓不深刻。

入刑 11 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然

处于高发态势，甚至逐步与电信诈骗、绑架勒

索等高危犯罪呈合流态势，社会危害更加严

重。除了加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打

击力度之外，加强民众的法治意识亦十分重

要，老百姓要提高保护个人信息的警惕性以

及反诈骗意识，而那些因为职业关系掌握大

量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业也必须加强管理，才

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文/张叶荷 童画

你的个人信息

检察机关以案释法讲述信息泄露那些事儿

刚买完房，推销房产或询问出租的电话如影随形；车险还没到期，推销保
险的电话接个不停；孩子刚出生，推销幼儿产品的电话就找上门来……这样
的事情，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在气愤之余，不少人也在纳闷：自己的
个人信息为何泄露了？

这些可能都是因为你的个人信息，在被不断贩卖！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
察院通过相关具体案例，为你讲述信息泄露那些事。

还好吗？

青海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军(身份证号：630103197708141612)：

本院受理原告西宁市公共租赁住房发展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青 0103民初3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年6月29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谭勇：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光玉起诉被告谭勇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原告诉请：一、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借款200000元；二、请
求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6月29日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德宏：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宗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该案民事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公告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洪水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2020年6月29日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丕松：

本院受理原告刘相兴诉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被告孙煊在法定期限内向海东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

2020年6月29日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那云林：

本院受理原告郭生明与被告那云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经本院多方查找仍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2020年6月29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名：

本院受理原告青海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
桥大街支行诉杨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青 0105民初52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6月29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东 莞 众 速 仪 器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1900MA51D1U28E)：

本院受理原告青海廷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东莞
众速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0年6月29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善勇：

本院受理原告马志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0年6月29日

青海省共和县人民法院公告
索南仁青：

本院受理原告邓宝虎与被告索南仁青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青2521民初
124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南藏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发生效力。

2020年6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