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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冷冻胚胎监管、处置权归属的认识
民 商 焦 点

●

◇ 时永才 张圣斌 庄绪龙

一、人体冷冻胚胎法律属性与
监管、
处置权归属的判断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并未对人体冷
冻胚胎的法律地位和性质作出明确规
定。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管理办法》、
《人类辅助生育技术规范》中
诸如“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
胚胎”、
“禁止实施胚胎赠送”的表述，对
于胚胎性质的界定并无实际意义。理论
上对于人体冷冻胚胎法律属性的描述，
由于学说立足的视角和倾向各异，主体
说、客体说与折中说观点的交锋论战不
断，至今尚未沉淀上升为普遍认同的通
说观点。有观点认为，王利明教授主编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第一百
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自然人的器官、
血液、骨髓、组织、精子、卵子等，以不违
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为限，可以作为
物”、以及梁慧星教授《中国民法典草案
建议稿》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自然人的器
官、血液、骨髓、组织、精子、卵子等，以不
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为限，可以成
为民事权利的客体”的表述，应该可以成
为胚胎“物”的法律界定“最接近、最统
一”依据。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冷冻胚
胎与诸如器官、血液、组织、精子、卵子等
物质还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前者具备发
育为生命的潜能，这也是伦理学家强烈
主张胚胎属于人格体的根本原因，而后
者在符合人类生殖伦理的条件下无论如
何不能单独培育为人的生命，故而将其
纳入物的民法调整范畴以满足社会需
要，并不违背相关伦理禁忌。
现阶段，在人体冷冻胚胎法律属性
并无明确界定、理论争议较大的情形下，
比较务实的思路应该是跳出理论争议的
漩涡，在尊重现实、尊重基本法理精神的
前提下，提炼出一种既不违反规定又能
实际解决问题的新思维。具体而言，虽
然人们对于人体冷冻胚胎的法律性质和
地位的认识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在整体
上没有观点否认人体冷冻胚胎属于一种
客观的物质存在，这种“物质存在性”不
管是对于作为权利主体的存在还是作为
权利客体的存在都能涵盖，是一种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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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超级
计算模式，它将单个的计算机资源汇集
起来，进行统一管理和协同分配，以便
提供更优秀的数据存储和网络计算服
务。云计算作为 21 世纪信息产业发展
的新浪潮，它不仅带来了一次信息技术
的革命，也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
和商业模式。云计算的应用对网络著
作权的影响可谓是显而易见又异常剧
烈，著作权的保护工作也因此面临新的
重大挑战。因此，面对云计算环境中著
作权的保护这一新的课题，我们不能固
守陈规，而应该转变保护理念，只有这
样，才能为保护计划提供正确的指引，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传统的著作权法关注的核心是复
制权，但是在云计算时代，有必要对这
种以复制权为核心的著作权保护制度
进行重构。从理论上说，仅仅是复制并
不会伤害权利人的著作权，而引起侵犯
著作权的必要行为之一，是把复制品向
公众发行或传播。实际上，无论是临时
复制还是私人复制，都有一个共性，那
就是这些复制都没有侵犯著作权人的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编者按：
全国首例人体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在江苏省无锡中级人民法院终审
宣判后，
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其中对于人体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界定、
裁判依
据以及裁判结论是否间接认可非法代孕等问题讨论最为热烈。本文结合案件审
理的有关情况就上述关注的问题作简单介绍。
了主体说与客观说观点差异的上位概
念。对于这种客观上的物质存在，由于
具有特定的价值，尤其是对于四位失独
老人而言，即使不考虑时代变迁、政策改
变，国家代孕政策允许时能够培育为子
孙后代的最原始、最真实愿望，
单是从精
神寄托、情感慰藉载体的角度考虑，
也应
当承认失独老人对于亡故子女所遗留的
胚胎具有天然正义的情感和倾向。在此
基础上，将四位老人对于胚胎的权利属
性诉请归纳为“监管、处置权纠纷”进而
支持失独老人对其亡故子女遗留的胚胎
享有“监管、处置权”也就变得顺理成
章。事实上，
“监管、处置权纠纷”
的案由
归纳及其裁判倾向，
一方面回避了
“继承
纠纷”这一发轫于物的客体说理论，
避免
了司法裁判过度超前、
片面选择性支持某
种理论观点的风险；
另一方面，
“监管、处
置权纠纷”
的案由描述也基本可以实现失
独老人对于亡故子女遗留胚胎这一物质
存在的权利归属确定的司法裁判目的。

二、
法律空白情形下
“司法不得
拒绝裁判”
的基本法理与实践遵循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人
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基本原则，严格依法
裁判被认为是现代法治的必然结论。因
此，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时，
当事人诉求
被以不予受理、驳回起诉或者驳回诉讼
请求等裁判方式否定也就被认为是理所
当然。然而，
需要充分正视的是，
近代法
哲学的理论一般认为，司法救济是权利
救济的最终保障，诉权是人权的重要组
成部分，作为承担定分止争宪法责任的
司法机关不能因为没有具体明确的裁判
依据而拒绝裁判，也不能以制度不健全、
法律没有规定而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或者直接驳回诉讼请求，这是国际社会
中公认的“不得拒绝裁判”
法理的基本蕴
含。事实上，
在法律不健全、不周延抑或
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司法者纯粹担
当立法者
“所设计和建造的机器的操作者
与执行者”这一中立角色固然不能否定，
但是站在司法正义的终极高度则难免陷

入被动。我们认为，
按照不得拒绝裁判的
基本法理精神，
司法机关在面对法律规定
不完善、不明确甚至没有规定的情形时，
应当在遵循宪法及其相关部门法精神的
基础上，
综合诸如政策、伦理甚或民意等
各种要素，
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
的前提下精巧运用各种解释方法，
以更加
开放性的姿态，
作出兼顾各方利益主体诉
求以致利益保护最大化的裁判结论。
在本案中，
我们认为，
有充分的理由
支持失独老人享有监管、处置冷冻胚胎
的权利。首先，
在人伦角度，
冷冻胚胎具
有潜在的生命特质，不仅含有已故小夫
妻的 DNA 等遗传物质，而且含有双方父
母两个家族的遗传信息，双方父母与涉
案胚胎亦具有生命伦理上的密切关联
性。其次，在情感角度，白发人送黑发
人，乃人生至悲之事，
“失独”之痛，非常
人所能承受体会。已故小夫妻遗留下来
的胚胎成为双方家族血脉的唯一载体，
即使不能培育为后代，对于失独老人而
言却也承载着哀思寄托、精神慰藉等人
格利益。再次，
在特殊利益保护角度，
胚
胎是介于人与物之间的过渡存在，具有
孕育成生命的潜质，比非生命体具有更
高 的 道德 地位，应受 到 特殊 尊重与保
护。在小夫妻身故后，其父母不但是世
界上唯一关心胚胎命运的主体，而且亦
应当是胚胎之最近最大和最密切倾向性
利益的享有者，由其享有胚胎的监管处
置权，
基本可以实现特殊利益的“特殊保
护”
目的。

三、冷冻胚胎监管、处置权基
础上非法代孕的风险控制
基于权利属性确定的民法基本原理
以及人伦、情感、特殊利益保护等综合因
素，二审法院判决支持失独老人就其子
女亡故后遗留在医院的冷冻胚胎拥有监
管、处置的权利。面对这一裁判结论，
随
之而来的问题可能是：
胚胎脱离医院后，
如何监管其使用？具体而言，法院判决
的结果如何规避失独老人获取胚胎后非
法代孕的风险？不可否认，本案的核心

问题与本质并不是关于胚胎本身的归
属问题，而是确权之后的实际使用问
题。原审第三人南京鼓楼医院在一、二
审庭审中也始终强调，冷冻胚胎被取出
后唯一能够使其成活的方式就是代孕，
但是目前我国法律、部门规章有明确规
定，即禁止一切形式的代孕，故认为失
独老人即使获取胚胎的监管、处置权也
无济于事。
事实上，二审判决在支持失独老人
享有冷冻胚胎监管、处置权的同时，也
在判决书中明确载明：权利主体在行使
监管权和处置权时，应当遵守法律且不
得违背公序良俗和损害他人之利益。
二审法院在充分尊重支持失独老人对
冷冻胚胎享有监管、处置权的同时，在
判决书正文部分也作了明确提示，释法
析理的引导义务在司法责任担当的同
时也并未忽略。
即使失独老人在获取冷冻胚胎后
并未按照其原先主张的“等待国家政策
改变”后再将胚胎培育成后代的观点行
事，而是从事其他目前法律法规明确禁
止的行为，那么也不存在法院判决消极
漠视非法代孕风险的情形。这是因为，
本案的诉讼焦点在于冷冻胚胎的权利
归属，在本质上属于民事诉讼中的确权
问题，而确权后的所谓代孕与否的疑问
显然超出了本案的诉讼界限，并不是法
院判决首先考虑的因素。我们认为，冷
冻胚胎脱离医院监管交由失独老人监
管处置，由此而产生的不当行使、处置
的风险应该属于社会整体的把控范畴，
尤其是政府职能管理部门应当承担相
应的监督责任，那种将法院判决视同
“潘多拉魔盒”打开的苛责思维显然不
符合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社会管理的内
在机理。另外，面对生殖科技的发展和
社会人工生殖需求的增加压力，我国目
前的民事法律并未对胚胎保护做出特
别的规定，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由于适用
范围有限，效力级别低、规范事项不足
等缺陷，本案的终审判决，在某种意义
上也可能推动立法机关宜在条件成熟
时机适当时尽快启动相关立法程序，以
健全完善人工生殖的法律体系，切实保
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

云计算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应以传播权为中心
传播权。传统的理论多是从合理使用
的角度试图为这些行为进行辩解，以寻
求正当性。但是笔者认为，应跳出合理
使用的讨论范畴，直接从深处讨论著作
权保护基本理念的改革。
过去那种以复制权为中心的著作
权 保 护原 则，在面 临云 计算时 已经 显
得 力 不从 心，原因 就是 复制在 云计 算
环 境 中已 变 得经常 并且不可 避免，如
果 仍 然以 复 制权为 中心，则势 必会 影
响 云 计算 产 业的发 展，也会影 响每 一
个云用户的切身利益。而以传播权为
中 心 应该 是 一个不 错的选择 路径，因
为传播权的产生背景和现实应用情况
都表明其对于网络著作权保护的优越
性 和 前瞻 性，以传 播权 为中心 的著 作
权 保 护理 念，将成 为云 计算中 著作 权
保护的较优指导思想。
在云计算环境中，传播比复制更重
要，控制传播比控制复制具有更大的意
义。从而，在云计算领域，
著作权法需要
进行重新定位，著作权法应该以防止向
公众传播为中心。这似乎需要从根本上
转变著作权法的理念，
从“以复制权为中

心 ”转 变 到“ 以 传 播 权 或 发 行 权 为 中
心”。但是著作权法的发展历史告诉我
们，著作权法是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而
发展的。云计算技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
种全新的出版方式，它也必将在不远的
将来带来著作权法理念的更新。在云时
代，
著作权保护应该以传播权为核心，
在
这个前提下，没有侵犯传播权的复制就
应该被合法化，这应该成为云计算时代
著作权法的一个基本原则。这样的著作
权保护理念将有利于云计算技术的发展
和应用，
有利于人类文化的传播和进步。
立法实践中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这
种转变。在著作权法第十条的规定中，
复制权和发行权作为著作权人的权利是
并列的，
并且复制权的顺序在先，
这反映
了传统的著作权保护理论是以复制权为
核心的。但是，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
例》
（以下简称《条例》
）中采用的是“传播
权”
的概念，
这实际上是网络环境下的发
行权。
《条例》的制定说明我国立法者已
经意识到，
在网络时代，
传播权才是著作
权的核心，将来的云计算时代就更是如
此。尽管《条例》对临时复制等问题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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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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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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志：本院受理上诉人刘善久与被上诉人东宁县东隆煤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乘风法 矿有限责任公司、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4） 牡商终字第 112 号民事判决书。经公告之日起，经过
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60 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詹桂芳：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世贵诉被告张志凌及你股权转让纠
刘春喜、杜跃进：本院受理焦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恩村信用社诉郜秋好、薛卫江、姜峰、姬争光、刘春喜、杜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
跃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姬争光就 （2011） 山民初 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字第 2456 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同时依法向你公告
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送达（2014）乌中民二初字第112-3号民事裁定书。限你公司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河南]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乐志根：本院已受理原告王岩诉被告浠水神光牧业有限公 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司、乐志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广东健力宝食品饮料河源销售中心：本院受理的河源市源
本、参诉手续、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城区宝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送达裁判文书

了回避态度，但是从“以复制权为中心”
到“以传播权为中心”的著作权基本理
念的转变正在悄然发生。
当然，强调在云计算时代著作权保
护应该以传播权为中心，并不是忽视对
复制权的保护。复制权仍然是著作权
中的一种权利，不过在权利的位次上应
该低于传播权。著作权是种种权利的
集合体，复制权和传播权不应该被截然
分开，两者应该结合考虑才能正确认定
是否侵权。通常情况下，复制只是一种
手段，而不是目的。在云计算环境中，
如果在复制中并没有传播的目的，也没
有引起传播的结果，这种复制就不应构
成对著作权人的侵犯。法律不应该过
度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有必要使著作
权制度的利益天平归于平衡。因为不
能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云计算环境中
著作权的保护与公共利益、云计算产业
链发展之间的平衡，我们要始终明白一
个道理：过度保护带来的过分限制必将
得不偿失。
（作者单位：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
人民法院）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10月22日（总第6129期）
限公司河源办事处、河源市宏远建筑工程公司担保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3） 民监字第 4 号、第 5 号民事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宽甸盛鑫铁选矿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人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宽甸满族自治县支行与被申请人鞍山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立山支行、鞍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宽甸盛鑫铁选矿
业有限公司、杨景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 （2014） 民提字第 5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
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姚鹭：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道前支
行与被告你、姚恒国、邵美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姑苏商初字第 0726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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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太仓积茂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太仓市瑞金担保有限公司、
张锋美、许鸿鸽、太仓市铁山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兰
华锦、孙登茂、吴映晓、上海铁山钢材现货交易市场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魏巧霞：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太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 （2014） 太商初字第 0083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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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孙靓：本院受理原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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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实 践
日前，备受关注的我国首起在
华外国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
一审已宣告判决，
两被告人彼特·威
廉·汉弗莱和虞英曾因非法获取公
民个人信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
万元及驱逐出境、有期徒刑二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大数据时
代，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或用来买
卖或被“人肉”搜索的现象层出不
穷。近年来，
我国通过刑事立法，
不
断加大打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的力度，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但对于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尚未构成
刑事犯罪的行为，个人信息被侵害
者如何保护自身人格尊严，可否寻
求民法上的保护并追究侵权人的民
事责任？对此，存在立法空白和理
论争议，亟需厘清公民个人信息的
民事权利属性。
一、
国外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欧美国家
纷纷针对个人信息进行立法，保护
公民的人格权利。从立法所保护的
权利基础看，
有所不同。在美国，
隐
私权作为一种保持人格完整独立、
人格不受侵犯的权利而存在，美国
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无论是在
宪法层面，
还是侵权行为法领域，
都
是以隐私权理论为基础。而德国是

形式，
若个人数据被别人非法占有、
使用,公民就可依隐私权不受侵犯
的法律规定主张权利保护。照此逻
辑，
个人信息当属隐私的范畴；
若被
侵 犯 ，则 依 据 隐 私 权 主 张 权 利 保
护。事实上，由于我国侵权责任法
所列举的隐私权并不具体，难以从
侵权责任法条文中找到依据。不可
否认，
从个人隐私的概念看，
其与公
民个人信息之间存在交叉，但个人
隐私不等同于个人信息，个人信息
是自愿公开、可知可识别的，
只是由
于未经信息权利人许可，不允许被
随意搜集、利用等。正如有人认为，
公民的有些信息是隐私，有些信息
本质上不是隐私，毕竟隐私的本质
是不愿他人知悉的个人生活秘密。
2.公民享有独立的个人信息控
制权
在早期，公民对个人信息享有
权利的理论基础，
主要有所有权说、
隐私权说、人格权说和基本人权说
等不同学说。但随着科技进步和社
会发展，人格权内容不断地得到丰
富和完善，公民对个人信息享有独
立的权利，
即个人信息控制权，
该权
利属于新生的人格权内容已成共
识。如在日本，隐私权保护理论逐
步向个人信息控制权的理论发展，
隐私权变成“个人自由地决定在何
时、用何种方式、以何种程度向他人

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民事权利基础
◇ 何 建

以人格权为基础对公民个人信息进
行保护，其《个人资料保护法》就是
以民法一般人格权为立法基础。
1983 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作出在
个人信息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判决，确认公民对自己的信息享
有 决 定 权 ，即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控 制
权。欧盟在 1995 年颁布的《个人数
据保护指令》更是开宗明义地阐明，
公民对个人信息享有的权利是人类
的基本权利。
二、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
权利基础
公民个人信息是一种特殊的社
会资源，它承载着个人的人格利益,
记录了个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凡能
触及到个人信息者，都有可能滥用
个人信息，从而危害信息主体的生
活安宁、就业机会、经济状况以及生
活的其他方面。我国尚无一部专门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对公民
个人信息也缺乏统一的界定，针对
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仅有一些零
星分散的立法。
1.公民个人信息有别于个人隐
私
刑法修正案（七）将出售、非法
提供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公民
个人信息入罪化，并规定在刑法第
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
罪”之中。从法律条文之间的体系
看，侵害个人信息构成对公民人身
权利的侵犯，当属无疑。此处人身
权一般指公民的人格尊严和隐私
权，但未区分隐私与个人信息之间
的关系。个人隐私是否就等同于公
民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控制权包含
在隐私权之中还是与隐私权并列，
属于人格权中具体而独立的一项权
利？对此，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有观点认为，
个人数据、个人私
事、个人领域是隐私权的三种基本

（2014） 太商初字第 050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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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
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孙靓：本院受理原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太商初字第 050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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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
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孙靓：本院受理原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太商初字第 051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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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
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上海精造工贸有限公司、诸葛小梅、钟志蕊、钟志明：本
院受理原告苏州国信集团新顺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你们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
太商初字第 0063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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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上海精造工贸有限公司、钟志明：本院受理原告苏州国信
集团新顺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你们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 太商初字第 00637 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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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上海精造工贸有限公司、上海紫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苏州国信集团新顺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你们进出口代

传递与自己有关的信息的权利主
张”
，
从原先被动的依隐私权对个人
信息进行保护，转变到根据个人信
息控制权，
积极主动进行自我防御，
决定个人信息的利用。简言之，民
法人格权理论从近代到现代所经历
的发展历程，实质上是一个不断深
化人格保护程度、扩展人格保护范
围的过程。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化
时代的公民个人信息具有广泛的商
业价值。比如，可以将消费者的相
关个人信息建立数据库，用于分析
消费偏好、需求等，
只要经过信息主
体的同意，完全可以利用个人信息
实现商业价值，这无疑构成人格权
的商业化利用。正因为公民个人信
息承载着商业价值和体现人格利
益 ，有 必 要 给 予 它 相 应 的 权 利 保
护。赋予公民对个人信息享有控制
权，
对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制
裁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侵害行为具
有积极意义。个人信息控制权属于
人格权下的一项具体权利，不仅有
利于保护公民对个人信息所享有的
人格利益，也有利于丰富公民人格
权的内容及充分实现公民的人身自
由。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现行民法
通则也未将个人信息作为直接的保
护对象，
但笔者认为，
确立个人信息
控制权属于民法上具体而独立的人
格权利，已显得十分必要。在我国
现有分散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基础
上，
根据具体人格权的构建方式，
以
一般人格权为依据，赋予信息主体
以一般人格权。同时，出台一部专
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并与刑法规
定相配套，
从而全面、直接地保护信
息主体的人格利益，最大限度发挥
法律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作用。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
太商初字第 0063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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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南京碧凯商贸有限公司、金上楷：本院受理原告苏州国信
集团新顺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你们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 太商初字第 00639 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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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天津港保税区意顺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天津市
滨海新区塘沽立德物流有限公司诉你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4） 津海法商
初字第 15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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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海事法院

申请公示催告

申请人冯德平因遗失齐鲁银行出具的股权证一张，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股权证记
载：股份持有人冯德平、有效证件号码 372430196712120071、
股权证号码 8091、购入日期为 2005 年 12 月 20 日、购入股数
30000 股、每股金额面值为一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股权证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股权
证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我 院 龙 王 塘 法 庭 孙 士 平 法 官 （身 份 证 号 ：
210212196609060015），男，1966 年 9 月 6 日出生，于 2014 年 9
月 不 慎 将 执 行 公 务 证 （编 号 210205038） 及 工 作 证 （编 号
1105024） 遗失，现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