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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互联网诞生至今,人们的信息交互越来越方便,传播各种信息的途径也方便了起来。在互联网
经济快速发展的契机下,个人信息的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民法典》的出台却相对于较晚。其中,民法
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一直以来都是立法的热点问题。个人信息是民法构成的基础,个人信息发散成庞大
的民法关系网络,个人信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从个体价值方面,还是从整体的社会价值、法律价值
层次来看,个人信息的保护制度对于私法的完善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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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System in the Civil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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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birth of the Internet, people's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the way to spread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nvenient. Und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 Civil Code was introduced relatively late,
and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civil law has always been a hot issue of legislation.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the basis of civil law, and it diverges into a huge network of civil law relations, which is
of great importance obviously. No mat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value, the overall social value, and
legal value level, the protection system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privat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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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在日常生活中,侵犯个人信息的

了一次注明的“信息数据争夺战”。顺丰

的个人信息的作用呈现出日益变大的趋

事件是多么的常见、多么的庞大。

和阿里旗下菜鸟物流之间,由于双方的

势,尤其是在生产生活中。而我们的《民

我国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从新中

合作问题产生了争执,甚至惊动了国家

法典》对于这些问题采取专编专章来规

国成立至今,与其他的像合同、婚姻等制

邮政局。从民法角度来看,表面上这是两

定,体现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的重视。当

度来比可以说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

个法人之间的合同为达成一致而产生的

下,除了我国外,在其他国家的立法实践

对于个人信息的直接法律体现,首先是

纠纷,而实际一看则是双方为了客户的

当中,对于如何完善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出现在《互联网管理规定》
。该《管理规

信息数据而进行的争夺。这场大战的经

制度,仍然在构建、探讨当中,并没有形

定》第12条,2003年的《身份证法》第6

过,始于菜鸟关闭了顺丰的快递通道,理

成现成的某种模式。但我国民法典的颁

条第3款还有2006年的《护照法》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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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个人信息的问题。另外,在某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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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法规中,如北京市的有关未成年人保

信息,这是越权、违法行为会导致个人信

笔者认为,《民法典》第1032条给出

护的地方性法规中,也明确规定了对未

息的泄露。快递,是当今人们购物的首选

了有关于什么是隐私解释,指出,隐私既

成年人信息的保护制度。但这些规定相

方式。而在快递盒子上,在购物过程中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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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所保护的范围。同时,“公民私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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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合同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诚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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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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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录信息、地理位置等相关信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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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门和医院等主体在使用个人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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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热议,强烈关注的有关个人信息的

响。就信息传播而言,信息合法正确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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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有了立法上的一些回应。我们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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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期间,管理部门通过对居民进行

定的因果关系的逻辑存在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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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的一个重要板块 。对于个人信息

信息采集,可以迅速知道该居民近期内

因此,对于保护个人信息,并很好

被我国的立法纳入人格权编,当然是必

的出行路线,从而判断其是否去过高风

的控制信息的滥用、滥传播,当然是有

然且是正当的。对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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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法等,分别在系统运行安全、对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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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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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权单独规定出来,规定为一种具

及工作人员负有个人信息保密义务就是

脱敏化的处理方面分别做出了规定。而

体的人格权,而不是一种抽象的人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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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的,除了依靠于私法对个

不够,那么公法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强

息保护的直接法条规范。同时政府、公

人的权利的保护,还应从公法上着手,有

有力的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起到积极作

检法等相关部门,应该更加重视个人信

效的控制社会风险。在数据经济、互联

用。也就是要求公民、各级政府工作人

息的保护,出台解释也好,地方法规也好,

网、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对于个人

员在实施好民法典相关要求的同时,系

尽快的将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开展到实践

信息如何得到有效保护,政府应该做的,

统化地采取公法途径对个人信息进行

中去。

是不阻碍信息、数据的正常公开传播与

科学有效的控制与保护,不能也不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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