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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之半公地悲剧与政府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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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个人信息权不能简单地定位为人格权或财产权ꎬ而是一个综合性权利ꎬ其人

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同等重要ꎮ 从财产权角度ꎬ它是共－私混合的半公地财产ꎮ 由于人

的投机行为ꎬ个人信息治理不仅会出现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ꎬ更突出地表现为半公地

悲剧ꎮ 界定权利边界和监督规范执行是避免半公地悲剧的两条基本路径ꎬ英国中世纪

“开放地”制度中“分散”设置就是界定权利边界的一种方式ꎮ 个人信息半公地财产的

治理必须由政府界定个人信息私人边界和监督个人信息使用规范的执行ꎮ 以政府监管

为主导是中国个人信息治理的基本路径ꎬ同时重视个人私权保护和社群自治在个人信

息保护中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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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大数据时代ꎬ个人信息对个人、社会和国家都有至关重要的价值ꎮ 对个人而言ꎬ有些个人信息直

接关涉个人隐私ꎬ有些个人信息虽不涉及隐私ꎬ但与个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息息相关ꎻ对社会而言ꎬ市场

主体可以合法利用个人信息开发更符合市场需求的商业ꎬ推动市场经济的创新与发展ꎻ对国家而言ꎬ政
府可以利用个人信息实现更为高效与科学的国家治理ꎬ“完备的信息是有效治理的生命线”①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简称“«民法总则»”)第 １１１ 条明确了个人信息权问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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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ꎬ«刑法»«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居民身份证法»«商业银行法»等对个人信息保

护都有所规定ꎮ «民法总则»作为民事领域的基本法ꎬ对个人信息保护问题首次规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ꎬ表明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受到了空前的重视ꎮ «民法总则»将“隐私权”纳入到第 １１０ 条特别人格权条

款之中ꎬ而对个人信息权单独规定于第 １１１ 条ꎬ反映个人信息权与人格权存在重大差别是立法者的共

识ꎬ也是对一些学者一直主张“个人信息权就是人格权”的间接否定ꎮ
个人信息权不同于隐私权ꎬ前者强调个人身份可识别性ꎬ而后者强调个人生活私密性ꎬ前者范围要

大于后者ꎮ① 本文所研究的个人信息权是除隐私权之外的个人信息权ꎬ这种个人信息权如何定位ꎬ«民
法总则»并未明确ꎮ 在法律定位不清时ꎬ个人信息应得到何种等级的保护ꎬ是一个进退维谷的难题ꎮ 保

护过严会阻碍经济的发展、阻碍社会和政府的合法利用ꎬ产生信息反公地悲剧ꎻ保护不力则会造成个人

的财产和人身受到不法分子的侵害ꎬ又会产生信息公地悲剧和半公地悲剧ꎮ 基于此ꎬ本文对个人信息权

的法律属性问题、个人信息的半公地现象及其治理路径进行初步探赜ꎬ以求教大方ꎮ

一、个人信息权之混合性

个人信息权属性定位直接关系个人信息的保护模式、保护手段与救济方式ꎬ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ꎮ
个人信息权是人格权还是财产权ꎬ若具有财产权属性ꎬ个人信息财产是私有还是共有等ꎬ都是要首先解

答的理论问题ꎮ
(一)个人信息权是人格权与财产权之混合

个人信息权属性定位为财产权还是人格权ꎬ是中国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ꎮ 其定位之难与可

争议性直接反应在«民法总则»立法之中ꎬ立法者并未给予明确定位而暂且“搁置不言”ꎮ 中国学者对个

人信息权属性定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个人信息权是人格权ꎬ认为个人信息权与权利人的

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紧密相关ꎬ如王利明教授②、齐爱民教授③等学者ꎬ此种观点在民法学界比较普遍ꎻ
另一种观点认为个人信息权是财产权ꎬ认为个人信息权与权利人的财产利益紧密相关ꎬ界定为财产权有

利于个人信息权的保护ꎬ如刘德良教授④、张融博士⑤等学者ꎮ 从不同角度而言ꎬ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

理ꎬ但都难以让人完全信服ꎮ
个人信息权的属性在两大法系中也存在不同的定位ꎮ 大陆法系对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未作严格区

分ꎬ一般倾向于将个人信息权定位为人格权ꎬ如德国、法国等ꎮ 但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ꎬ个人信息权也

突破了传统人格权的范畴ꎬ大陆法系国家也在不断修正其法律制度与人格权定位以适应信息化时代的

要求ꎬ如德国«联邦信息保护法»已经历了三次大修改ꎮ⑥ 而英美法系一般将个人信息纳入隐私权来保

护ꎬ完全不顾二者区别ꎬ也并未取得理想的保护效果ꎮ 英美法系学者倾向于将隐私权定位为财产权ꎬ原
因在于其财产权概念不同于大陆法系的财产权概念ꎮ 英美法系财产权是相对于契约权而言的ꎬ契约之

外的权利都可以纳入财产权(甚至包括人的身体⑦)ꎬ因而英美法系没有大陆法系的人格权体系ꎮ 个人

信息是一种财产ꎬ在英美法系学者中是比较普遍的观点ꎮ 虽然未得到完全一致的认可ꎬ但从 １９９０ 年后

此观点一直在蓬勃发展ꎮ 但个人信息这种财产权不是布莱克斯通式的物上专制权ꎬ要受到相关条件的

限制ꎮ 如美国隐私权法律专家施瓦兹(Ｓｃｈｗａｒｔｚ)认为财产化个人信息应具备五个要素:对个人转让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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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的限制ꎻ交易条款强制披露的默示条款ꎻ市场参与者的退出权ꎻ防止市场滥用的损害赔偿制度之

建立ꎻ监督个人信息市场和惩罚侵犯隐私行为的制度ꎮ① 尽管如此ꎬ近年有些学者也认识到将个人信息

作为财产存在的不足ꎬ“个人信息作为财产而产生的市场化不会治愈所存在的问题ꎬ只会将问题合法

化”ꎮ②“在这个科技、经济和社会快速变革时代ꎬ迫切需要个人数据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广泛使用ꎬ财产

法华丽文词可能也不适合对此使用之规范性理解的进一步阐明”ꎮ③ 进而ꎬ肖尔茨(Ｓｃｈｏｌｚ)提出隐私权

是一种准财产权(Ｑｕａｓｉ￣Ｐｒｏｐｅｒｔｙ)ꎬ准财产权是一种排他权关系———在特定事件、特定行为和特定关系

中排除特定行为者利用一种资源的权利ꎮ④ 准财产利益是一种像财产但不是“地道”的财产ꎬ而是一种

利益ꎬ仅是利用财产的“排他”优点激活对该利益的保护ꎮ⑤ 肖尔茨已经认识到个人信息具备财产利益

和人格利益ꎬ是财产权和人格权的混合ꎬ但由于英美法系没有人格权体系而只能称其为“准财产”ꎮ 可

见ꎬ英美法系学者将个人信息权纳入隐私权后ꎬ将其定位为财产权仍存在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ꎬ即使是

最早提出隐私权概念的布兰代斯和沃伦在经典文献«隐私权»⑥一文中对“隐私权是人格利益、还是一种

财产或者是二者的混合”也没有明确的立场ꎮ
一些权利是兼具财产权和人身权双重性质的权利ꎬ如继承权、社员权等ꎮ⑦ 笔者认为个人信息权就

具有双重属性ꎬ是一种人格权和财产权混合的权利ꎬ两种属性同等重要ꎮ 即使持人格权观点的学者也承

认这一点ꎬ如王利明先生指出:“个人信息权在性质上属于一种集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于一体的综合性

权利ꎬ并不完全是精神性的人格权ꎬ其既包括了精神价值ꎬ也包括了财产价值ꎮ”⑧从人格权角度ꎬ个人信

息权直接影响个人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ꎬ侵害个人信息权可能损害个人的精神利益ꎮ 如近年来中国

一些酒店旅客开房记录因黑客攻击而泄露ꎬ虽不属于隐私权范围之内ꎬ但仍给一些旅客造成极大的精神

困扰ꎮ 从财产权角度ꎬ个人信息直接产生财产价值ꎬ能够带来个人财产的增减ꎬ侵害个人信息权可能损

害个人的财产利益ꎮ 如个人信息在私下交易的黑色产业链就是其具有财产属性的一个例证ꎮ 因此ꎬ法
律应将个人信息权定位为一种综合性的混合权利ꎬ以便利用人格权和财产权各自优势更好地保护和利

用个人信息ꎮ
(二)个人信息表现为私有与共有的混合

个人信息权具有一定人格属性ꎬ又具有一定财产属性ꎮ 就人格属性而言ꎬ个人信息权毫无疑问是私

有的ꎮ 就财产属性而言ꎬ个人信息权是私有(ｐｒｉｖａｔｅ)ꎬ还是共有(ｃｏｍｍｏｎ)ꎬ或者二者的混合ꎬ是一个需

要探究的问题ꎮ 一种观点认为信息权是私有ꎬ这种观点集中在来源于财产权理论的信息私人所有权

(以及私人控制) 框架上ꎻ⑨另一种观点认为信息权是共有ꎬ这种观点集中在信息的共有 ( ｃｏｍｍｏｎ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和共同控制ꎮ 有些个人信息只能由别人控制而自己无法掌控ꎬ如互联网的个人浏览记录ꎻ
有些个人信息只能由别人知悉才有意义ꎬ如个人的电话号码ꎮ 实践中ꎬ法律制定者往往以第一种观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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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ｏｎｓ ａｎｄ Ｕｓｅｒ Ａｃｃｅｓｓ”ꎬ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５２ꎬ Ｉｓｓｕｅ ３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５６２－５６３.



为理论依据ꎮ
个人信息来源于个人ꎬ一般认为就是私有ꎮ 然而ꎬ我们深入分析会发现ꎬ个人信息不同于传统的财

产形式ꎮ 它同时可以被多人占有、不会因为他人消费而被破坏ꎬ或者因他人使用而降低价值ꎬ反而会因

为不被利用或利用不足而产生价值损失ꎮ① 可见ꎬ个人信息本质上又类似于纯公共产品ꎬ如阳光、空气

等ꎬ带有一定的共有财产属性ꎮ 而且ꎬ个人信息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ꎬ每个人会因为个人信息的公共使

用而获益ꎬ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和处理会提升政府、事业单位、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效率ꎬ增加社会财富ꎮ
个人信息的共有使用会有益于每一个人ꎬ如医生若能随时从网上调出病人的病史和诊疗记录ꎬ医院治疗

会更有效ꎮ 漠视个人信息的共有性就是否认个人信息的社会价值ꎮ 基于此ꎬ中国«民法总则»并不是禁

止个人信息的共同使用ꎬ而是规定“依法取得ꎬ合法使用”ꎬ是从“防止侵害”之信息保护末端进行局部调

整ꎮ 显然ꎬ«民法总则»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作用极其有限ꎬ不能盲目夸大其保护效果ꎮ
个人信息的共同使用是一把双刃剑ꎬ非法使用可能会造成个人的损害ꎮ 个人信息共同使用的收益

和风险并存ꎬ需要政策制定者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ꎮ 中国立法不能步美国后尘ꎬ将个人信息作为私人财

产与个人事宜———强调个人的控制权ꎮ 在美国ꎬ信息隐私历来被界定为个人事宜ꎬ而不是一般的社会价

值或公共利益问题ꎮ 这影响了由此产生的公共政策解决方案ꎬ这些方案可能不是处理现代隐私问题的

最有效途径ꎬ只是一味地给企业设定义务ꎮ② 就像环境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一样ꎬ污染环境不能仅仅认

为是侵犯个人权利的事宜ꎬ而是一个公共问题ꎬ是一个社会价值判断而不是个人权利判断ꎮ 因此ꎬ个人

信息问题ꎬ与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一样ꎬ是一个共有(ｃｏｍｍｏｎ)问题ꎬ或称为“公地”问题ꎮ
笔者认为个人信息权是私有和共有的混合ꎬ即共－私混合财产ꎮ 混合财产是财产的一个普遍特征ꎬ

共－私混合只是其中一种ꎮ③ 很多财产都混合了共有和私有成分ꎬ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成分占主导罢了ꎮ
如一个人对其车辆所占用的公路上移动点享有私人权利ꎬ但公路被认为是一个“共有(ｃｏｍｍｏｎ)”ꎬ因为

共有成分占主导ꎮ 然而ꎬ有些财产却不同ꎬ其共有和私有成分同等重要ꎬ而且相互影响ꎬ美国财产法学家

史密斯(Ｓｍｉｔｈ)称这种财产为“半公地(ｓｅｍｉｃｏｍｍｏｎｓ)”财产ꎮ 半公地财产就是一些资源为实现某个主

要目的以共有形式拥有和使用ꎬ而为实现其他目的时又由单一主体(如个人、家庭或公司)以独立子单

元形式享有私人财产权ꎮ④ 个人信息就是一种典型的半公地财产ꎬ不仅混合了共有和私有财产属性ꎬ而
且二者同等重要ꎬ相互影响ꎮ

二、个人信息之半公地悲剧

任何财产只要涉及共有ꎬ当制度设计不当时就会出现悲剧问题ꎮ 亚里士多德指出ꎬ“我们不难想

象ꎬ如果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共同拥有财产而且生活在一起的话ꎬ一定会存在非常复杂的矛盾和麻烦”ꎮ⑤

个人信息是一种半公地财产ꎬ是无数互不熟悉人之共有(如互联网巨量个人信息汇集成所有人共有的

信息库)ꎬ若制度设计不科学出现半公地悲剧在所难免ꎮ
(一)个人信息的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

公地资源的悲剧问题ꎬ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已经从公地悲剧理论发展到反公地悲剧理论ꎻ再由反公

地悲剧发展到半公地悲剧理论ꎮ 而个人信息悲剧问题不仅表现为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ꎬ而且还更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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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Ｐ. Ｎｅｈｆꎬ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７８ꎬ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０３)ꎬ ｐ.５.

付大学:«论混合财产»ꎬ«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Ｓｅｅ Ｈｅｎｒｙ Ｅ. Ｓｍｉｔｈꎬ “Ｓｅｍｉ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Ｆｉｅｌｄ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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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半公地悲剧ꎮ
１ 个人信息之公地悲剧

哈丁(Ｈａｒｄｉｎ)在 １９６８ 年提出“公地悲剧”问题ꎮ 哈丁指出ꎬ在一个自由放牧的牧场中ꎬ作为理性的

放牧者都有增加更多牲畜的动力ꎬ因为他能从增加的牲畜中获得所有收益ꎬ却只承担一小部分过度放牧

所造成的损失ꎬ这就是一个悲剧ꎮ 在一个公地资源自由提取的社会里ꎬ当每个人都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

情形下ꎬ这个公地资源最终会走向毁灭ꎮ① 其实哈丁并不是注意到公地悲剧的第一人ꎬ早在公元前古希

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注意这个问题ꎬ他指出:一件物品共有人越多ꎬ关心它的人就越少ꎮ⑥另外ꎬ
在哈丁文章发表之前的 １９５４ 年ꎬ戈登在一文中虽未提出“公地悲剧”的概念ꎬ但论述了同样的问题ꎮ 他

以中世纪庄园经济的公共牧场为例ꎬ提出在牲畜私有而牧场共有情况下ꎬ必须规制共有牧场的使用(如
限制牲畜数量、放牧时间等)ꎬ以便防止牧场的过度放牧ꎻ并指出“属于所有人的财产就是不属于任何人

的财产”ꎮ② 公地悲剧在现实中仍然非常普遍ꎬ不仅仅表现在哈丁和戈登所列举的公地资源上ꎬ小到社

区大到宇宙的许多共用(或公用)资源的治理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ꎮ 个人信息就是许多人共用

的一个资源ꎬ同样会遭遇治理困局ꎮ
当财产权存在时———无论是私有财产、国有财产(或称公有财产)还是共有财产———该财产是否会

出现过度利用或毁灭依赖于财产权制度如何科学地分配治理的成本和收益问题ꎮ③ 私有财产和公有财

产治理的成本和收益都由单一主体承担和享有(前者由个人ꎬ后者由政府)ꎬ可能不会出现悲剧问题ꎻ共
有财产由于权利主体人数之多且利益分散而难以科学地分配成本和收益ꎬ容易出现公地悲剧问题ꎮ 虽

属于共－私混合财产ꎬ个人信息仍具有共有财产属性ꎬ财产治理(或权利救济)的成本和收益分配不当同

样会产生公地悲剧问题ꎮ 如个人信息在网上大量贩卖时ꎬ每个人很少采取救济措施ꎬ而是寄望于公权机

关出面救济ꎮ 若公权机关将其作为私人人格权而不去主动救济(因为人格权只能事后救济)ꎬ毫无疑问

就出现了公地悲剧问题ꎮ
２ 个人信息之反公地悲剧

从哈丁之后ꎬ人们更关注公地悲剧问题ꎬ采取多种途径避免公地资源出现悲剧ꎮ 公地资源私有化是

解决公地悲剧的重要方法之一ꎬ④但私有化过度或者决策过于分散又会产生另一种悲剧———反公地悲

剧ꎮ 反公地悲剧就是在一项稀缺资源上当每个人都拥有排除他人使用的权利时ꎬ这项资源就会出现无

法使用或者使用不足的悲剧ꎮ 反公地悲剧原初思想最早由财产法哲学家米歇尔曼(Ｍｉｃｈｅｌｍａｎ)在 １９８２
年提出ꎬ⑤然后 １９９３ 年由财产法学家埃里克森(Ｅｌｌｉｃｋｓｏｎ)在一篇文章的脚注中ꎬ⑥以及财产法学家杜克

米尼尔( Ｄｕｋｅｍｉｎｉｅｒ) 和克里尔 ( Ｋｒｉｅｒ) １９９３ 年合著的 «财产法» 专著中同时提出了反公地资源

(ａｎｔｉｃｏｍｍｏｎ)概念ꎬ⑦最终在 １９９８ 年由财产法学家赫勒构建出完整的反公地悲剧理论体系ꎮ
在公地悲剧提出 ３０ 周年后ꎬ赫勒教授系统地提出“反公地悲剧”理论ꎮ 赫勒发现俄罗斯在经济转

型初期的莫斯科大街上ꎬ与许多空空如也的商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街道两旁摆满琳琅满目商品的金属

售货亭(ｍｅｔａｌ ｋｉｏｓｋｓ)ꎮ 商人不搬进商铺的原因是由于同一间商铺上财产权主体过多ꎬ任何一个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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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都可以排除他人使用ꎬ导致商铺使用不足ꎮ “反公地资源”就是每个权利人都有排除他人使用的权

利ꎬ是“公地资源”的镜像ꎮ①“公地资源”是所有权主体不明或虚化ꎻ而“反公地资源”是享有排他权的权

利主体过多ꎮ “公地资源”财产易因过度使用或者无人照管而荒芜(或消亡)ꎻ而“反公地资源”财产易

因决策不统一或者使用不足而浪费ꎮ “公地悲剧告诉我们为什么东西容易分得支离破碎ꎬ而反公地悲

剧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拆开容易还原难ꎮ”②就个人信息而言ꎬ若法律赋予每个人对个人信息都拥有完

全排他的个人权利ꎬ其他任何人使用其任何信息都需要本人的同意ꎮ 这样做虽然一定程度上可避免信

息违法行为ꎬ但可能严重限制了信息的合法使用ꎬ从而出现个人信息利用不足的“反公地悲剧”现象ꎮ
而且ꎬ本文所研究的个人信息并不涉及个人隐私ꎬ对其使用都需要个人同意既不必要也不可能ꎬ因为有

些个人信息连本人也无从知晓、无法控制ꎮ «民法总则»没有规定个人同意权ꎬ是一个明智做法ꎮ
(二)个人信息之半公地悲剧

半公地财产权是财产法学家史密斯在 ２０００ 年发现的一种财产制度ꎬ是私有财产和共有财产的结合

体(笔者本文中又将其称为“共－私混合财产”)ꎬ最早出现在英国中世纪的开放地(Ｏｐｅｎ Ｆｉｅｌｄｓ)制度中ꎮ
在开放地制度中ꎬ农民对自己种植谷物的 １ 英亩狭长地块享有私有财产权ꎬ该狭长地块分布于(围绕中

心村周围的)两至三大块的田地里ꎮ 基于这样的分布特点ꎬ在某些季节农民有义务将土地以共有形式

开放给所有放牧主以放牧牲畜ꎬ这使他们能够利用规模经济来放牧和私人激励来种植ꎬ使半公地同时在

两种模式或范围下运行ꎮ③ 虽然开放地形式的半公地财产制度在英国已经消失ꎬ但半公地财产权在现

代社会依然存在ꎮ 如互联网财产就是一种半公地财产ꎬ它混合了个人计算机信息私有财产和网络资源

共有财产ꎮ④ 再如ꎬ实行私有化国家的流动水体、电信半共地财产等资源财产都属于半公地财产ꎮ 半公

地财产融合了公地财产和反公地财产的属性ꎬ没有后两者就没有半公地问题ꎬ反之“若没有三从来就没

有二”⑤ꎮ
半公地财产会因为人们的投机行为(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而出现半公地悲剧ꎮ 半公地财产在其子部

分作为私有财产时不会出现悲剧ꎬ但作为一个整体而成为共有财产(或称为“自由进入财产”)时就会出

现悲剧问题ꎮ 在共有财产状态下ꎬ每个权利人都想从自己私有部分除外的共有财产(即私有状态下的

他人财产)中获得收益ꎬ而将损害等负外部性留给他人ꎮ 就像英国中世纪开放地制度中ꎬ每个放牧人都

想在他人田地里放牧使其因草资源枯竭而肥力下降ꎻ同时ꎬ尽量将牲畜的粪便留在自己田地里ꎬ放牧人

不仅获得了牲畜的收益而且还提升了自己田地的肥力ꎮ 这就是放牧人的投机行为ꎬ每个放牧人都这样

做就会造成半公地悲剧ꎮ
就个人信息而言ꎬ个人独自拥有个人信息时(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不会出现公地悲剧ꎬ但可能出现

半公地悲剧ꎮ 作为私人所有ꎬ因个人信息所获得收益和损失都由自己承担ꎬ不存在价值或收益散失问

题ꎬ个人通过排他权和救济权保护其个人拥有的信息ꎮ 即使受到别人侵权ꎬ个人通过司法救济也能得到

保护ꎮ 因此ꎬ对个人不会出现悲剧问题ꎬ但对社会则会出现利用不足的反公地悲剧ꎮ 当个人信息融入整

个信息洪流时就会出现半公地悲剧问题ꎬ一方面因为一些单位或个人利用他人信息牟利ꎬ企业则用个人

信息为企业经营决策作基础(甚至用个人信息来营利)ꎬ个人信息被利用者可能知悉也可能无从知悉ꎮ
这些欲利用个人信息的个人和企业会排除本人或本单位职工的个人信息ꎬ而对其他人信息则恣意使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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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半公地财产中的一种投机行为或策略行为ꎮ 另一方面个人即使知道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违法使用

时ꎬ由于考虑救济成本与搭便车心理也很少主动去救济ꎬ这样进一步纵容了悲剧问题的发展ꎮ 没有个人

愿意去治理个人信息违法行为ꎬ因为个人投入了全部治理成本ꎬ却仅能获得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收益(即
避免了自己信息被侵害)ꎬ因此ꎬ个人信息完全靠个人自治就会产生半公地悲剧ꎮ

相比个人信息的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ꎬ个人信息半公地悲剧则更为突出ꎮ 当个人信息处于私有

状态下不会出现公地悲剧ꎬ当个人信息处于共有模式下就可能会出现半公地悲剧ꎮ 个人信息无法也不

可能总处于私有状态下ꎬ个人信息更多时间是处于共有状态下ꎬ所有人信息都混合在一起ꎬ如银行掌握

所有人的金融资产信息、房屋登记部门掌握所有人的房产信息、公共交通部门掌握所有人的出行信息ꎬ
等等ꎮ 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者(即占有者)并不是信息的所有者ꎬ但享有所有权“权利束”①的某些成

分ꎬ如占有权、管理权和不得有害使用权等ꎮ 每个个体是所有信息的共有者ꎬ但并不拥有所有权“权利

束”的全部成分ꎬ甚至仅享有所有权“权利束”的个别成分ꎮ 正是共－私混合财产“权利束”的分散才导

致此类财产易产生半公地悲剧ꎮ 悲剧的发生往往是“权利束”相互倾轧所造成的ꎬ往往需要第三方从上

方监管ꎬ避免“权利束”之间的冲突ꎮ

三、构建政府监管为主导的个人信息治理路径

半公地悲剧的治理ꎬ主要是通过制度设计来预防或惩罚人们的投机行为ꎬ让其投机成本远远大于收

益ꎮ 在英国开放地制度中ꎬ人们主要通过将私人狭长地块分散(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于共有的大面积地块之中ꎬ
让人们的投机成本极其高昂或根本无法投机ꎬ从而很好地用“分散”制度预防了投机行为ꎮ 个人信息半

公地悲剧同样需要通过预防人们投机行为来治理ꎬ利用综合路径治理个人信息违法行为ꎮ
(一)个人信息半公地治理路径

世界各国对个人信息半公地悲剧治理有两种立法模式:一是以政府监管为中心的个人信息综合治

理模式ꎻ二是以私权保护为中心的立法模式ꎬ从私权的角度对个人信息加以保护ꎮ② 德国等大陆法系国

家实行第一种立法模式ꎻ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第二种立法模式ꎮ 中国一些民法学者也主张实行第

二种立法模式ꎬ如王利明先生认为中国个人信息保护应建立以私权保护为中心的立法模式ꎮ②部分民法

学者持有这种观点的理由是个人信息权为人格权ꎬ人格权属于私权自治领域ꎬ因此应建立以私权保护为

中心的立法模式ꎮ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ꎬ在美国私权与私法如此强盛的社会ꎬ其个人信息保护仍

差强人意ꎮ 一种半公地悲剧能否通过私权自治而成功ꎬ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共有财产的权利主体人

数ꎮ 英国中世纪半公地制度通过村民自治就能避免悲剧ꎬ原因就是其权利主体人数相对较少ꎬ能够就建

立“分散”制度达成一致ꎮ 共有人的规模会直接影响半公地权利人之间的合作ꎬ共有人规模越大合作越

困难ꎬ反之越容易ꎮ 正如休谟所举的“邻居排水”例子ꎬ两个邻居排水很容易就共同拥有的草地排水达

成一致ꎬ因为他们很容易知道对方的意图ꎮ 一旦超过一定人数(如 １０００ 人)后行动就难以达成一致ꎬ执
行就更加困难ꎬ因为每个人都不愿承担因排水而产生的额外支出ꎮ③ 有些个人信息权之共有成分可能

属于全体国民的共有ꎬ人数早已超过私权自治的范围ꎬ私法对个人信息权保护仅起到很有限的作用ꎮ
从法律制度而言ꎬ两种立法模式构建个人信息保护的两种制度形式ꎬ史密斯称为排他(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和

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ꎮ 与私有财产相对应的“排他”制度ꎬ主要是通过授予一个指定的“看门人”实施对资

源的完全控制权ꎻ在“治理”制度中ꎬ允许多个使用者利用该资源ꎬ但必须遵守“如何、何时以及以何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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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使用”等规则ꎻ排他和治理两种制度间有重要区别ꎮ 以牧地为例ꎬ排他制度就是用围栏将草场围上

(界定私有财产的边界)ꎬ并给某一个人一把钥匙(即赋予其私有财产权)ꎻ而治理制度却不同ꎬ该制度仍

保持共有或共用状态ꎬ但通过利用规则限制每个人的羊群数量和放牧时间与次数ꎮ① 个人信息的排他

权制度就是建立以私权保护为中心ꎬ由自然人通过个人排他或事后救济保护个人信息ꎮ 个人信息的治

理制度需要一个外部强制力ꎬ这个强制力不一定来自上面———即以政府的形式ꎬ也可能来自于下面———
即这个资源使用者之间的自治力(社群)ꎮ 于是ꎬ个人信息半公地的治理有三条路径:个人、政府与社

群ꎮ 实践中很少以单一路径作为个人信息治理的选择ꎬ而更多是两种以上路径的混合ꎮ 以美国为例ꎬ个
人信息半公地治理是个人和社群的混合ꎬ除个人以财产权形式保护个人信息外ꎬ企业或行业协会等一些

社群组织对个人信息保护也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再以欧盟一些国家为例ꎬ虽然个人信息半公地悲剧治理

是以政府管理为中心ꎬ但个人在保护个人信息中也发挥重要作用ꎮ
本文不赞同王利明先生以私权保护为中心的观点ꎬ笔者认为应建立以政府监管为中心ꎬ并结合社群

治理和个人私权自治的个人信息综合保护模式ꎬ即以政府监管为主导的综合路径ꎮ 原因在于:其一ꎬ由
我国特定国情所决定ꎮ 中国是政府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ꎬ是“强政府、弱社会”的典型代表ꎬ个人私权和

社群自治都不发达ꎮ 社会中间层非常羸弱ꎬ甚至社会组织都是由政府掌控ꎻ个人权利意识仍旧淡漠ꎬ靠
个人来保护个人信息ꎬ半公地悲剧就无法避免ꎮ 在“弱政府、强社会”的英美法系国家ꎬ个人信息保护同

样不尽如人意ꎬ中国更不适合推行美国式的“私权＋社群”个人信息保护模式ꎮ 其二ꎬ由个人信息人格权

和财产权混合属性所决定ꎮ 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决定了个人信息离不开个人的事后救济ꎻ个人信息

的共有财产属性决定了个人信息离不开政府和行业组织的事前和事中保护ꎮ 政府主导的混合路径是人

格权和财产权混合的必然结果ꎮ 其三ꎬ由个人信息半公地属性所决定ꎮ 如前文所述ꎬ个人信息是私有和

共有之混合ꎬ而且共有涉及多数权利人的共有ꎬ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局ꎬ完全靠自治难以成效ꎮ 由于保护

成本高、搭便车思想与救济后收益的大量外溢ꎬ个人也不可能或不愿意保护受到侵害的个人信息权ꎮ 再

加之ꎬ个人信息的社会价值ꎬ个人的过度保护又会导致此类价值的丧失ꎬ不利于经济发展、政府管理和社

会治理ꎮ 只有政府主导的综合治理模式ꎬ才能抑制个人的投机行为ꎬ减少个人信息违法行为的发生ꎮ
(二)政府监管为主导是中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路径

划定财产权边界和监督规范执行情况是解决半公地悲剧中投机行为的两个基本路径ꎬ英国开放地

中的“分散”设计就是起到界定财产权边界的作用ꎮ② 划定权利边界是半公地财产存在于私有状态时ꎬ
政府对权利人之间权利的界分ꎮ 监督规范的执行则是半公地财产存在于共有状态时ꎬ政府对共有规范

的制定、执行和监督ꎮ 若半公地财产是小范围的半公地(如英国中世纪的开放地)ꎬ可由自治组织来划

定财产权边界和监督规范遵守情况ꎻ若半公地财产是大范围的半公地(如个人信息)ꎬ则必须由政府承

担这两项职责ꎮ
１ 政府划定个人信息私有权的边界

从半公地治理角度ꎬ政府监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ꎬ政府通过法律划定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

的界限ꎬ完善个人信息分类ꎮ 如有学者将信息分为:直接识别个人身份(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的信息、间接识别个

人身份(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ａｂｌｅ)的信息和不可识别个人身份(ｎ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ａｂｌｅ)的信息ꎮ③ 直接识别或间接识别且涉

及个人隐私的信息ꎬ属于隐私权保护的范围ꎬ政府要严格保护ꎮ 直接识别或间接识别但不涉及个人隐私

的信息ꎬ属于个人信息权保护的范围ꎬ政府通过“去身份化”④等制度来保护个人权利与保障信息合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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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ꎮ 不可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ꎬ任何人都可以依法自由使用ꎬ不是政府监管的重点ꎮ 政府在法律中应采

用概括加列举的方式规定属于个人信息权保护范围的信息ꎮ 其二ꎬ 政府要规定个人对其信息所享有的

具体权利ꎮ 自然人并不享有个人信息的完整所有权ꎬ对个人信息具体享有哪些权利ꎬ政府要以法律形式

固定下来ꎮ 个人权利的赋予要在个人信息使用自由与个人权利保护之间寻找平衡ꎬ避免反公地悲剧和

半公地悲剧的出现ꎬ如应赋予个人对一些信息的删除权、被遗忘权、隐身权(即隐去身份权)、可携带权ꎬ
等等ꎮ 个人的信息权利恰恰是信息收集者、占有者和使用者的义务ꎬ政府对于违反义务者明确责任追究

和惩罚措施ꎬ而不能仅靠个人的事后私法救济ꎮ 最后ꎬ政府应规定个人信息的收集者、占有者和使用者

等的权利ꎮ 实践中ꎬ个人信息控制者往往认为其是数据的所有者ꎬ这是一种误解ꎮ 个人信息控制者仅享

有个人信息这一混合财产的某些“权利束”ꎬ政府应明确这些“权利束”所包括的具体权利ꎬ如使用权、占
有权、管理权等ꎮ

２ 政府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执法监督

为了避免半公地悲剧ꎬ除了划分权利边界之外ꎬ政府还要制定个人信息使用的法律规则ꎬ并监督规

则执行情况ꎬ防止投机行为与违法行为的发生ꎮ 政府不仅要重视末端保护ꎬ还要加强前端预防与中端保

护ꎮ 从前端保护角度ꎬ政府要根据不同类型个人信息ꎬ制定不同等级的个人信息使用与保护规则ꎮ 使用

与保护规则包括:个人信息收集规则ꎬ如收集许可、收集范围、收集方式、违法收集的处罚措施等ꎮ 个人

信息保管与使用规则ꎬ如加密规则、使用范围、安全保障措施、管理和使用不当的责任追究和处罚措施

等ꎮ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ꎬ如传输规则、转让限制、买卖禁止、违法处理的法律责任等ꎮ 个人信息的控制者

要严格执行保护规则ꎬ避免违法使用和信息泄露ꎬ积极预防使用行为对个人信息的侵害ꎮ 从中端保护角

度ꎬ政府要加大执法监督ꎮ 政府应成立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机构ꎬ推行个人信息保护定期执法检查制

度ꎬ检查保护规则的执行情况ꎮ 检查机构对掌握个人信息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企业等有

不定期的检查权ꎬ发现问题的要求其及时整改ꎬ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给予处罚ꎮ 利用刑法、行政法、经济

法和民法等多种部门法中的法律手段监督和保护个人信息ꎮ 在违法者的责任承担上ꎬ刑事责任、民事责

任和行政责任同时适用ꎬ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ꎮ 从末端保护角度ꎬ除了授予个人对特定信息享有某些

权利外ꎬ在司法环节对受侵害的个人进行倾斜保护ꎮ 如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ꎬ由个人信息控制者对没

有违法使用个人信息承担举证责任ꎮ 无论是前端、中端还是末端ꎬ政府对个人信息的合法使用都要开

“绿灯”ꎬ既要避免公地悲剧和半公地悲剧ꎬ也要防止反公地悲剧ꎬ不能因为过度保护而降低了个人信息

的社会价值ꎬ进而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ꎮ
３ 重视个人私权和社群自治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作用

个人信息是一种共－私混合财产ꎬ政府主导是中国多数人共有财产治理的一贯路径ꎬ也是符合中国

国情的路径ꎬ但不能忽视个人信息中“私”的成分ꎮ 因此ꎬ立法在确保政府主导前提下要同时发挥个人

私权和社群自治在保护个人信息中的作用ꎮ 一方面ꎬ授予个人对信息保护一定权限ꎮ 如前所述ꎬ个人信

息除了具有共－私混合的财产属性之外ꎬ还具有人格权属性ꎬ离不开个人对其私权保护ꎮ 如法律赋予个

人对其信息的被遗忘权ꎬ对其不利的信息个人有权要求信息控制者删除和遗忘ꎮ 再如隐身权ꎬ对可能泄

露个人隐私的信息ꎬ个人有权要求信息控制者隐去其敏感信息的权利(如为避免对个人权利造成侵害ꎬ
诉讼当事人有权要求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裁判文书时隐去其姓名等敏感信息)ꎮ 当法律所赋予的

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时ꎬ个人可以通过司法进行事后救济ꎮ 个人信息的私权制度与事后救济可以作为政

府事前预防和救济的一个重要补充ꎮ 另一方面ꎬ利用社群自治ꎬ发挥行业协会等组织的作用ꎮ 英国中世

纪开放地问题就是通过社群自治取得了成功ꎬ正如奥斯特罗姆实证研究的结果一样ꎬ有些公地或半公地

问题满足一定条件通过自治能够取得成功ꎬ笔者称其为“奥斯特罗姆定理”ꎮ① 个人信息的社群自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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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奥斯特罗姆定理条件ꎬ完全依靠社群路径难以避免个人信息半公地悲剧问题ꎮ 尽管如此ꎬ行业协

会等社群组织在个人信息保护中可以发挥行业自律作用ꎬ同时提升个人信息的社会价值ꎮ 因为行业组

织对本行业运行特点更加了解ꎬ对个人信息使用问题更加清楚ꎬ行业组织的自律监管能够发挥个人和政

府难以起到的作用ꎮ

结语

个人信息权保护不是仅通过人格权就能实现的ꎬ人格权保护是消极的末端保护(通过司法事后救

济)ꎬ轻忽了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ꎻ个人信息权保护也不是仅利用财产权就能达到目标的ꎬ财产权保护

是积极的前端保护(通过“排他权”防御)ꎬ浪费了个人信息的社会价值ꎮ 总之ꎬ将个人信息权定位为二

者其中之一ꎬ都难以实现个人信息的中端保护ꎮ 个人信息权是同时具备人格权和财产权属性的综合性

权利ꎬ要结合二者保护的各自优势ꎮ 个人信息具有共－私混合的半公地财产属性ꎬ为避免半公地悲剧ꎬ
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ꎮ 政府在个人权利保护和个人信息社会价值之间寻找平衡ꎬ不能仅注重个人权

利保护而浪费个人信息社会价值ꎬ也不能仅注重个人信息社会价值而牺牲个人权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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