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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不是一篇法学论文，但却是一部重要的民法学特别是侵权责任法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研
究成果。它从中国媒体侵权责任案件法律适用的司法实际出发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的
规定，从审判实践上总结经验，从理论上进行概括，形成了这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的法律适用
的规则，方法敢于创新，体例新颖别致，内容丰富多彩、切合实际。这种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与《美国侵
权法重述》的研究方法相似，作者将其命名为“中国侵权责任法重述之媒体侵权责任 ”，是完全有道理
的。本刊刊出这部条文式的研究成果 ，意在鼓励和支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法学研究方法 ，倡导注重中
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研究态度。相信在中国侵权责任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 ，本文总结的法律适用
规则不仅在指引媒体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同时对规范我国媒体传播行为，保护媒
体合法权益方面，也会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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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侵权责任案件法律适用指引
——— 中国侵权责任法重述之媒体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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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侵权责任案件的法律适用，是界定新闻舆论监督、媒体权利与民事主体民事权利保护界限的法
律调整方法之一。中国目前没有制定《新闻法》或《新闻传播法》，界定媒体正确行使权利进行舆论监督
与违法传播行为的法律尺度阙如。在这种情况下，《侵权责任法 》在事实上担负起了这个任务。 在这个
领域中，《侵权责任法》的基本任务，是划清媒体正当行使权利、实施合法传播行为、保障表达自由与侵
害他人民事权益的侵权行为的法律界限 ，对媒体依法行使权利的合法传播行为予以支持 ，对构成侵权责
任的违法传播行为责令承担侵权责任 ，对受到侵害的民事主体予以救济 。审理媒体侵权责任案件，应当
遵循上述宗旨，既要正确认定媒体侵权责任构成 ，责令构成侵权责任的媒体承担侵权责任，又要对没有
构成侵权责任的媒体正当的传播行为予以支持 ，保护媒体的合法权益。
应当看到的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媒体侵权纠纷案件在全国法院受理的民事一审案件的总数中所
占比例并不大，但在绝对数量上，媒体侵权纠纷案件依然较多。对于这些侵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事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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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主体民事权益的保护和对媒体合法传播行为的支持 ，乃至于对公众知情权的保护，都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审理这类侵权案件，必须准确适用法律，保证民事主体民事权益、媒体合法传播行为和公众的
知情权都得到保障。
编写《中国媒体侵权责任案件法律适用指引 》，就是遵循上述立场，总结中国实施《民法通则 》以来
20 多年审理媒体侵权责任案件的司法审判经验 ，研究在审理媒体侵权责任案件中如何适用《侵权责任
法》，在法理上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把理论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形成审判媒体侵权责
任案件的规范性指导意见，指导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划清媒体合法行使权利的传播行为与构成侵权责任
的违法传播行为的界限，既要依法制裁媒体的侵权行为，救济媒体侵权行为受害人的民事权利，又要保
护媒体的合法行为，保护媒体表达自由与合法权益，在社会舆论监督、为民伸张正义、促进民主制度建设
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媒体侵权责任案件法律适用指引 》突出实践性，将媒体侵权审判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转化成
司法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指导意见 ，便于法官掌握和操作，在审理媒体侵权责任案件中正确适用法律 。人
民法院审理媒体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 ： 法官应当站在司法公正的立场上，依据《侵权责
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以及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网络侵权责任等相应规则 ，确认媒体
侵权责任的构成及侵权责任承担 ，划清媒体侵权责任与媒体正当行使舆论监督权利进行新闻批评的法
律界限，全面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和媒体的合法权益 ，保障表达自由，促进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健
康发展，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本指引是研究媒体侵权责任法的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的研究成果 ，借以指引民事法官审理媒
体侵权责任案件的法律适用，仍然是学理解释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有效解释。
第一章

媒体侵权责任的主体和义务

第一条 【媒体定义】
媒体，是指能够交流、传播信息的一切工具。法官审理媒体侵权责任案件，应当注意传统媒体与新
媒体的区别，充分关注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对媒体侵权责任构成条件的影响 。
传统媒体一般是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也包括书籍、电影等。
新媒体是指在人类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引入新技术 ，表现出新特点的媒体形式。在目前，新媒体更多
的是指网络媒体，即互联网，包括 QQ、微博、博客等。 同时，新媒体也包括移动电视、手机电视、手机新
闻报等新兴形式。
新媒体传播与传统媒体传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 一） 新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的局限性 ，开辟了双向传播、多向传播的
广阔渠道；
（ 二） 审查把关人的缺失使得媒体传播的门槛降低，信息量的增加对媒体的审查义务发生显著影
响；
（ 三） 新媒体综合各种类型的传播，在技术上实现了人们在同一媒体上随心所欲进行各种类型的传
播。
第二条 【转载媒体】
转载，是指媒体刊登其他媒体上已经发表的作品 。转载其他媒体上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媒体 ，是转载
媒体。
法官审理转载作品侵权案件时，应当注意原作品与转载作品的区别 ，并适当区分刊登原作品媒体与
刊登转载作品媒体的侵权责任。媒体转载的作品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 ，主要承担及时更正、道歉的法律
责任，转载作品造成损害后果扩大的，法官可根据损害后果的扩大程度确定损害赔偿责任 。但转载媒体
转载作品与被转载作品不一致的 ，转载媒体对不一致内容发生的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 ； 媒体不得以自
动转载为由要求免除审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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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区分转载的著作权侵权和人格权侵权的审查义务 ： 侵害著作权的，审查要求注明转载出处和支
付报酬，并需要审查是否存在抄袭、剽窃行为； 侵害人格权的，需要审查是否存在显而易见的不真实情况
或侮辱、诽谤、不当评论等情形，以及其他凭借基本的媒体职业规范就能识别的明显不当之处 。
第三条 【新闻材料提供者】
因提供新闻材料引起的人格权侵权纠纷 ，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
（ 一） 主动提供新闻材料，致使他人名誉等人格利益受到损害的 ，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人格权；
（ 二） 因被动采访而提供新闻材料，且未经提供者同意公开，媒体擅自发表，致使他人名誉等人格利
益受到损害的，对提供者一般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人格权 ； 虽系被动提供新闻材料，但发表时得到提供者
同意或者默许，致使他人人格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人格权。
法官在审理媒体侵权案件时，对于作品侵害他人其他民事权益的 ，新闻材料提供者的民事责任承担
应当参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四条 【编辑和记者】
法官审理媒体侵权责任案件，不应将编辑和记者作为被告。记者采写稿件、编辑对稿件进行编辑加
，
工 均为职务行为，相应法律后果应当由媒体承担。媒体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有过错的记者或者编辑追
偿。
第五条 【通讯员】
通讯员，是指为媒体采写新闻报道、主动提供新闻材料、反映情况的媒体编外人员。
通讯员因其过错行为造成他人权益损害 ，构成媒体侵权的，应当自行承担侵权责任。媒体未尽必要
审查义务的，也应承担侵权责任。
媒体对通讯员的稿件所涉事实和评论予以修改 、歪曲，或添加不当标题，导致报道失实或文章内容、
标题违背通讯员稿件的原意，造成他人损害的，通讯员能够证明不知晓修改情况或曾就修改问题提出异
议但媒体仍坚持修改的，由媒体承担侵权责任，通讯员不承担责任。
第六条 【其他作者】
其他作者，是指除通讯员之外，向媒体投稿的除了新闻作品之外的其他题材作品的作者 。
其他作者与媒体之间的侵权责任关系 ，适用本指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
第七条 【被告确定】
因媒体报道或其他作品发生的媒体侵权责任纠纷案件 ，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只诉作者的，
列作者为被告； 只诉媒体的，列媒体为被告； 对作者和媒体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媒体均列为被告。但
作者与媒体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媒体为被告。
作者因在履行职务外的过错行为导致他人民事权益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八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
法官在审理网络侵权案件时，应当区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不同类型 ，予以不同处理。广义的网络服
务提供者分为：
（ 一） 网络接入提供者，是指为信息传播提供光缆、路由、交换机等基本设施或为上网提供接入服务
或为用户提供电子账号的主体。在技术上，接入提供者无法编辑信息，也无法对特定信息进行控制。网
络接入提供者对网络内容不承担注意义务 。
（ 二） 网络内容提供者，是指自己组织信息向公众传播的主体 。 网络内容提供者应承担与传统媒体
相同的注意义务，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确定责任 。
（ 三） 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是指为用户提供服务器空间，或为用户提供空间供用户阅读他人上载
的信息或自己发布信息进行实时信息交流 ，或使用超文本链接等方式的搜索引擎为用户提供在网络上
搜索信息工具的主体。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确定注意
义务。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所称网络服务提供者 ，是指依照其提供的服务形式有能力采取必要措施的
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等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 ，也包括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作品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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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供者，包括前款第（ 二） 项和第（ 三） 项列举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第九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认定】
网站登记备案信息、网站中标示的信息载明的经营者，是网站经营者。 网站登记备案信息、网站中
标示的信息所载明的经营者不一致的 ，除有相反证据证明外，可以认定网站登记备案信息、网站中标示
的信息所载明的经营者为共同经营者 。 域名持有者注册信息可以作为证明网站经营者身份的初步证
据，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
网站上的相关信息直接与他人紧密联系 ，与网站登载的经营者、域名持有者的注册信息不同的，如
原告能够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或锁定该他人是网站的实际控制人或实际受益人的 ，可以认定该他人是网
站的实际控制人、网络广告等的实际受益人、广告主等侵权主体，完成被告是否适格的认定。
网站经营者即为网络服务提供者 。
第十条 【网络用户】
网络用户是指利用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网络实施网络行为的人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
事权益的，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承担侵权责任 ，或者依据该条第二款和第三款承
担连带责任。
第十一条 【被侵权人】
被侵权人包括媒体侵权的直接受害人及受侵害的死者的近亲属 。
媒体侵权行为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等人格利益的，死者的近亲属有权起诉。 受侵
害的死者的近亲属可以作为权利主体 。
死者的近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兄弟姐妹。
第十二条 【媒体侵权案件的管辖】
人民法院受理媒体侵权案件时，被侵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可以认定为侵权结
果发生地。涉及多个被告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
都有管辖权。如果被告之一提起管辖权异议，要求按照“主要被告、主要侵权行为地管辖 ”的，受诉人民
法院为查清事实，便于案件审理，可以将案件移送主要被告住所地或主要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管辖 ，但
受案人民法院是被侵权的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的除外 。
第二章

媒体侵权责任的客体

第十三条 【民事权利及利益】
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媒体侵权责任用以制裁媒体、作者、新闻材料提供者、网络服务
提供者、网络用户等媒体侵权行为人因其过错行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隐私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信
用权、著作权、商标权等民事权利和利益的侵权行为 。
第十四条 【名誉权】
名誉是指人们对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品德、才能及其他素质的社会综合评价 。
名誉权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其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 ，享有的保有和维护
的人格权。
媒体、作者、新闻材料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等媒体侵权行为人因其过错侵害他人名誉
权，致其社会综合评价降低的，构成媒体侵害名誉权责任。
第十五条 【信用权】
信用是指民事主体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的信赖与评价 。
信用权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其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信赖与评价所
享有的保有和维护的人格权。
媒体、作者、新闻材料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等媒体侵权行为人因其过错侵害他人信用
权，造成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济信赖与评价降低的 ，构成媒体侵害信用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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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隐私权】
隐私，是指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信息 ，当事人不愿他
人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个人私事和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 。隐私有下列三
种形态：
（ 一） 私人信息，为无形隐私；
（ 二） 私人活动，为动态隐私；
（ 三） 私人领域，为有形隐私。
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 、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领域进行支配和
维护的人格权。
媒体、作者、新闻材料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等媒体侵权行为人因其过错侵害他人隐私
权的，构成媒体侵害隐私权责任。
第十七条 【姓名权】
姓名是用以确定和代表自然人并与其他自然人相区别的文字符号和标记 。
姓名权是自然人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姓名的人格权 。姓名权包括自我命名权、姓名使用
权和改名权。
媒体、作者、新闻材料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等媒体侵权行为人因其过错行为侵害他人
姓名权的，构成媒体侵害姓名权责任。
第十八条 【名称权】
名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主体在社会活动中用以确定和代表自身 ，并区别于他人的文字符号
和标记。
名称权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决定 、使用、改变自己的名称，依照法律规定转让名称，并
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盗用或冒用的人格权。
媒体、作者、新闻材料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等媒体侵权行为人因其过错行为侵害他人
名称权的，构成媒体侵害名称权责任。
第十九条 【肖像权】
肖像是指通过绘画、照相、雕塑、录像、电影艺术等形式使自然人外貌在物质载体上再现的视觉形
象。
肖像权是自然人对在自己的肖像上所体现的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 。肖像权保护的利益包括肖像所
体现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
媒体、作者、新闻材料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等媒体侵权行为人因其过错侵害他人肖像
权，造成肖像的精神利益或者物质利益受到损害的 ，构成媒体侵害肖像权责任。
第二十条 【著作权】
著作权又称为版权，是指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作品的作者及其相关主体依法对作品所
享有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它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依法享有的人身
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总称。
著作人身权是指作者基于作品的创作而产生的 ，有关作者身份及其利益，由其本人专属享有的著作
权； 著作财产权是无体财产权，是基于作者创作作品的人类智慧所产生的财产权利 。
媒体、作者、新闻材料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等媒体侵权行为人因其过错侵害他人著作
人身权或者著作财产权的，构成媒体侵害著作权责任。
第二十一条 【其他权利及利益】
媒体、作者、新闻材料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等媒体侵权行为人违反对他人民事权利不
可侵犯的法定义务，侵害自然人或者法人的其他人格权利 ，或者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故意违背善良风
俗侵害自然人或者法人的人格利益 ，造成损害的，构成媒体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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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媒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第二十二条 【过错责任原则】
媒体侵权属于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确定媒体侵权
责任，媒体有过错则有责任，无过错则无责任。
网络侵权责任直接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在确定网络侵权责任中，法官应特别注意把
握第三十六条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自己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和为网络用户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
责任的区别，但均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第二十三条 【媒体侵权责任构成的过错要件】
故意或者过失均可构成媒体侵权 。
故意是指明知报道或文章、言论不真实或可能不真实，评论出于恶意、不公平、不正当等，仍然进行
报道或评论，将之公之于众。
过失是指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将会导致媒体侵权的不良后果 ，却因疏忽或者懈怠未尽必要注意
义务。过失多发于媒体没有尽到应尽的审查 、说明义务或没有采取相关技术措施保护当事人的姓名 、名
称、肖像、名誉、信用、隐私等人格利益情形。
对于公众人物作为原告起诉媒体侵害名誉权案件 ，原告应当证明媒体发表有损其名誉的言论时明
知其言论是虚假的，但媒体不在乎是否虚假而不计后果地发表的除外 。
第二十四条 【媒体侵权责任的违法性】
媒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违法性 ，是媒体违反对他人民事权利负有的不可侵害义务，侵害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格权，或者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或故意违背善良风俗侵害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人格利益。
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行为均可构成媒体的违法传播行为 。不作为的违法传播行为确立的前提是行为
人基于其先前的行为、法律的规定或媒体的一般行为规范具有特别的积极作为义务而没有作为 ，该义务
通常是为了避免不法损害的进一步扩大 ，或者基于法律对于特定人群的特别保护或媒体的职业伦理行
为规范。
媒体对于其行为是为了避免不法损害的进一步扩大 ，或者基于法律对于特定人群的特别保护或媒
体的职业伦理行为规范等情形负有举证责任 。
第二十五条 【媒体侵权责任的损害事实】
媒体侵权责任构成中的损害事实 ，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格权受侵害以及人格利益受到
损害的客观事实； 除著作权、商标权之外的其他财产权益一般不会成为媒体侵权的客体 。
对于人格权或者人格利益受到损害的 ，必要时，损害后果可以采取事实推定的方法确定 。
名誉权、隐私权案件中的损害事实，采取第三人知悉 （ 即发表 ） 的标准确认。 机关、社会团体、学术
机构等分发的内部刊物和资料被第三人知悉造成人格权损害的 ，构成发表，可以认定损害已经发生； 但
仅供上级机关或领导审阅的除外 。
第二十六条 【媒体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
媒体侵权责任构成中的因果关系是媒体违法传播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客观
联系，判断标准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规则 ； 必要时，可以采取事实推定的方法确定。
在涉及不具名影射侵权的案件中 ，法官在确定作品、言论是否排他性地指向特定人时，应考虑作品
描述的人物经历、特征、环境等是否与特定现实人物相符； 熟悉现实人物的人阅读后能否根据特征完成
对特定人身份的排他性认定，公认报道人物与现实人物的一致性 ； 作者在完成作品期间及之前是否与原
告存在某种联系等因素，完成因果关系的认定。
对作品或评论在指向对象上采取泛指某个品牌 、某个群体的媒体侵权案件，对于言论的指向性应做
宽泛理解，应结合不特定公众的一般辨别、理解能力认定言论的指向性，完成诉的利益以及因果关系的
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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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媒体侵权行为类型

第二十七条 【报道失实】
媒体故意歪曲事实进行不实报道 ，或者因过失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导致不实报道的 ，构成媒体侵权。
判断报道是否失实，不要求其报道的事实全部真实，只须报道的事实基本真实，且被告的报道是属
于依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有可以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作依据 ，即为真实的报道。在涉及社会
利益的事件报道中，即使存在些许错误，判断是否构成侵权，也应审查媒体及记者、通讯员等在主观上是
否存在恶意。
报道或言论确有失实的，应当区分主体失实和细节失实。细节失实一般不会影响受众对人或事本
身是非善恶的判断评价。在细节构成媒体报道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况下 ，如存在诽谤、侮辱他人人格内容
的，应认定构成媒体侵权。
第二十八条 【标题失实】
媒体在刊登、转载文章时，虽未对文章内容进行实质修改，但擅自添加、修改文章题目，题目与内容
严重不符，产生了误导公众产生错误认识后果的 ，构成媒体侵权。
第二十九条 【诽谤】
媒体捏造事实，散布虚假的、足以损害他人人格的言论，应认定为诽谤，构成媒体侵权。
诽谤的判断基础是发表的事实为无中生有 。
第三十条 【间接诽谤】
媒体的新闻报道虽意在褒扬他人 ，但因事实、情节等与真实人物的经历不相符合，造成他人的社会
评价显著降低的，构成媒体侵权。
第三十一条 【侮辱】
媒体用恶毒语言或者行为损害、丑化他人人格，应认定为侮辱，构成侵权。 侮辱一般不包括具体的
事实，一旦涉及事实，也应当是并非虚构或捏造的事实 。
第三十二条 【毁损信用】
信用利益的损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评价的降低，二是公众经济信赖的毁损。这两种损害
多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有时信赖的毁损能够单独存在 ，也构成侵权。
与名誉利益损害事实相比较，信用利益的损害也表现为社会评价降低 ，但这种社会评价降低专指经
济能力的社会评价和公众信赖的降低 。因此，即使报道真实事实但造成民事主体的社会经济能力降低 、
公众经济信赖毁损后果的，也构成侵害信用权，并不受本指引第五十一条关于事实基本真实抗辩规定的
限制。
第三十三条 【整体判断原则】
在认定媒体的言论是否构成侮辱 、诽谤、信用毁损时，不应断章取义、仅就个别词汇孤立理解，而应
结合作品的上下文的含义和语境进行整体判断 。如结合语境整体理解媒体的负面评价达不到侮辱、诽
谤程度的，不认定为侵权。
第三十四条 【新闻批评失当】
判断新闻批评是否构成媒体侵权 ，判断的基本依据是事实是否真实和是否存在侮辱他人人格的内
容。
批评所依据的事实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构成媒体侵权。
批评所依据的事实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构成媒体侵权。
批评所依据的事实基本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构成媒体侵权。
第三十五条 【文艺批评失当】
在涉及媒体文艺评论的媒体侵权案件中 ，应当特别考虑文艺批评的特点、言论自由与舆论监督、名
誉权及信用权与消费者及投资者等的知情权的平衡保护 ，慎重认定侵权，除非能够证明文艺评论的作者
21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 年第 1 期

或媒体在报道中存在明显的利益关系 ，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名誉、信用等情形，否则不构成媒体侵权。
第三十六条 【违反审查义务】
媒体对其报道或刊载的文章、言论、图片或相关道具、符号等，应尽到合理的审查和说明义务。如未
尽到合理的审查、说明义务或没有采取相关技术措施以保护当事人的肖像 、隐私等，造成损害的，构成媒
体侵权。新闻材料提供者或者通讯员具有过错 ，但媒体已经尽到相应的审核、说明义务的，即使造成损
害，媒体不承担责任，应当由新闻材料提供者或者通讯员承担侵权责任 。
法官应当区分媒体作品新闻类、纪实类还是文学类等具体体裁，以及媒体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
等新媒体的不同，对媒体的审查义务进行合理界定 。
传统媒体对媒体从业人员撰写发表报道或文章 ，负有较高的真实性审核义务。 原始登载媒体的审
查义务高于转载媒体，转载的媒体免除审查转载报道真实性的义务 。媒体的审查义务不因新闻材料提
供者或者通讯员的文章内容真实性承诺以及网站采取自动转载技术而免除 。
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电子公告中的文章内容的审查义务为一般性审查义务 ，体现在对于明知内容明
显违反法律或带有侮辱、攻击他人内容的信息应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以及被侵权人行使通知权利后是否
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在尽到合理注意和审核义务后，无法确定信息内容是否属于侮辱 、诽谤他人或被侵
权人未证明侵权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拒绝删除的，不承担网络用户实施的侵权行为所产生的侵权
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特别声明为自己施加了更重的审查义务的 ，应当尽到这种自设的审查义务。
第三十七条 【侵害隐私】
媒体没有合法根据，擅自公布、揭载他人隐私，构成侵权。
在媒体上对他人隐私予以发表，即构成公布、揭载他人隐私。
媒体从业人员在采访中采取非法手段 ，侵入他人的私人领域，刺探他人的私人信息，跟踪他人的私
人活动，构成侵害隐私权，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由媒体承担侵权责任，但非职务
行为除外。
第三十八条 【媒体评论依据缺失或不当】
媒体的评论缺乏事实依据或严重不当 ，或有恶意借机侮辱、诽谤的，构成侵权。
评论、批评的对象在一般情况下应限定于特定的制度 、事件或作品本身，以及人的行为，不应任意扩
大其评价范围。
媒体报道或言论依据的事实虽基本真实 ，但评论故意断章取义、逻辑缺省恶意得出不公正评论或基
于明显的利益关系进行不当推测的 ，构成侵权。
第三十九条 【不履行更正道歉义务】
媒体在作品、报道已被认定为侵害他人人格权或被告知明显属于侵害他人人格权后 ，应及时刊登声
明消除影响、停止侵权行为或采取相关补救措施 。如拒不刊登声明更正、道歉，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或
继续刊登、出版相关文章、作品的，构成媒体侵权。
第四十条 【非法使用】
媒体未经权利人同意，出于营利或者其他目的使用他人姓名 、名称、肖像等，不符合公共利益目的要
求的，构成媒体侵权。
商业使用和新闻报道不应混同使用相关人的姓名 、名称、肖像等。如混同使用、模糊关联，导致公众
难以识别为商业使用还是新闻报道的 ，应认定为非法商业使用他人姓名 、名称、肖像的媒体侵权行为。
对于法律上受特别保护的未成年人的肖像 、姓名等，即使在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中使用，也应考虑
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以及使用是否存在必要性等情况 ，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如果使用并非必要，或存在
更为妥当的处理方式，则应当认定为侵权。
第五章
第四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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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这是保障媒体的权利，保护表达自由的重要内容。符合某种抗辩事由构成要件要求的 ，为正当行
使媒体权利的行为； 不符合该种抗辩事由构成要件要求的 ，不构成合法抗辩，应当支持原告的侵权请求
权。
第四十二条 【抗辩事由的证明】
媒体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须由媒体在诉讼中提出主张 ，并且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提出的抗辩事
实成立； 抗辩事由为非事实主张的，则由法官依职权直接进行判断，无须当事人举证证明。
第四十三条 【抗辩事由成立的后果】
法官确认抗辩事由成立，根据抗辩事由破坏或者对抗原告侵权请求权的作用的强弱 ，免除或者减轻
媒体的侵权责任。
第四十四条 【公共目的的抗辩事由】
下列第四十五条至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事由 ，在媒体侵权责任案件中，媒体一方可以作为公共目的的
抗辩事由提出，以对抗原告的侵权责任诉讼请求 ，免除媒体的侵权责任。
第四十五条 【符合公共利益目的的负责任发表 】
媒体发表的内容符合公共利益目的 ，且发表是审慎的、负责任的，或者是对作品或者言论的合理使
用的，媒体不承担侵权责任。公共利益目的，是媒体的发表关系到不特定的多数人利益 ，且以此为目的。
符合公共利益目的的负责任发表的构成要件是 ：
（ 一） 须符合公共利益的目的，而不是其他不正当目的，更不得具有侮辱、诽谤或者侵害他人人格权
的非法目的；
（ 二） 须没有有损于他人人格的内容和言辞 ，不得借公共利益目的之名而侮辱 、诽谤他人；
（ 三） 媒体对发表已尽审慎义务，不存在过失。
第四十六条 【公众人物】
为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宣传或者舆论监督 ，公开披露领导人、文体明星等公众人物与公共利益相关
的隐私等人格利益的，不构成侵权。上述传播行为应在必要范围内进行； 超出必要范围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第四十七条 【满足公众知情权】
公共媒体负有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义务 。该权利是自然人享有的对社会发生的感兴趣的情事及其发
生、发展、变化予以了解和知悉的权利。满足公众知情权是媒体侵权的抗辩事由，可以对抗侵权诉讼请
求。满足公众知情权的构成要件是：
（ 一） 报道的须是一个正在发生、发展、结果的新闻事件或者与新闻事件有关的背景 ；
（ 二） 报道的事项须为不特定的多数人对此抱有兴趣 ，想知道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果以及与该新闻
事件有关的背景；
（ 三） 媒体进行报道须符合媒体的职责要求 ，不违反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不具有侵权的恶意。
第四十八条 【批评公权力机关】
媒体批评公权力机关，是正当行使舆论监督权利的行为，属于媒体侵权抗辩事由中的完全抗辩，能
够对抗公权力机关拒绝批评的侵权诉讼请求 ，不承担侵权责任。公权力机关不得利用名誉权而拒绝新
闻媒体的监督。
第四十九条 【公正评论】
评论是媒体结合重要的新闻事实 ，针对普遍关注的实际问题发表的论说性的意见 。评论不是事实，
是意见、看法。公正评论是对抗媒体侵权诉讼请求的正当抗辩事由 ，媒体不承担侵权责任。公正评论的
构成要件是：
（ 一） 评论的基础事实须为公开传播的事实，即已揭露的事实，而不能是由评论者自己凭空编造的
事实，也不是明显不真实的事实；
（ 二） 评论的内容没有侮辱、诽谤等有损人格尊严的言辞；
（ 三） 评论须出于公共利益目的，没有侵权的故意。
23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 年第 1 期

第五十条 【新闻真实性的抗辩事由】
下列第五十一条至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事由 ，在媒体侵权责任案件中，媒体一方可以作为新闻真实性
的抗辩事由，对抗媒体侵权的请求，免除或者减轻媒体的侵权责任。
第五十一条 【事实基本真实】
媒体报道的事实基本真实，媒体对其报道不承担侵权责任。事实基本真实是法律真实，而不是客观
真实，是当事人的证明达到了法律规定的高度盖然性的标准 ，使法官能够建立内心确信的事实 。具体判
断标准，应当适用本指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 。
侵害信用权、隐私权的媒体侵权责任判断，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五十二条 【权威消息来源】
媒体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等消息来源所作的报道 ，其
报道客观、准确的，不构成侵害他人名誉权，可以对抗侵权责任请求。权威消息来源的构成要件是：
（ 一） 发布消息的机关是国家机关等权威机关 ；
（ 二） 消息的真实性由发布消息的权威机关负责 ，媒体不必进行调查核实；
（ 三） 媒体报道时未添加其他不实事实或者诽谤 、侮辱性文字，或者未添加引人误解的不当标题，或
者没有删减事实。
权威媒体发布的消息不属于权威消息来源 。
第五十三条 【连续报道】
连续报道是媒体对同一新闻事件连续进行报道 ，最终报道内容真实、合法的报道。连续报道可以对
抗对前导报道构成侵权的诉讼请求 。连续报道的构成要件是：
（ 一） 前导报道的消息来源不是一个肯定的事实 ，而是一个推测或者传闻的事实；
（ 二） 后续报道是及时的，保证与新闻事件的进展保持基本上的同步 ，不能有过长时间的拖延；
（ 三） 连续报道的最终结论是肯定性的 、真实的，不涉及侵害被报道人的人格权问题 ；
（ 四） 媒体在报道时为善意，不具有侵权的故意；
（ 五） 各次报道在版面上处理适当，没有将否定性的报道使用突出的版面，肯定性的报道使用不突
出的版面。
第五十四条 【报道特许发言】
报道特许发言是媒体在报道具有特许权的新闻人物的发言时 ，由于该新闻人物具有特许权，即使其
发言有侵权的内容，媒体也不因为报道该新闻人物的言论而被追究侵权责任 。报道特许发言的范围是：
（ 一）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
（ 二） 各级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发言 ；
（ 三） 法官、陪审员、检察官、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
（ 四） 司法程序中当事人、证人的发言。
第五十五条 【如实报道】
如实报道也称为事实如此，媒体所报道的事实是真实的事实 ，媒体在报道时并没有进行加工、篡改，
也没有进行增删。如实报道的构成要件是：
（ 一） 媒体报道的事实须为真实，已经客观发生，正在进行，或者已经结束；
（ 二） 媒体对报道的事实没有夸大或者缩小 ，没有歪曲或者篡改，也没有进行加工或者改造；
（ 三） 媒体没有侵权的故意或者过失。
构成如实报道，媒体不承担侵权责任。发现如实报道造成受害人人格权损害后果的 ，媒体应当及时
更正、道歉； 拒不更正、道歉的，构成不作为的媒体侵权责任。
第五十六条 【报道、批评对象不特定】
报道、批评对象不特定，是指媒体所报道、批评的对象不是特定的人，无法确定侵权行为的受害人。
没有特定的受害人，不能构成侵权责任，是媒体侵权的抗辩事由。报道、批评的对象不特定的构成要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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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报道、批评的对象是一群人或者一类人 ，不是特定的人；
（ 二） 一群人或者一类人不能合理地理解为指其中的一个人或者特定的几个人 ，或者不能合理地推
论特别提及了一个人或者特定的几个人 ；
（ 三） 报道或者批评没有侵害特定人合法权益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
第五十七条 【配图与内容无关和配图与内容有关 】
配图，是指为配合文字报道及其他作品而使用的新闻图片或者其他照片 。
配图与内容无关，是指报道的配图与内容没有关联，配图与报道的内容不引发涉及侵权的联想，因
而不能认为报道的内容对配图中的人物构成侵权 ，免除媒体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 配图与内容无关的
构成要件是：
（ 一） 配图与报道的内容须完全没有关联，无论从其性质、内容，还是涉及的其他方面，都与报道的
内容无关；
（ 二） 在配图时须加“配图与内容无关”的明确说明；
（ 三） 配图不能引发涉及侵权的其他联想 ；
（ 四） 媒体须无侵权的故意或者过失。
配图与内容有关，是指媒体的报道与配图的内容相关联 ，因而对配图的使用为合法使用，可以对抗
侵害肖像权责任请求的媒体抗辩事由 。配图与内容有关的构成要件是：
（ 一） 须为配图而使用了载有他人肖像的新闻照片 ；
（ 二） 该图片与媒体的报道具有内在的联系，图片是报道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所起的作用是形象
地表达新闻内容；
（ 三） 尽管未经本人同意但所报道的新闻具有新闻性 。
第五十八条 【推测事实和传闻】
媒体报道的是推测事实或者传闻 ，即使具备轻微过失或者过失，亦可对抗新闻侵权的诉讼请求。推
测事实和传闻作为抗辩事由须具备严格的要件 ：
（ 一） 刊出或者播出的消息是推测的事实或者是传闻 ，没有经过核实；
（ 二） 媒体在发布时已经作出特别声明 ，确认自己没有进行审查和核实；
（ 三） 没有审查或者核实的原因是时间紧迫无法进行 ，或者由于其他客观原因；
（ 四） 媒体对推测事实或者传闻没有进行审查或者核实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
第五十九条 【受害人一方原因的抗辩事由】
下列第六十条至第六十二条规定的事由 ，在媒体侵权责任案件中，因受害人一方的原因，媒体一方
作为侵权责任构成的抗辩事由，可以免除媒体侵权责任。
第六十条 【受害人承诺】
本人对有关报道的事实以及隐私 、肖像、姓名等事项的媒体公布予以同意，就本人因此主张媒体侵
权而提起诉讼的，受害人承诺可以全面对抗媒体侵权请求 ，免除媒体的侵权责任。受害人承诺的构成要
件是：
（ 一） 须承诺人有处分该项人格权或者人格利益的能力与权限 ；
（ 二） 须遵守一般的意思表示规则，即须具备一般意思表示的生效要件 ；
（ 三） 须受害人有确定的事前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承诺 ；
（ 四） 须媒体不得对受害人陈述的相关事实进行歪曲或不当评论 。
第六十一条 【“对号入座”】
“对号入座”，是作品中所报道或者描写的人物本不是原告，而原告根据自己的特点和特征与作品
中人物的特点和特征强行“挂钩”（ 即“对号”） ，主张文中揭载的人物是本人（ 即“入座”） ，诉求媒体承担
侵权责任。“对号入座”不构成媒体侵权，不承担侵权责任。“对号入座”的构成要件是：
（ 一） 新闻作品中的人物为特指，即使对人物使用化名，也应当确有其人；
（ 二） 新闻作品中的人物并非确指原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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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媒体没有侵害原告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
确定前款第（ 二） 项规定的新闻作品中的人物确指原告，须具备的条件是： 新闻作品中的人物与现
实人物的基本特征应当相同； 新闻作品中的人物与现实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应当相同 ，即生活、工作环
境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应当一致 ； 熟悉现实人物的人读后公认新闻作品中的人物是现实人物 。 不能证
明具备上述条件的，就不是确指原告。具备该三个条件的，则可能发生作品人物与原告的混同，不构成
合理的抗辩，不能对抗媒体侵权请求权。
第六十二条 【为本人或者第三人利益】
媒体为本人或者第三人利益而使用他人的肖像 、姓名、名称等人格利益，不构成侵权。 为本人或者
第三人利益的构成要件是：
（ 一） 媒体确系为了本人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而使用他人的肖像 、姓名或者名称等，不存在侵权的
目的；
（ 二） 涉及本人和第三人的利益须为重大利益 ，而非一般利益或者微不足道的利益 ；
（ 三） 本人和第三人的利益应为正当，不得是非法利益；
（ 四） 使用不得超出合理范围，超出合理范围的使用构成侵权责任 。
第六十三条 【因媒体或者作者原因的抗辩事由 】
下列第六十四条至第六十九条规定的事由 ，在媒体侵权责任案件中，因媒体或者作者一方的原因，
媒体一方作为侵权责任构成的抗辩事由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媒体侵权责任 。
第六十四条 【已尽合理审查义务】
媒体对报道等已经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 ，但因受访人、受害人自身过错或其他无法预料的原因，致
使报道失实的，为已尽合理审查义务，媒体不承担侵权责任。已尽合理审查义务的构成要件是 ：
（ 一） 媒体及其工作人员已经对报道进行过审查 、核实；
（ 二） 由于媒体意志以外的原因无法核实报道事实的真实性 ，或者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事实证明确
认报道失实；
（ 三） 新闻报道的事实确实失实，造成损害后果。
第六十五条 【已经更正、道歉】
媒体机构在作品已经被认定为侵权 ，或者有证据证明属于侵权后，及时刊登声明，消除影响，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应当根据以下情形处理：
（ 一） 发表行为不构成侵权，但负有更正、道歉的作为义务，及时进行更正、道歉的，不承担侵权责
任；
（ 二） 发表行为构成侵权，发表后及时进行更正、道歉的，减轻侵权责任。
第六十六条 【使用肖像、姓名具有新闻性】
自然人处于具有新闻性的事件中 ，媒体为报道新闻，没有经过权利人的同意而使用其肖像或者姓
名，不构成侵害肖像权或者姓名权，不承担侵权责任。
第六十七条 【转载】
转载作为媒体侵权责任抗辩事由 ，能够部分对抗侵权责任请求，是减轻侵权责任的抗辩。转载的构
成要件是：
（ 一） 须有合理的转载来源，作品须转载于其他媒体或者出版单位，而非媒体自己采制或者自己的
通讯员撰写；
（ 二） 转载的作品须与原作内容一致，无转载者添加、删减、篡改、伪造的内容或者标题；
（ 三） 转载作品中没有作为媒体职业要求明显可以判断的虚假事实或者侮辱 、诽谤语言。
第六十八条 【读者来信、来电和直播】
读者来信、来电和直播具有特殊性，能够如实反映现场和进行即时报道 ，在刊登、播出时无法进行审
查核实。读者来信、来电和直播发生侵权纠纷，媒体可以作为侵权的抗辩事由。 读者来信、来电和直播
的构成要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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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作品的性质须是读者来信、来电，或者是进行现场直播；
（ 二） 媒体以适当方式声明上述内容尚未经过证实 ，对其真实性没有进行审查。
（ 三） 在相关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后，及时发表其答辩意见或者媒体及时进行更正 、道歉。
第六十九条 【文责自负】
发表作品时声明文责自负的，是不完全抗辩，可以适当减轻媒体的侵权责任，但不能免除责任。 如
果文责自负与已尽审查义务相结合 ，则成为完全抗辩，可以对抗媒体侵权请求权。
构成文责自负，应由作品的作者承担侵权责任。媒体应当承担部分责任的，应当与作者共同承担责
任，依照本指引第七条规定处理。
第六章

网络侵权责任

第七十条 【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
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认定网络用户 、网络服务提供者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 ，应当根据
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由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自己承担赔偿责任 。
法官在判决时，应当直接引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不必引用第六条第一款规定。
第七十一条 【其他行为人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 】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其他行为人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 ，或者侵害网络服务
提供者的民事权益的，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确定侵权责任 。
第七十二条 【被侵权人的通知】
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被侵权人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的 ，应当采用
书面通知方式。通知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 一） 通知人的姓名（ 名称） 、联系方式和地址；
（ 二） 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的侵权内容的网络地址或者足以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相关信息 ；
（ 三） 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
（ 四） 通知人对通知书的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
被侵权人发送的通知不能满足上述要求的 ，视为未发出有效通知，不发生通知的后果。
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负有超出通知人书面通知请求列明的网络地址或者检索方式进行搜索 、一并删
除的义务。
第七十三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符合前条规定的书面通知后 ，经审查认为存在侵权的较大可能性的 ，应当及时
删除涉嫌侵权的内容，或者予以屏蔽，或者断开与涉嫌侵权的内容的链接 ，或者采取其他必要措施，并同
时将通知转送提供内容的网络用户 。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及时”，是合理、适当的时间，一般应当在七天之内。 被通知人的网
络地址不明无法转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将通知的内容在信息网络上公告 。
通知人主张采取屏蔽或者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 ，网络服务提供者经审查后认为屏蔽或断开链接
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或难以判断相关内容是否构成侵权的 ，可以要求通知人提供相应的担保 。对于担
保的数额和方式问题，双方可以协商确定，但不应超过可预期的损失范围。 被侵权人不提供担保的，网
络服务提供者可以不采取屏蔽或者断开链接的必要措施 。
第七十四条 【采取停止服务措施】
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根据通知人的通知 ，或者自行对多次警告但仍然在网络上实施侵权行为的网
络用户，采取停止服务的必要措施。
采取前款规定的必要措施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违约责任 。
第七十五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范围 】
被侵权人的通知所述侵权行为属实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删除、屏蔽或者断开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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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侵权的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
损害的扩大部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之日起第七日后发生的损害 。对此，网络服务提供者
应当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第七十六条 【被通知的网络用户的反通知权利 】
被通知的网络用户接到网络服务提供者转送的通知书后 ，认为其提供的内容未侵害通知人权利的 ，
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反通知 ，要求恢复被删除的内容，或者取消屏蔽、恢复与被断开链接内
容的链接。
前款所称的反通知，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 一） 反通知人的姓名（ 名称） 、联系方式和地址；
（ 二） 要求撤销已经采取必要措施的内容 、名称和网络地址；
（ 三） 被采取必要措施的行为不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 ；
（ 四） 反通知人承诺对反通知的真实性负责 。
被采取停止服务措施的网络用户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 ，可以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取消停止
服务必要措施，请求的内容，参照本条第二款规定进行。
第七十七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反通知的义务 】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书面反通知后 ，经审查认为被采取必要措施的内容不构成侵权的 ，应当及时恢
复被删除的内容，或者取消屏蔽，或者恢复与被断开的内容的链接，同时将反通知人的反通知转送通知
人。
通知人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前款规定的措施有异议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不能再通知网络
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或者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反通知人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及时”，亦为七天。
第七十八条 【其他网络用户的反通知权利】
因通知人主张采取屏蔽等措施，造成其他网络用户民事权益损害的，其他网络用户有权提出反通
知。
其他网络用户提出反通知的要求和后果 ，适用本指引第七十六条和第七十七条规定 。
第七十九条 【通知人的赔偿责任】
通知人发出通知不当，网络服务提供者据此采取删除、屏蔽或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给网络服务提
供者或者反通知人以及其他网络用户造成损失的 ，通知人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承
担赔偿责任。
第八十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的判断标准 】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知道”，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知道网络用户实施的侵权
行为的存在。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知道 ：
（ 一） 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被诉的侵权内容主动进行选择 、整理、分类；
（ 二） 被诉的侵权行为的内容明显违法 ，并置于首页或其他可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明显所见的位置 。
第八十一条 【必要措施的界定】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所称的必要措施 ，应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形式以及阻止侵权
后果的适当性进行判断，不以权利人的主张为依据。必要措施的采取不应对合法信息的传播造成阻碍 。
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尽到合理审查义务 ，且采取的必要措施未超过合理限度的 ，不承担违约责任或
侵权责任。
第八十二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
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第三款规定，被侵权人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
人民法院可以追加网络用户为共同被告 ，也可以直接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赔偿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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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超出自己应当承担的份额的 ，有权向侵权的网络用户追偿。
第八十三条 【通知人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或者反通知人 】
通知因反通知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取消必要措施 ，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侵权的，应当审查侵权网络
用户实施的网络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责任 。
反通知人的行为构成侵权责任，反通知行为即为滥用权利，构成侵权责任。通知人只起诉网络服务
提供者的，应当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受反通知取消必要措施时是否尽到必要注意义务 ：
（ 一） 已经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对反通知进行了审查的，尽管反通知人先前的行为已经构成侵权 ，
但由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具有过错 ，不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应当由反通知人承担。通知人可以另行
起诉，或者追加反通知人为被告，并直接确定该反通知人承担侵权责任 。
（ 二） 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 ，接受反通知、取消必要措施中有过错的，应当与反
通知人承担连带责任。
反通知人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取消必要措施是正当的 ，人民法院应当驳回通知
人对反通知人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诉讼请求 。
第八十四条 【对其他用户的反通知通知人起诉 】
在通知人就其他网络用户行使反通知权利 ，网络服务提供者取消必要措施而提出起诉的 ，无论网络
用户实施的网络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都应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的必要措施是否侵害了其他网络用户
的民事权益为判断标准：
（ 一） 侵害了其他网络用户民事权益的 ，应当驳回通知人对其他网络用户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诉讼
请求；
（ 二） 没有侵害其他网络用户民事权益的，应当驳回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诉讼请求，由其他网络用
户承担滥用反通知权利的法律后果 。
网络服务提供者取消必要措施没有过错的 ，不承担侵权责任； 有过错的，应当与其他网络用户承担
连带责任。
第八十五条 【反通知人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或者通知人 】
反通知人提出反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接受反通知，没有及时取消必要措施的，有权向法院起
诉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可以同时起诉通知人。人民法院应当着重审查反通知人在网络上实施的行为是
否构成侵权。
反通知人的行为构成侵权，则属于滥用反通知权利，不仅对其原来实施的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责任，
而且对情节较重的滥用反通知权利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 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反通知人的诉讼请
求； 对方（ 包括通知人和网络服务提供者） 可以反诉，追究其侵权责任，也可以另案起诉。 网络服务提供
者的诉因是反通知行为侵害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权益 ，应当受到追究。
反通知人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其行使反通知权利是正当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及时取消必要措施
的行为构成侵权或者违约，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反通知人承担民事责任 。 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张被侵
权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通知人为共同被告 ，判令通知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
任。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后，可以向通知人行使追偿权。
反通知人的行为不构成侵权，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取消必要措施的 ，反通知人不能起诉网络服务提
供者，而应当起诉通知人。通知人的行为构成侵权责任，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八十六条 【其他网络用户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 】
作为采取必要措施的受害人，其他网络用户有权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和通知人。 可以采取以下规
则处理：
（ 一） 其他网络用户起诉，不受网络用户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约束 ，不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
其他网络用户的民事权益受到采取必要措施的侵害 ，网络服务提供者和通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 二） 网络用户的行为不构成侵权，通知人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已经构成侵权 ，其他
网络用户起诉侵权的理由成立，可以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及通知人的侵权责任 ，他们应当承担连带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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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 三） 网络用户的行为构成侵权，采取的必要措施不当，侵害了其他网络用户的民事权益的，其他网
络用户有权起诉，首先应当由通知人承担侵权责任 ； 网络服务提供者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
服务提供者没有过错的，不承担侵权责任，由通知人承担责任。
（ 四） 网络用户的行为构成侵权，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其他网络用户没有
造成损害的，应当驳回其他网络用户的诉讼请求 。
第七章

媒体侵权案件的侵权责任方式

第八十七条 【一般原则】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媒体侵权责任案件的具体情形 ，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确定适用下列侵
权责任方式：
（ 一） 停止侵害；
（ 二） 赔礼道歉；
（ 三）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 四） 赔偿损失。
上述侵权责任方式，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单独适用或者合并适用 。
第八十八条 【停止侵害】
停止侵害的责任方式，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在诉讼之前或者判决确定时适用 。
被侵权人请求在诉讼之前适用的 ，法官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判断，确有必要的，可以要求请求人提供
相应的担保。担保应以财产担保为主，可由法官根据案件影响和诉讼标的大小具体确定 。
请求人提供担保后，法院应通知被告。被告对此提出异议的，可以提供反担保以阻却责任的提前履
行。
停止侵害的相关费用，在案件审结后由败诉一方承担，如果该案撤诉或以和解方式结案，该费用各
自承担或在和解协议中确定具体承担方法 。
第八十九条 【赔礼道歉】
赔礼道歉责任方式的履行，可以口头方式进行，也可以书面形式进行，其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和
社会公德。书面材料需要公布的，应当先经过人民法院审核同意。
第九十条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范围，应当与侵权造成的不良影响相当，但应当防止因此可能造成的扩大侵
权或者不利影响。如果受害人有特殊要求的，可以将其作为重要参考因素予以考虑 。
第九十一条 【确定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原则】
构成媒体侵权，主要的损害赔偿责任方式是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应当依照侵权责任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确定。
媒体侵害自然人人格权造成精神损害 ，同时造成了受害人财产权益损失的 ，在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
任的同时，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 。
媒体侵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权 、信用权等合法权益的，应当对其造成的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侵害著作权、商标权造成损害的，应当根据著作权法和商标权法的相关规定确定损害赔偿责任 。
第九十二条 【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方法】
对构成侵权责任的媒体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应当斟酌下列相关因素确定具体赔偿数额 ：
（ 一） 媒体的过错程度；
（ 二） 受害人的精神利益损害后果和精神痛苦程度 ；
（ 三） 双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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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受害人本身的资力。
第九十三条 【确定财产损害赔偿的方法】
媒体实施侵权行为侵害民事主体人格权益 ，造成财产权益损害的，应负全部赔偿责任。
财产权益损害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部分 。直接损失主要包括受害人为恢复名誉、减轻损害
等支出的必要费用。间接损失主要包括民事主体因侵权未能取得应当取得的财产损失 。
确定间接损失赔偿的方法是：
（ 一） 确定侵权行为与间接损失有因果关系 ；
（ 二） 确定间接损失在没有侵权行为发生的情况下是确实可以得到的 ；
（ 三） 间接损失应当是有切实依据的损失 ，受害人负举证责任。
对于因媒体侵权所造成的相关财产损害 ，应当予以全部赔偿。
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存在一定经济损失 ，但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
确定的，由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适当的赔偿。
第九十四条 【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媒体侵权案件较少出现人身损害后果 。出现人身损害后果的，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Guidelines on Application of Law Concerning Chinese Media Tort Cases
———The Restatement of China Tort Law： Liability of Media Tort
Yang Lixin etc．
（ CCCL，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Editorial Statement： This article is not a legal paper，but it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achievement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science of civil law，especially the science of tort law． It begins with the reality of justice on applicable law concerning China’s media tort relations，and according to the Tort Law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t learns from the judicial practices and summarizes in theory，and then develops a set of applicable rules of law with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se applicable rules are abundant in innovation of methods，and its pattern is novel and its contents are colorful and practical． The study style and method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Restatement of American Tort Law，so it is absolutely reasonable for the author to
name as the Restatement of China Tort Law： Liability of Media Tort． Publication of this achievement in legalist
model is aimed at encouraging and supporting the legal research method which puts the theory into practice，
and advocating the research attitude dealing with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Chin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a’s tort law，it is believed that the applicable rules of law summarized in this article will
play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resolving media tort disputes and in regulating the behaviors of media in our
country and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edia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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