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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侵权阿里云却败诉，判赔26万 “宁输官司也要保护隐私”

“云计算第一案”可能影响整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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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提供视频资源的平台会在
内容中提示，内容仅限交流，如有违
规使用者则与平台无关。 阿里云在
服务器用户注册时也明确要求用户
不得发布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信
息， 同时要求用户承诺不得发布侵
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软件。

根据“避风港”原则，也为断定
技术是否中立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
原则： 平台方是否是单纯的技术提
供者， 是否通过使用者的不正当使
用方式来盈利， 是否负有网络安全
监管义务等。

例如，在快播案件中，法院认为
不适用“技术中立”的责任豁免，因
快播公司并不是单纯的技术提供
者，也是技术的使用者；提供平台、
又从平台引发的相关行为（发布广
告和绑定软件）来盈利；既缓存了大
量淫秽视频， 又参与淫秽视频发布
的调度； 明知自己的技术被人用来
传播淫秽视频时， 却没有采取措施

阻止淫秽视频的传播等。
从云服务厂商角度来看， 底层

技术并非内容平台， 云服务厂商的
收入与客户的收入增长与否并没有
直接联系。 最大的争议是网络安全
监管， 技术的中立还需要建立在一
定的监控范围内。 上述从业人员表
示，云计算对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
等进行的是集中式管理， 对安全本
身的要求就十分高。 不管是哪方面
的安全都需要企业自身、 法律法规
等多方面积极维护。

另外，对于云计算服务提供者
来说，根据6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要求，
他们必须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或
其他措施， 确保相关企业的信息
安全， 防止信息泄露、 毁损和丢
失。从现有法律的角度看，技术平
台排查侵权与数据安全的悖论仍
然没有被解开。

■据北京商报

“输官司也无权审查用户数据”，国内首例云
计算服务商责任案（以下简称“云计算第一案”）
被告阿里云坚定站在技术中立的立场上，又一场
关于互联网技术平台是否“有罪”的辩论展开。快
播案犹在眼前， 云计算厂商如何规避连带责任，
与客户重新划定审核机制,还是健全“免责”法规？
“云计算第一案”可能影响整个行业。

石景山法院审理认
为， 阿里云作为云服务器
提供商， 虽然不具有事先
审查被租用的服务器中存
储内容是否侵权的义务，
但在他人重大利益因其提
供的网络服务而受到损害
时， 作为云厂商应当承担
相关义务， 采取必要、合
理、 适当的措施积极配合
权利人的维权行为， 防止
权利人的损失持续扩大。

在上诉之前， 乐动卓
越曾致函要求阿里云删除
涉嫌侵权的内容， 但阿里
云坚持认为作为云服务器
提供商， 法律并未赋予其
擅自读取服务器租用人存
储于服务器内数据信息的
权利， 只有收到司法部门
的正式裁决和通知， 阿里
云才会依照法律要求配合
协助调查。

实际上， 在乐动卓越
提交司法程序后， 阿里云
公司已经关停了涉案游戏
的服务器， 同时提供了相
关租用人的信息。

在回应中阿里云强
调：“保护用户数据隐私一
直是我们坚守的生命线。
在这次事件处理中， 保护
数据隐私是我们的第一原
则。即使输掉这个官司，我
们今后也不会改变数据安
全第一的原则， 阿里云将
捍卫用户数据隐私到底！”
阿里云总裁胡晓明紧接着
又在日前的云栖大会上表
示， 从2009年成立第一天
起， 阿里云就将安全和数
据隐私视为生命。2015年，
阿里云在全球率先发起
“数据保护倡议”：“数据是
客户资产，云计算平台不得
移作它用，并有责任和义务
帮助客户保障其数据的私
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围绕该案件， 阿里云
作为云服务器提供商，究
竟有没有“共同侵权”，又

该不该审查客户信息，成
为法律相关人士、 科技界
人士以及社会舆论探讨的
焦点。

有律师界人士认为，
阿里云在被告知有侵权内
容时并未积极回应， 也未
告知侵权方， 由于提供技
术支持且未在短时间内迅
速采取一定措施， 应该承
担连带责任。

但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王迁举例认为， 服务器提
供商类似于酒店式公寓的
管理者， 公寓管理者虽然
都会保留一把房间钥匙，
但是这把钥匙不能乱用，
不能在承租人不在的情况
下随意打开房门， 并允许
他人进入房间， 只能根据
公安、 法院等公共权力机
构经法定程序提出的要求
打开房门。

作为技术提供平台，
阿里云并未有主观侵权以
及纵容服务的企业侵权的
意图， 也并未直接参与侵
权游戏运营而从中获利。
同时，商业纠纷，如版权、
商标权、 不正当竞争等案
件， 侵权认定只能交给执
法部门。

阿里云代理律师、北
京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乔
春认为， 作为互联网基础
设施提供者， 阿里云是类
似于基础运营商提供的接
入和传输服务， 服务器业
务并非《信息网络传播权
保护条例》 中所述的信息
存储空间服务， 不应承担
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商的义
务，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
护条例》 中也不应当适用
通知删除规则。

中国民法研究会副会
长杨立新甚至认为， 作为
服务器这一底层技术服务
的提供者， 阿里云的合理
技术措施十分有限， 应当
免责。

“连坐”冤不冤

因数据问题闹到对簿公堂，国外
有很多案例：2015年底开始，苹果公
司多次拒绝为FBI解锁犯罪嫌疑人
手机； Facebook曾拒绝提供一起毒
品走私案嫌疑人之间的WhatsApp
消息等。

业内普遍认为，云计算行业距离
企业和用户核心数据最近，更难以避
免出现纠纷的情况。 尤其涉及政务、
金融等关键行业，关于公共安全以及
商业纠纷、个人及服务对象隐私之间
的关系等问题尤其值得探讨。

互联网圈倾向于偏信“技术无
罪”的说法，认为在一些问题上法规
或许有“矫枉过正”之嫌，尤其在包括
此次阿里云在内的互联网技术服务
平台几乎全部站在用户、客户利益以
及隐私优先的原则上，更让旁观者为
其叫苦。

金山云方面表示，“作为基础服

务商，保障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是我
们的第一原则，这一点我们和友商是
一致的”。

不过法律、道德、隐私是一个全
球性的话题， 也不能在短期有让各
方满意的结果。 在金山云看来，目
前， 第一步应该是先对内容提供商
进行更加严格的管控， 增加道德违
法的处罚力度， 服务商在做好技术
的基础上，配合约束，但要避免这种
矫枉过正对技术进步的约束。

某云计算从业人士表示，类似的
案件有可能还会发生。云服务商必须
保留客户隐私，如果可以事先检查内
容、“窥探” 隐私以及干涉客户运营，
势必将影响云服务生态的正常发展。
或许这个行业相关的规则需要更加
详实，由监管部门作为第三方组织在
有侵权、涉及安全等方面问题时进行
审查更为妥当。

权责挑战

平衡之道

《我叫MT》 游戏所有者乐动卓越日前因某游戏公
司在云服务器上运营侵犯其版权的游戏， 控告了为后
者提供云计算服务的阿里云。5月中旬，北京市石景山
区法院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 认定被告阿里云公司构
成侵权， 需赔偿乐动卓越公司经济损失和合理费用约
26万元。阿里云当即表示不服，已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
起上诉。

运营商世界网发布的
《2016年度中国云服务及云
存储市场分析报告》 数据显
示，2016年，中国云服务市场
规模超过500亿元，达到516.6
亿元， 预计2017年中国云计
算市场份额将达到690亿元
以上。

不仅仅是商业上的驱动
力，互联网“水电煤”的特性在
云服务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
云服务已经具备了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的性质。阿里云已成
为国内市场份额最大的云服
务商， 作为云计算第一案，此
案对类似司法争议也将产生
很大的影响。

因技术中立与否引发的
案件，从1984年索尼录像功能
侵权案件“技术中立”被提出，
到腾讯360的“软件兼容选择”事
件， 甚至淘宝上令人头疼的假
货、微信朋友圈的诈骗等，围绕
版权、信息安全、责任等方面，互
联网平台饱受质疑。 而法律、利
益、隐私，边界应如何界定也一
直是个全球性难题。

基于技术中立，“避风港”
原则被提出，指ISP（网络服务
提供商） 只提供空间服务，并
不制作网页内容，如果ISP被告
知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否则
就被视为侵权。 如果侵权内容
既不在ISP的服务器上存储，又
没有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删
除，则ISP不承担侵权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