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3月30日

星期二

编辑：郭晓宇 美编：李晓军 校对：申云电子信箱：fzrbzwb@126.com

□ 本报记者  赵晨熙

　　一只怀孕的母猫，被山西太原一男子用开水浇

烫，导致全身烧伤面积达70%，血管清晰可见，最终因

伤势过重死亡，四只幼崽胎死腹中；

　　山东理工大学大四学生范某某采取剥皮、掏肠、

挖眼、火烧、电击等各种残忍手段虐杀流浪猫，并全程

录制视频，通过网络平台传播并贩卖……

　　一桩桩令人触目惊心的虐杀动物案例在不断刺

激着公众敏感神经的同时，也让一些法律界人士意识

到，必须要通过立法来制止虐待动物的行为。

　　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有多名全国人大代表

呼吁针对虐待动物进行立法，从法律层面对虐待动物

行为进行有效制约与引导。

已具备立法基础

　　今年是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

任朱列玉第四次提交制定反虐待动物法的建议，

2017年、2018年和2020年，他都提交了相关建议，呼吁

制定反虐待动物法。

　　一段虐猫者发布的视频曾给朱列玉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视频中施虐者对着镜头宣称虐待动物不犯

法，警察不会抓他。

　　“正是由于我国缺乏处罚虐待动物的法律法规，

导致虐待动物行为难以受到必要的惩处，才使得这种

行为屡屡发生，动物保护难以彻底落实。”朱列玉在接

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虐待动物行为不仅违

背社会公序良俗，严重者还与犯罪行为相交织，如果

得不到有效惩处，将在社会上传播不良之风，埋下暴

力犯罪的隐患。

　　在朱列玉看来，不论从国内国情，还是国际趋势

来说，当前反虐待动物都已具备立法基础。

　　朱列玉介绍说，2009年，我国法学专家组成研究

小组，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

议稿）》，虽然建议稿后续并未能在立法层面得到落

实，但仍是我国在反虐待动物立法上的一大突破；

2010年，国家林业局发布的《国家林业局关于对野生

动物观赏展演单位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活动进行清理

整顿和监督检查的通知》中也提出要整治虐待性表

演；2019年8月30日，农业农村部发表《对十三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第5074号建议的答复》，回应了全国人大

代表夏吾卓玛“关于动物权益，制定禁止虐待动物法

的建议”，在回应中称，对社会公众普遍反对的残忍虐

杀动物等行为，由于缺乏相关立法规定而难以实施有

效打击，确有必要完善立法。

　　“这表明反虐待动物立法不仅是社会舆论的热点

问题，而且具备立法必要性与现实紧迫性，已经引起

了国家机关与法学界的高度重视，势在必行。”朱列玉

说，从1822年世界上第一个反对虐待动物法案在英国

出台以来，如今世界上已经有包括法国、爱尔兰、德

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等100多个国家出台了有关

动物权益保护的法律，从顺应世界立法潮流、提升国

家形象的角度考虑，我国应尽快制定反虐待动物法。

　　“立法规范虐待动物行为，可以填补当前法律的

真空状态，为该类行为的处理提供法律准绳，从法律

角度对此类行为进行公平合法的惩处，也可减少虐待

动物行为人与动物保护人士之间暴力冲突事件的发

生。”朱列玉说。

　　关于如何立法，朱列玉认为，首先要明确虐待动物

的定义，是指故意以残酷的手段、方式给动物以不必要

的痛苦或者伤害，或者以残酷的手段、方式杀害动物。

其次，要明确反虐待动物法并非只是单纯保护常见的

猫狗等宠物，野生动物、宠物动物、实验动物等也都应

列入法律保护中。比如，当前一些动物园和动物表演单

位利用饥饿等手段对待动物，以求达到表演效果，这些

都应视为虐待行为予以禁止。此外，立法应明确各级政

府对反虐待动物的责任，并建立奖惩机制来推进落实。

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

　　“据调查，有70%的暴力犯罪实施者在小时候都有过

虐待动物的经历，所以要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虐待动

物不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更是犯罪，必须要用法律来

遏制和处罚。”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赵皖平多年来同样专注于动物保护立法的推进工作。

　　赵皖平曾梳理过，我国涉及动物保护的规范在刑

法、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实

验动物管理条例、各省市养犬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

均有涉及，但这些零散的规范之间存在配合不协调、

保护范围过窄、法律之间缺乏衔接等问题，而且并没

有对虐待动物加以严格的界定和防范，惩处力度不

够。比如，野生动物保护法以拯救珍稀动物、维护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为宗旨对野生动物进行保护，但显

然难以据此对当前出现的虐待动物案例进行规制。

　　通过梳理去年发生的一些虐待动物案件，赵皖平

发现，以营利为目的的虐杀案件比重在显著上升，这种

营利方式主要包括偷盗转售、拍摄虐杀视频传播等，有

些施虐者甚至以爱猫群等名义掩人耳目，在群内发布

虐杀猫狗的图片和视频，为成员提供“定制服务”。

　　“这表明虐待动物已经形成了黑色的利益链，必须

尽快加大打击力度。”赵皖平建议，在反虐待动物法未

出台前，应首先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扩大执法范围，

将虐待动物及公开传播、售卖虐待动物视频等相关行

为明确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此外，对于严

重虐待和虐杀动物的行为，要列入刑法并加重处罚。

　　朱列玉也曾提出过将虐待动物罪写入刑法的建

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曾于2018年6月作出第1967

号建议答复称，我国刑法对于虐待动物的行为未作专

门规定，但对于实践中虐待动物涉及的盗窃、毒杀、非

法运输等行为，构成侵犯财产、危害公共卫生等方面

犯罪的，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分别按照刑法关于盗窃、

故意毁坏财物、投毒、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等相关犯

罪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遏制源头综合治理

　　根据法律规定，虐待有主动物行为相当于破坏他

人财产，要负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纵观多起虐待动

物的案例不难发现，被虐待的多是一些流浪的猫狗，但

大量流浪动物形成的根源恰恰是来自于家养宠物。

　　在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佳音英语学

校校长陈佐东看来，动物保护需要综合治理，既要对

虐待动物的行为进行事后惩处，也需要从源头预防，

遏制流浪动物的产生。

　　陈佐东认为，目前我国对伴侣动物的管理尚存在

不到位之处，应考虑制定一部综合性的伴侣动物保护

法，来弥补动物法制度体系的空白，基本解决围绕以

猫犬为主的伴侣动物所产生的社会治理问题。

　　在管理上，首先要明确猫犬所有人的责任和义

务，应当文明饲养，不可遗弃，在全国实行养犬许可证

制度，养猫许可证因地而异，授权地方政府裁量，鼓励

植入电子芯片。

　　在保护内容上，要禁止所有人虐待猫狗，禁止食

用。对于虐待和遗弃行为，根据情节轻重设置经济责

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等责任形式；禁止以食用为

目的的犬猫养殖、偷盗、毒杀、诱捕、贩运、屠宰、销售

以及消费行为，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维护

善良风俗。同时采用参照适用的立法技术，规定虐待

或遗弃其他类动物的行为参照本法执行。

　　另外，还要从源头上控制流浪动物的产生，建立

救助体系。源头控制包括严格规范猫、犬繁殖经营，严

禁私自繁殖和买卖，严惩遗弃行为。对于已经产生的

流浪动物，政府与民间合作共治，鼓励动物保护组织

和志愿者参与保护和管理，鼓励和补助民间救助事业

和行为，要求村委会、居委会、街道和高校等社区或组

织履行配合救助和管理流浪动物的义务。

　　3月22日，北京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组织

召开制定《北京市人才发展促进条例》法规案办

理座谈会，北京市人大社会委工作机构、市人才

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与会同志与领衔提出

该法规案的陶庆华代表就办理工作进行了沟通，

围绕人才概念和标准、立法体例、立法时机、议案

办理方式等内容进行了交流。

　　北京市人大社会委主任委员丛骆骆提出，要

高度重视制定《北京市人才发展促进条例》法规

案办理工作。立足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切

实履行首都职责，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做好与相

关法律法规的衔接。聚焦重点问题，在与相关部

门、提案代表充分沟通基础上，提出办理意见，报

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因为一项“危险技术”，11家互联网企业被约谈。

近日，针对近期未履行安全评估程序的语音社交软件

和涉“深度伪造”技术的应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公安部指导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方网信部

门、公安机关，依法约谈映客、小米等11家企业。

　　对于运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出来的产品，使用

智能手机的公众或许并不陌生。不久前，短视频领域

出现了一款火爆的“蚂蚁呀嘿”。玩家只要上传一张

照片，照片上的人就能扭脖子瞪眼睛地唱上一首“蚂

蚁呀嘿”。2019年国内红极一时的换脸软件“ZAO”，其

基础也是深度伪造技术。

　　有了PS后，有图也不一定有真相；有了深度伪

造，所看所听未必是真相。但与使用PS不同，即使是

不具备相应技术的普通人，也能轻松运用深度伪造

技术来实现“换脸”。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姚志伟3月26日接受

《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深度伪造技术本身被广

泛运用存在较大风险，其风险不仅在于会侵犯公民

个人权利，还在于可能导致公共安全方面的危险。如果

不对该技术的使用进行规制，将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华讯律师事

务所主任张韬说，深度伪造技术不仅涉及民法典所保

护的人格权、肖像权等法律问题，还涉及个人生物信息

的提取、识别、利用以及保护等诸多方面问题。因此，立

法机关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相关法

律时，应当针对这类新问题作出相应的制度设计。

低门槛高效率蕴含更大威胁

　　所谓深度伪造，是指有关软件通过AI

“换脸”、语音模拟、视频生成等方

式，对既有图像、声音、视

频进行篡改、伪

造，自动生成音视频产品。

　　不可否认，深度伪造技术有一定的正向作用。

该技术可以辅助科研、教学、艺术创作等，例如，在

教育领域，逼真的虚拟教师可以让数字教学更具

互动性和趣味性，合成的历史人物讲解视频可以

让受众更有代入感。

　　然而，与深度伪造技术的正面效应相比，其所蕴

含的潜在威胁和安全隐患，更加引人关注。

　　尽管在深度伪造技术出现之前，也有技术能够

实现“换脸”，例如PS技术。但与以往的技术相比，深

度伪造技术有着更高效率、更低门槛、更高质量的优

势，这使得该技术在制造虚假人像和视频方面具有

更加显著的优势。

　　“具备多种优势的深度伪造技术，使得普通人

能够轻松地自行进行‘换脸’，制作虚假人像图像

和视频成本极低。在兼具高仿真与高效率的人工

智能协助下，海量的‘换脸’图像和视频可以随时

产生并传播，短时间风靡互联网。对于这样一种技

术，如果不进行规制，无疑将产生可怕的后果。因

此，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外都已有立法动作进行回

应。”姚志伟说。

危害公众利益乃至国家安全

　　深度伪造技术一旦泛滥应用，势必会对公众的

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例如，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实现移花接木，会对他

人名誉权构成侵害。制作虚假色情视频，是深度伪造

技术最早也是最常见的非法运用方式之一。利用该

技术能将一些知名歌星、影星等公众人物的脸移转

到色情明星身上，伪造逼真的色情场景。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啸指出，这些虚假色情

视频一经传播，公众可能真假莫辨，从而导致受害人

的名誉严重受损。即便不是用于制作色情视频，深度

伪造技术也完全可以通过制造虚假的视频或音频，

侵害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名誉权，进而给其

造成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害。

　　不仅如此，深度伪造技术还会对公共安全、经济

安全、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姚志伟说，一旦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公众无

从区分真假时，可能会对任何含有人像的图像和

视频产生怀疑，这无疑会极大地冲击媒体和政府

的公信力，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重大损害，导致严

重的社会信任危机。

　　“例如，在经济秩序方面，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深

度伪造技术，可以创造一家上市公司CEO宣称公司

即将破产的虚假视频，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视频对该

公司股价的冲击。”姚志伟说。

民法典对此已有专门规定

　　程啸指出，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会对公众的合

法权益造成损害，破坏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和政治秩

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乃至危害国家安全，因此，包

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法律都对其作出规范。

　　我国在编纂民法典时，有单位提出，利用信息技

术手段“深度伪造”他人的肖像、声音，不仅侵害自然

人的人格权益，严重的还可能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建议法律对深度伪

造技术带来的“换脸”等问题予以回应。

　　后来，民法典在制定时采纳了这一意见——— 第一

千零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

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

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

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对于深度伪造技术可能造成的风险，民法典中

的相关规定已经可以解决民事责任问题，可以说是

提前作出了一定的回应，这显示出我国立法机关对

于类似问题的重视。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法律制度

依然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完善。”张韬说。

　　张韬认为，从2019

年的换脸软件“ZAO”到

此次11家互联网企业被约

谈，深度伪造技术的潜在问题

或威胁已经逐步显露。尽管目前

我国尚未发生因深度伪造技术而

产生侵权纠纷案件，但不能不未雨

绸缪进行应对。因此，立法机关应当完

善网络法律制度，对这类新问题建立一

整套新的制度。

对伪造场景应进行必要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

实施纲要（2020－2025年）》明确提出，要“制定完善对

网络直播、自媒体、知识社区问答等新媒体业态和算

法推荐、深度伪造等新技术应用的规范管理办法”。

　　张韬认为，正在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

全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在制定和修订时，

应当针对这类问题进行专门规定，以回应和解决社

会热点问题。

　　“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时，对于深

度伪造技术所能涉及或者应用的场景应进一步加强

规制。现在的相关立法大多强调普适性的规定和适用，

对很多具体、重要应用场景的规定还不够完善，因此，

建议在立法的实践应用方面进行加强。”张韬说。

　　张韬建议，对深度伪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特别

是市场化的应用，要进行必要的监管；应用深度伪造

技术的音视频“作品”，应当有水印或者其他显著的

标识，以提醒用户注意；对深度伪造技术“换脸”仿声

所应用的具体场景，应当进行必要的限制。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 本报实习生  汪    涛

　　《安徽省大数据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近

日获得通过，并将于5月1日起施行。对于社会普遍关

注的数据盗用、泄露等问题，《条例》明确要求实行大

数据安全责任制，并清晰界定大数据安全的各方责

任主体和责任范围，为数据信息加上“保险锁”。

依托江淮大数据中心汇聚数据

　　公共数据归集汇聚困难是大数据发展面临的

困难之一。要加快“数字江淮”建设，推进数据资源

汇聚和共享开放非常关键。对于虚拟化的数字信

息，要依托什么载体汇聚，如何汇聚呢？《条例》给出

了详细解答。

　　按照要求，省人民政府数据资源主管部门建设

和运行管理江淮大数据中心总平台。省有关部门、单

位建设和运行管理江淮大数据中心分平台。设区的

市人民政府数据资源主管部门统筹所辖县、市、区建

设和运行管理江淮大数据中心子平台。省、设区的市

人民政府数据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依托江淮大数据中

心总平台或者子平台，统筹建设本行政区域公共数

据共享交换平台、开放平台。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

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通过公共数据

共享交换平台、开放平台，有序共享开放公共数据。

　　加强对非公共数据的管理，有利于全面规范数

据活动，增强数据资源的整合实效。《条例》规定，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非公共数据

的采集人、持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依法共享开放和

有效流动数据资源，鼓励非公共数据向江淮大数据

中心平台汇聚，发挥数据资源效益。

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大数据海量多样，如果光是积累，缺乏开发运

用，就只是数据集合，但若是开发应用好了，推动大

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则有利于推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产业数

字化，繁荣数字经济。

　　《条例》分别对推动大数据与制造业、服务业和

农业的融合发展作出规定，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推动大数据与制造业的融合，支

持制造企业、互联网企业、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跨界联

合，建设数据驱动的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提升制造

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大数据在服务

业广泛应用，支持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鼓励发展电子商务、共

享经济、平台经济、在线金融等现代服务业。

　　为提高政府运用大数据水平，《条例》还规定，各

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依托皖

事通办平台，推进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全程网

办，开发大数据应用场景，促进政务服务跨地区、跨

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保障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

　　《条例》细化了数据安全保护规定，明确实行数

据安全责任制，保障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数据安全

责任按照谁所有谁负责、谁持有谁负责、谁管理谁负

责、谁使用谁负责、谁采集谁负责的原则确定。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数据安全风

险评估、报告、信息共享、监测预警机制要求，明确数

据安全责任，加强对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的数据安

全宣传教育，并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

明确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使用、共享、开放等各环

节保障数据安全的范围边界、责任主体和具体要求，

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保障数据安全。

　　《条例》还突出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保护，要求

开展涉及个人信息的数据活动，不得窃取或者以其

他方式非法获取个人信息，不得泄露或者篡改其收

集的个人信息，不得过度处理；未经被收集者同意，

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其个人信息。但经过处理无法

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安安徽徽省省大大数数据据发发展展条条例例》》55月月11日日起起施施行行

实行大数据安全责任制明晰责任主体

　　3月23日，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派出一

行3人赴海东市乐都区芦花乡九架山、营盘湾、本

康岭村，宣讲中央和青海省委一号文件精神，免

费发放春耕春播种子，帮助村民发展特色种植产

业，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为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好“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协

调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省种业公司等部门和运

输车辆，解决3个定点帮扶村所需的小麦、青

稞、油菜、马铃薯种子69790斤，折合人民币20

万余元。

　　近年来，青海省人大机关汇聚各方力量、整

合优质资源，持续为帮扶村送政策、送技术、送良

种、送农资，急农民之所需、想农民之所想，助力

农业生产有序开展。

　　本报记者 张红兵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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