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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完善

———以“今日头条”事件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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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以“今日头条”软件为代表的新闻聚合媒体打破了

传统媒体在新闻传播上的垄断，并引发了著作权纠纷。厘清有关新闻聚合媒体的著作权纠纷，需要考察几个问题:

( 1) 著作权间接侵权理论、“避风港”原则以及网络设链等著作权侵权判定规则的适用; ( 2) 新闻类作品的划分和著

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 ( 3)“聚合式”新闻使用行为是否构成著作权意义上的转载及其在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制

度中的定位; ( 4) 如何尽快完善著作权制度，恢复产业内利益平衡，以维护著作权法的法益宗旨。新闻聚合媒体之

兴起，是我国补缺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制度的一次契机，也是推动新闻产业转型和再次勃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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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rnet becoming widely popularized and the big data era approaching，leading News Aggregators
such as the TouTiao tends to break the long － term monopoly in the news industry by traditional medias，while raising a se-
ries of copyright issues within the Chinese copyright regime． To solve such issues，the following problems have to be tack-
led: 1． Whether copyright indirect infringement，the“Safe Harbor”provision and internet linking could be proved helpful
when determining copyright infringement; 2． The precise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news － related works，and decide
whether the copyright fair use principle holds applicability in this case; 3． Whether the aggregative use by internet media
constitutes“reprinting”in a copyright sense，together with the issue of applicability regarding compulsory license on news-
paper and periodical reprinting; and 4． It concerns the legal challenge of improving the copyright licensing regime，reestab-
lishing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within the news industry in the fastest possible manner，and enhancing the legal interest of
copyright law． The flourish of news aggregators has brought to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an opportunity to revisit the
discussion of compulsory licensing in reprinting． The expansion of such regime，coupled by the enhancement of relative pro-
visions，holds an in － negligible path towards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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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新闻媒体在 20 世纪末以前多以传统媒体的形式

存在，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采用大数据运作模式的新闻聚合媒体( News Aggrega-
tor) 应运而生。新闻聚合媒体通常利用插件搜集用

户的关注数据，针对用户的兴趣，使用网络爬虫“挖

掘”各大媒体的新闻资讯，通过网络转载和网络链接

的方式，将相应的新闻作品呈现在用户面前。有国外

学者将新闻聚合媒体定义为“从多个信息源抓取信

息后一并呈现在自营网站上”的媒体。﹝1﹞

手机媒体平台上新闻聚合软件的盛行，乃是依托

数字技术、互联网络技术以及移动通信技术的新媒体

对传统媒体的一次冲击。以“今日头条”为例，2012
年 8 月，由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并推广的

“今日头条”软件正式上线。截止 2014 年 6 月，已累

计拥有超过 1 亿 2000 万名用户，其中日活跃用户超

过 1300 万，﹝2﹞成为我国用户群增长最为迅速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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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媒体。在实现里程碑式飞跃的同时①，其也因新

闻抓取行为遭到多家传统媒体的抨击而引起各界对

其合法性的广泛探讨，并很快引发了著作权纠纷。
厘清有关新闻聚合媒体的著作权纠纷，需要考察

以下几个问题: ( 1) 传统媒体是否是适格的原告? 一

般情况下只有著作权人才是适格原告人，有关新闻作

品的著作权归属可以用到职务作品和法人作品等概

念。但是实务中新闻工作者的作品权利归属并不明

确，且与著作权规定存在诸多矛盾，有关原告适格性

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规范和研究。( 2 ) 新闻聚合媒

体的网络转载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 就我国《著

作权法》中有关合理使用的规定本身来看并无争议，

但是合理使用涉及到著作权客体的界定。新闻类作

品中仅时事性文章可适用合理使用规定，然而时事性

文章的定义以及其他新闻类作品的具体分类和判定

在法律中皆缺乏规定，需要结合司法判例和利益平衡

等理论综合进行分析。( 3 ) 以新闻聚合媒体为代表

的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转载行为能否适用报

刊转载的法定许可? 有关法定许可中的报刊如何定

义? 而在此之前需要明确的是，网络媒体对外来新闻

的“聚合式”处理，可否构成著作权意义上的转载?

( 4) 网络媒体的兴起，如同以往的技术革新，再一次

打破了所在行业的利益平衡。如何在此背景下尽快

恢复利益平衡，维护著作权法宗旨，是一个亟待解决

的课题。仅依赖著作权法律规定对失衡进行修补显

然缺乏效率。综合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以及不同

种类著作权许可制度的立法和执行经验，修改、完善

我国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制度应是解决新闻媒体利益

冲突的手段之一。我国大部分有关新媒体的著作权

问题研究，主要是围绕宏观网络环境下，网络服务提

供者和搜索引擎等常见主体的著作权侵权判定问题

而展开，对于主体属性模糊、传播行为特殊的聚合型

新媒体则鲜有涉及。有鉴于此，笔者希冀通过对“今

日头条”所涉行为的性质及内容的剖析，详细论证

“今日头条效应”牵涉的著作权法律关系。此外，笔

者将简要分析“避风港”原则和著作权间接侵权在本

次事件中的适用。

二、新闻聚合媒体侵权判定中的核心问题

( 一) 被侵权媒体的原告适格性分析

在著作权归属层面，新闻类作品可分为三类: 职

务作品、法人作品和一般作者创作的作品。根据我国

《著作权法》第 16 条第 1 款，在合同未明确约定的情

况下，职务作品的著作权由原作者享有，但所在单位

享有优先使用权。如果作者的创作过程在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所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那作者仅享有署

名权，其余权利由所在单位享有。而法人作品等同于

英美法国家的雇佣作品( works made for hire) ，我国

《著作权法》第 11 条规定，法人作品的作者是法人单

位，享有作品的全部著作权。也就是说，“职务类作

品”的著作权归属分三种情况，第一种为全部权利归

原作者所有，第二种仅署名权归原作者，其他权利归

属于法人单位，第三种是著作权全部归法人单位所

有。职务作品和法人作品以外的第三种作品，即一般

作者创作的作品，通常指的是非法人单位作者，如特

约作者和自由撰稿人就某一议题撰写的评论性文章。
由于该作者群体和法人单位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因

此亦享有作品的全部著作权。﹝3﹞

新闻媒体维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对涉案作品

享有著作权，明确新闻作品的著作权归属由此成为了

一个先决性问题。为此，学界曾经就法人作品和职务

作品的区分及构成要件产生过争议②。但实务中有

时并非如此，笔者咨询业界人士后发现，在我国，无论

是摄影记者( 其作品以新闻图片为主) 或是文字新闻

记者( 其作品以文字为主) ，其作品著作权一般都由

所在单位享有，原作者只享有优先使用权和署名权，

且在所在报社将原稿转供给其他报社时便可能遭到

剥夺，这显然背离了《著作权法》的规定。由此导致

的是新闻机构对其职务人员作品的著作权的完全掌

控，和后者对其本该享有的著作权利的丧失。由于业

界普遍缺乏著作权保护意识，业内的著作权归属长久

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业规则”。雇员一般不愿向

单位主动提出署名的要求，而雇员和雇主之间的著作

权归属纠纷在我国也不普遍，这正是不同主体之间话

语权上的失衡所致。
行业规则的失当必然导致隐患的存在。在新京

报社诉浙江在线网络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侵害著作权

纠纷案中，新京报社将著作权分属 500 余人、基于不

同争议事实的被侵权作品 7000 余篇合并审理的诉求

遭到了被告的抗辩，最终被驳回起诉，其原因之一便

是著作权人主体资格存在异议③。假设“今日头条”
一案适用报刊转载法定许可，我国《著作权法》第 32
条第 2 款规定: “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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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2013 年年中，今 日 头 条 获 得 了 1000 万 美 元 的 B 轮 融 资。
2014 年 6 月，又完成了高达 1 亿美元的 C 轮融资，且估值达 5 亿美元。

有关著作权利归属问题的一次学术思辩，可参见李承武:《浅
析法人作品与职务作品的关系及其在法律适用上的意义》，《知识产
权》1997 年第 3 期; 郑小川:《也论法人作品与职务作品》，《知识产权》
1998 年第 3 期; 萧雄淋:《著作权法论》，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版，第 72 － 74 页。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0) 浙知终字第 106 号民事裁定书。



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
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也

就是说，如果报刊意图使其发表的作品不适用法定许

可，必须由著作权人本人发出声明，登于刊物的明显

位置，否则，即便报刊自己发表声明，也会因声明无效

而无法阻却今日头条的转载行为。﹝4﹞234、237

( 二) 间接侵权理论与“避风港”原则的适用

新闻聚合媒体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著作权的间接

侵权? 笔者认为难以成立。间接侵权的构成，一般以

直接侵权行为存在为前提，在发布新闻的原网站没有

盗用或者非法转载他人作品的情况下，原网站( 或媒

体) 便是著作权人，也就是不存在权利人第三方。如

此，新闻聚合媒体的行为便只有“直接侵权”与“不直

接侵权”之分，没有间接侵权的适用余地。在网络环

境中思考著作权间接侵权问题时，还需涉及到“避风

港”原则。该原则源于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主

要用于著作权侵权案件中网络服务提供者(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简称 ISP) 侵权行为的判定。今日头

条在自我辩护时提到了这项原则①，显然是将自身视

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希望利用“避风港”原则豁免其

民事赔偿责任。“避风港”原则的规制对象是“网络

服务提供者”。而今日头条所提供服务的形式主要

表现为“浏览”以及“搜索与链接”，综合看来，其性质

上更接近“链接与搜索服务提供者”，根据《信息网络

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23 条，应属于“避风港”原则规

制的主体之一。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本次事件缺乏权

利人第三方而仅存在两方主体，“避风港”原则仍然

无法适用。
此外，今日头条的操作模式也使其偏离了我国

“避风港”原则的庇护对象范围。今日头条对聚合后

的新闻进行了选择、编排和分类，展现出了它对被提

供链接的掌控能力，且聚合行为本身也带有明显的商

业目的，相反，“避风港”原则一般只庇护无利益关系

的、“难以负担起对所提供服务的信息的合法性尽注

意义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②。这一“非无主观过错

者不庇护”的价值取向，在相关的新旧司法解释中皆

有所体现。鉴于此，今日头条意图借助“通知后删除

链接”进行抗辩的理由并不充分③。
( 三) 网络设链行为是否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

新闻聚合媒体的行为模式主要分为两种: 第一种

为临时复制与转码，这种处理行为如不符合《信息网

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规定，可能构成网络转载;

第二种是网络设链，主要涉及的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

侵权判定问题。就链接的类型来说，由于用户在点击

新闻聚合媒体所设立的链接时通常会脱离设链网站，

而此时浏览器中显示的网址已是被链接的网页地址，

其手段较之“深度链接”不存在任何隐蔽性，应属于

“一般性链接”或“浅度链接”。﹝5﹞133利用未经许可的

网络浅度或深度链接使用外部网页中的内容，这一手

段在我国是否能视为侵犯复制权、发行权或者信息网

络 传 播 权 仍 存 在 争 议，司 法 判 决 结 果 也 不 统

一。﹝5﹞134 － 137

我国《著作权法》第 10 条第 12 款以两个构成要

件的形式界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信息网络传播

权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

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使用新闻聚合软件的用户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

点搜索并浏览新闻，这种“交互式”传播关系已经基

本满足了上述条款中的第二个构成要件。但是，新闻

聚合媒体向公众提供的服务是否可以满足第一个要

件，即“向公众提供作品”呢? 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新闻聚合媒体并未从源头上掌控信息的传播，一旦源

媒体改变了网址或者被链接网页中的内容，通过点击

新闻聚合媒体设定的链接获取的内容也会相应改变。
新闻聚合媒体无法从根本上控制资源的传播，它的意

义更多地是通过设链以影响资源的传播范围。因此，

新闻聚合服务本质上依然属于链接通道服务。链接

通道服务是否属于“网络传播行为”? 这一点非常关

键且充满争议，将直接决定链接通道服务是否侵犯信

息网络传播权。就这一问题，我国司法态度上曾出现

过动摇④。目前，我国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等国的司法界皆倾向于将网络设链行为视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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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今日头条新浪官方微博: 《“今日头条”声明》，http: / /weibo．
com /2745813247 /B7BmWfaYx? mod = weibotime#_rnd1405849677579，
2014 年 7 月 20 日最后访问。我国的“避风港”原则是由《信息网络传
播权保护条例》、《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
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联合构建并充实
的侵权责任判定体系。参见杜颖:《网络交易平台商标间接侵权责任
探讨》，《科技与法律》2013 年第 6 期。

在正东唱片诉世纪悦博案中，被告“对收集到的有关音乐网
站中的地区、歌手、歌单、歌词及网站等信息进行了选择、编排、整理，

提供给用户浏览、使用”，因此“完全有能力对被链接信息的合法性进
行逐条甄别”。法院由此认定，对世纪悦博公司的行为不适用当时尚
未废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5 条。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04 )

高民终字第 713 号民事判决书。
我国法律对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网络内容提供商尚未作出明

确界定，二者在侵权责任认定和“避风港”原则的适用性上不尽相同。
但就今日头条事件来说，无论如何界定，“避风港”都不具备充分的适
用条件。参见蔡颖雯: 《论网络内容提供商的侵权行为及其责任》，
《法学论坛》2005 年第 1 期。

相关案例，可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04 ) 高民终字第
713、714、1303 号民事判决书，以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09 )

浦民三( 知) 初 字 第 1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天 津 市 第 二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2012) 二中民三知初字第 382 号民事判决书等。



被链接网站扩大原有网络传播行为的影响范围”和

“向公众提供便利”，不将其轻易视为“网络传播行

为”，也不直接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6﹞﹝7﹞ 以往判

例中多次出现过的“A 网站未经许可提供 B 网站音

像作品的深度链接”的行为，曾有过认定侵犯了原告

的录音制品邻接权而非信息网络传播权①。这一现

象源于英美司法判例的影响和对我国国情的考量。
此外，也有观点认为今日头条的设链行为虽然不直接

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在帮助侵权方面仍难辞其

咎，这在上文中已有论述，所以笔者对此亦不敢苟同。

三、新闻类作品的划分与合理使用

新闻聚合媒体的转载使用对象是我们通常意义

上的新闻类作品。新闻类作品在著作权语境下如何

划分，且哪些类别的作品可以构成著作权客体，是在

讨论合理使用之前必须要梳理的问题。
( 一) 新闻类作品的分类

传统媒体抑或网络媒体，其登载的新闻内容一般

可分为几类，第一类是对单纯事实消息的报道，即

“时事新闻”; 第二类是含有独创性内容的时事报道，

即“新闻作品”; 第三类是权力机关发表的政策性文

章，即“时事性文章”; 第四类是针对非时事消息的评

论性文章，简称“评论文章”，其中，第二类和第三类

作品又统称为“时事评论”②。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5 条将“时事新闻”

定义为“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

道的单纯事实消息”，其通常具有时效性，﹝8﹞ 且“只

是对于客观事实的反映或报道，属于著作权法不予保

护的思想观念和事实”。﹝9﹞54“时事新闻”之所以不构

成著作权客体，是充分基于劳动投入理论、思想表达

二分法和公共利益衡量的。﹝10﹞20 － 22﹝11﹞331 － 337当然，其

概念范围也仅限于此，换言之，如果作者在报道时事

新闻的同时涵盖了具体细节、加入个人的判断或评

论、或对其进行创造性的编排，作品就会因为含有

“事实性的表达”而上升为“新闻作品”，﹝12﹞434 － 435 并

因其独创性表达而受到著作权保护③。显然，界定

“时事新闻”和“新闻作品”绝非易事，后者在宏观层

面上甚至可以包括科研成果作品和地图④。日本著

作权法规定将时事新闻限于“关于人事往来、讣告、
火警、交通事故等日常消息”⑤，显然是为了从整体

上对新闻提供更高保护。我国法律则对此“语焉不

详”，除了《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

定义，因而二者的分野较为模糊。
以上是有关“时事新闻”与“新闻作品”的区分，

除此以外，如果作品由官方机构撰写并发表，还可能

构成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时事性文章”，同样

可享有著作权保护。学界和实务界通常将时事性文

章解释为党政机关为某一特定事件或者重大问题所

发表的官方文章、方针及政策⑥，该解释仍多少带有

历史遗留下的时代色彩。我国《著作权法》中对“时

事性文章”的定义可以被视为系对“时事评论”的狭

义理解，其作为著作权客体之一须受到合理使用条款

的限制。新闻作品和时事性文章，构成了完整意义上

的“时事评论”。鉴于该类作品的特殊性，能够引起

著作权侵权纠纷的作品仅限“新闻作品”和“评论文

章”两类。既如此，新闻聚合媒体的使用行为是否构

成侵权，就应当视被使用作品的类型而定。而被侵权

媒体实际遭受的损害和损害赔偿额度等细节的判定，

也需依赖于在审法院对不同新闻类别的界定结果。
( 二) 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在新闻聚合问题

上的适用存在不足

著作权中的合理使用，是指“在利用有著作权的

作品时，既不需要取得权利人的同意，一般也不需要

付酬，而且不构成侵权”的使用行为。﹝13﹞124 合理使用

制度的创立，是著作权立法平衡权利人权益和公众利

益后的结果。我国《著作权法》采用了大陆法系国家

的封闭式立法模式，在第 22 条中罗列了 12 项构成合

理使用的行为。而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则没有详尽

地列举具体情形，只是在其《版权法》第 107 条中规

定了 4 种具有影响力的因素，供法官判定时参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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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1999 ) 二中知初
字第 129 号。

针对“新闻”、“新闻作品”、“时事新闻”、“新闻报道”等名词，

在辞书中都有不同的解释，学界对其理解和分类也不尽相同，笔者将
广义上的“新闻”分为“时事新闻”、“新闻作品”、“时事性文章”和“评
论文章”四个类别。学界中较具权威性的分析，可参见吴汉东: 《著作
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8 页。

在“经济参考报社诉上海美宁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侵害作品
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受与
分析判断”的新闻作品具有独创性，不属于时事新闻。参见上海市徐
汇区人民法院( 2013) 徐民三( 知) 初字第 674 号民事判决书。有关新
闻图片对新闻作品是否构成“时事新闻”的影响，参见重庆市高级人
民法院( 2013) 渝高法民终字第 00261 号民事判决书。

地图虽然只是对某个地域的物体的数据性和空间性描述，但
是其内容的组成和编辑同样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因此可以被视为汇编
作品。美国法一般称之为“事实性汇 编 作 品”，see General Drafting
Co． ，Inc． v． Andrews，37 F． 2d 54，55 ( 2d Cir． 1930) ．

转引自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0 页。有关美国判例，参见〔美〕唐 Ｒ 彭伯:
《大众传媒法》，张金玺、赵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80 － 481 页。

此类作品的著作权定义在各界已经基本达成一致，参见刘春
田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8 页; 唐
德华主编:《著作权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 年
版，第 239 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 《 ＜ 中华人
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 修改立法资料选》，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
页。



述立法模式的不同，使得我国法院在判断某种行为是

否构成合理使用时可以采用一种更为简约的逻辑，即

只需对涉案作品的性质进行判定，而无需判断“合理

使用”规定的实际适用范围。虽然我国在司法实践

中曾将某些列举之外的行为认定为合理使用，但总体

来说，仍无法掩盖此项制度的僵化架构。相比之下，

审理 Associated Press v． Meltwater 一案的美国纽约南

区联邦地区法院(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
trict of New York，简称 SDNY) 因在审理过程中对合

理使用( Fair Use) 规则作出了出人意料的严格解释，

在结案后饱受学界诟病，但也迅速激起了各方更深入

的研究①，使制度更加得以丰富。
根据上文分析，在新闻聚合媒体使用的所有作品

中，仅时事性文章一类在我国《著作权法》第 22 条第

4 款中被纳入其范畴。但由于时事性文章本身定义

所限，其在所有新闻类作品中所占的比重极低。另一

方面，即便我国司法实践在判断新闻聚合媒体的使用

行为是否符合合理使用时参考了《伯尔尼公约》的

“三步检验法”以及美国判例法中的“四要素”，新闻

聚合媒体的转码处理( 或称“二次改进”) 行为也有可

能因为其修改程度过高或者涉及作品数量过大而难

以满足相关要件。因此笔者认为，合理使用抗辩在今

日头条事件中的作用较为有限。需要说明的是，这种

“作用有限”不仅仅是因为今日头条所涉行为本身或

者是其所引用的作品内容形式所致，更多是源于我国

著作权传统缺失及立法技术困境而造成的合理使用

制度适用空间被不断压缩。事实证明，合理使用制度

在我 国 存 在“理 论 前 提 与 制 度 设 计 上 的 双 重 缺

乏”，﹝14﹞导致其在面对新技术带来的问题时无法以

现有的列举方式有效消解矛盾，在网络环境下的适用

空间更是出现了明显的萎缩。笔者认为，鉴于英美等

国家在处理新闻聚合媒体问题时其本国合理使用制

度所展现的灵活性和解释力，我国应当吸取经验，尽

快建立合理使用制度明确的理论基础，并在列举式立

法的基础上加入含有抽象判断要件的兜底条款，避免

其适用范围的再度缩小②。

四、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制度的适用

著作权法定许可，是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他人使用

有关的作品不需要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但应当支付

相应报酬的一项制度。著作权法定许可通常含有四

个先决要件，即许可使用的作品必须是已经发表的作

品; 使用作品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著作权人未

发表不得使用的声明; 不得损害被使用作品和著作权

人的权利。﹝15﹞4我国《著作权法》共设定了四种法定

许可，其中包括第 32 条第 2 款规定的报刊转载法定

许可。有关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主体范围，在我

国依然存在不同意见，我国有关这一问题的立法历程

亦反映了这一争议性，网络媒体可否适用此项制度，

目前看来仍存疑问。另一方面，聚合式新闻处理手段

能否构成网络转载也尚无定论。在进一步探究法定

许可制度在新媒体中的应用前，下文将先行围绕上述

两个方面予以分析。
( 一) 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存在疑问

在我国《著作权法》诞生之初，报刊转载法定许

可适用范围之界定甚至谈不上是一个问题。彼时，传

统媒体几乎占据了国内新闻媒体的全部，法定许可的

适用对象也被默认为纸质媒体。但随着数字技术的

发展，网络媒体的勃兴引发了新闻传播方式的改革浪

潮，问题随之产生———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不
同网络媒体之间是否适用报刊转载的法定许可呢?

这个难题在随后十多年中出台的数个法律文件中成

为焦点，其具体适用范围也因不同时段出台文件的差

异性规定而几经反复。从 2000 年最高院公布的《关

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 的 解 释》( 以 下 简 称《网 络 著 作 权 司 法 解

释》) ③，到 2001 年第一次修改《著作权法》，到 2002
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到 2003 年第一次修改

《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再到 2006 年施行的《信息

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和同年第二次修改的《网络著

作权司法解释》，饱经争议的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

用范围最终在 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

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中尘埃落定，期间在是否延及网络媒体的问题

上反复五次，引起矛盾和疑问之余，也直接影响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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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去年刚审结的 Associated Press 诉 Meltwater 案中，新闻聚合
媒体 Meltwater 因为提供了新闻搜集和摘要服务，被 Associated Press 以
著作权侵权为由起诉。Meltwater 遂以合理使用和默示许可为由抗辩，

但是最终法院皆予以否定，并在一审中判定 Meltwater 侵权。美国学
界认为，法院未对被告的合理使用抗辩予以承认，不但是对新闻聚合
媒体的过分严苛，也忽略了此类新兴媒体对新闻消费和行业的刺激作
用。See Dylan J． Quinn，Associated Press v． Meltwater: Are Courts Be-
ing Fair to News Aggregators? 15 Minn． J． L． Sci． ＆ Tech． 1189
( 2014) ． See also Associated Press v． Meltwater U． S． Holdings，Inc． ，
931 F． Supp． 2d ( S． D． N． Y． 2013) ．

有关我国著作权制度中合理使用的立法缺憾和网络环境下
合理使用空间的萎缩，参见于玉:《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应对
数字网络环境挑战》，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9 － 101 页、第
188 － 190 页。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条款中只涉及到网络媒体转载报刊作品
和网络媒体作品之间的转载，并未提及传统报刊转载网络媒体作品，

因此该司法解释仍未真正规制新旧媒体之间的双向转载。



关司法工作①。
随着数字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转载的规定最终

遭到抹去，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也随之基本达成一致，

即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只限传统报刊和传统报刊之

间。﹝9﹞103由于今日头条本身和其转载的媒体大都是

非纸质报刊或者非报刊，如不将现行法律规定中的

“报刊”重新定义，此项法定许可在今日头条事件中

将无法适用。
( 二) 新闻聚合过程中存在网络转载行为

虽然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在网络媒体中的应用尚

且欠缺法律基础，但对于新闻聚合行为的转载属性进

行分析仍然十分重要。假若可以在“新闻聚合构成

网络转载”上达成一定共识，那便是为日后报刊转载

法定许可制度的完善奠定了适用性基础。反之，“新

闻聚合”与“报刊转载”之间便会存在概念上的错位，

此项制度的修改便无法解决新旧媒体之间的冲突。
今日头条的聚合式处理分为两种，其一是网络设

链，即仅提供新闻标题，在标题上设定通向原网页的

网络链接，该问题在上文中已经分析; 其二是将其他

媒体网页上的作品转码后，存储在自身服务器中再予

以呈现，这就有可能构成对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的直接侵权。今日头条在其声明中宣称:“我们不修

改合作网站页面内容，不展现自己的广告。对合作网

站页面完整展现给用户，包括网址、广告、品牌、下载

链接、微信公众账号等等”，﹝16﹞ 仅承认设立链接，否

认复制或转载，但此声明并不完全属实。今日头条在

对一部分原新闻页面进行转码时，省略了页面设计、
布局、广告等新闻原文以外的绝大多数内容，这其实

是一种“深度设链”行为，从其域名中便可察觉。若

采用服务器标准，今日头条的行为虽不一定构成复

制，但其表现方式应当构成著作权意义上的转载。另

一方面，由于转码后的页面仍然显示原媒体作为新闻

的出处，因此从用户感知的角度来判定是否构成转载

会更加复杂②。
今日头条对一部分新闻进行了 WAP 转码处理，

并将转码后的新闻放置于 PC 端页面，直接提供给 PC
用户浏 览。这 种 情 况 下 的 WAP 转 码 并 非 产 生 在

WEB 页面与移动互联网对接过程中，也未必是基于

移动搜索通信环境下文本格式差异所需要的必要技

术手段，因此不能满足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

例》第 21 条中“为提高网络传输效率”以及第( 二) 、
( 三) 款的规定。一般认为，网络转载是指“在表明发

表者为非原创作品享有者的前提下，非原作品的发表

网站，重新发表该作品”。﹝17﹞ 转载的前提是复制，因

此合法的网络转载行为应当以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和

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的自愿许可为基础( 时事性

文章的法定转载许可除外) ，否则将构成非法转载。
对于上述转码、存储和上传行为，可以视为网络转载。
对此，一些传统媒体、新媒体业者和学者也持类似观

点③。今日头条的部分网络转载行为未获得著作权

人对其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的自愿许可，

宜定性为非法转载行为。

五、新媒体浪潮下利益冲突的解决途径

———完善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制度

( 一) 重构著作权许可制度是产业的最优之选

显然，我国现有著作权制度无法有效解决新闻聚

合媒体带来的侵权判定问题。但是，侵权判定本身并

不应当是“新闻聚合媒体”问题的重心。事实上，在

新旧媒体之间的多层关系中，有一种关系凌驾于诉讼

之上，亦即产业利益的再分配，其直接决定着整个行

业的发展命运。正如《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 1 条

所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

纷案件，在依法行使裁量权时，应当兼顾权利人、网络

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从宏观层面上的著

作权规定，到其中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再到

上述制度的调整和限制，这种私权权利的限制和反限

制的过程，强调的是对利益平衡和产业整体发展的整

体把握。
站在上述角度再看，新旧媒体的诉讼之争便相当

值得思考了。少数传统媒体出自本能的维权举动虽

不罕见，但是大规模的集体诉讼还是会因为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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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以“王路与雅虎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上诉案”为例，案件于
2005 年初审，2007 年终审，期间经历了 2006 年《网络著作权司法解
释》的第二次修订。法院就适用法律进行了诸多考虑。参见北京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5) 一中民初字第 5761 号民事判决书; 又参见张
晰昕:《涉及网页快照的著作权侵权构成》，《人民司法》2009 年第 20
期。

在笔者随机选取的 1000 条新闻中，今日头条的转载率约为
35%。该比例和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所言基本一致。参见谢鹏、刘
炎迅:《今日头条“偷”来的五亿美元?》，载《南方周末》2014 年 6 月 12
日，第 A1 版。相关例证，可参见中国新闻网: 《中国多地受“威马逊”
影响 四省份 26 人死 25 人失踪》，http: / /ku． m． chinanews． com / toutiao /
gn /zw /1394923． shtml，2014 年 7 月 22 日最后访问; 中国新闻网:《中国
多地受“威马逊”影响 四省份 26 人死 25 人失踪》，http: / /www． chi-
nanews． com /gn /2014 /07 － 21 /6407402． shtml，2014 年 7 月 22 日最后
访问。

有关学界针对今日头条转码及转载行为性质的意见，参见王
晓雁、李含:《网络转载应当纳入法定许可》，http: / /www． legalweekly．
cn / index． php / Index /article / id /5489，2014 年 7 月 22 日最后访问; 又参
见鞠靖:《南周问卷:“今日头条”事件调查》，载《南方周末》2014 年 6
月 12 日，A2 版。



( Prisoner’s Dilemma) 现象的普遍存在而夭折①，由此

可见，诉讼并非消解矛盾的第一选择，事实上，这种只

图一时权益的行为实有违背著作权立法目的之嫌。
这一方面，上世纪 80 年代被迫一时隐忍，但最终受惠

于索尼 Betamax 录像机的电影公司，和本世纪初取得

空前成功的 iTunes 网络音乐商店都是鲜明的例证。
2014 年 6 月，《广州日报》决定起诉“今日头条”仅仅

12 天后便申请撤诉，并随即宣布将与后者共同开拓

新闻市场，也是体现了相同的利益诉求。﹝18﹞

“著 作 权 远 非 一 种 财 富 再 分 配 的 理 想 工

具”，﹝19﹞206如何避免传统媒体自封于旷日持久的诉

讼，是我国著作权制度改革面临的问题之一。笔者认

为，与其沉醉于无止境的学理争论( 比如今日头条的

深度链接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或是听取媒体

间无休止的诡辩( 如能否视今日头条为新闻搜索引

擎或是数据库) ②，我们更应以行业的整体福祉为重，

重新构思可行的著作权许可模式，以求在网络媒体和

传统媒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协作机制。美国学界从上

世纪末便开始讨论新闻聚合媒体的合法性问题，这种

讨论在 Google News 崛起和 Associated Press v． Melt-
water 案后达到顶峰，并逐渐演变为新闻聚合行为的

“合理使用之辩”。但是从近几年的学术研究成果来

看，美国学界的焦点已经从合理使用转向了著作权许

可机制的完善，其中尤以默示许可和著作权集体管理

组织导向下的“海量许可”为甚，而英美司法判例也

多数判定新闻聚合媒体不侵权。﹝20﹞ 这种方向性的转

变对于我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 二) 许可制度的选择应以现实可行性为考量

通过著作权许可制度的重构以解决新闻聚合媒

体的著作权问题，这一思路在国内外已经基本形成共

识。其中，以个案许可、默示许可、强制许可与法定许

可制度的呼声为最高。但是，尽管上述四种方案都可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规避诉讼的效果，其在实务中的可

操作性却不尽相同。就个案许可来说，虽然该制度赋

予了各方完全的意思自治，同时也最为尊重著作权人

的自主决定权，符合网络环境下的利益平衡需求，但

是其在实务运行中的高成本极大地限制了可操作性，

尤其在面对“海量授权”时，其可行性依然存在疑问。
针对上述问题，有学者随之建议引入强制许可制

度③。此观点亦值得商榷。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著作

权强制许可制度，缺乏实际操作经验，若生搬硬套我

国专利法上对强制许可的相关规定，则依附于专利强

制许可制度的“首先寻求专利权人的许可”及“依赖

于相关机关实施强制许可”等前置性条件会因著作

权本身的制度特性而导致强制许可制度在著作权语

境下难以践行。与此同时，因配套社会制度、执行机

构和相关法定程序不健全，现行立法规定过严，许可

通过门槛过高等原因，﹝21﹞强制许可同样具有不可操

作性，其效率价值也值得商议。﹝22﹞

相较之下，默示许可机制应当是许可主体自治和

强制性许可之间的折中选择。该机制赋予了权利人

在网络上“统一声明授权( 或不授权) ”之权利，而未

声明者则一律视为默示许可。其优势在于保留了著

作权人的基本权益，同时能够提高许可效率，避免交

易成本过高④。﹝23﹞美国学界在 Field v． Google，Inc．
案对默示许可抗辩( Implied License Doctrine) 进行扩

大解释后受到启发⑤，进而在近年来提出了著作权许

可制度从“主动授权( Opt － In) ”到“被动授权( Opt －
Out) ”的转变⑥，其核心思维与我国学界的部分观点

相契合。可以说，默示许可制度的确具备一定的可行

性，但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模糊性⑦、配套制

度以及操作经验的不足，在推行该制度之前采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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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在政治经济学中被广泛运用的“囚徒困境”理论到了新闻领
域中也同样适用，各传统媒体在渴望维权的同时，却因顾虑维权成功
后可能失去网络媒体带来的人气的博弈心理，导致了在强力新闻协会
机构缺失的中国，传统媒体无法轻易地集结，向新闻聚合媒体发起集
体诉讼的困境。See Ｒobert 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
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89 － 90 ( 2001) ．

参见金楠:《国家版权局介入调查，今日头条事件再升级》，
http: / /www． leiphone． com /copyright． html，2014 年 7 月 22 日最后访问。
美国学界对新闻聚合媒体和搜索引擎之间的差异不置可否，认为虽然
二者提供的服务存在不同，但由于都采用了网络搜索技术，二者运作
模式之间的分野尚不明确。See Dylan J． Quinn，Associated Press v．
Meltwater: Are Courts Being Fair to News Aggregators? 15 Minn． J． L．
Sci． ＆ Tech． 1189 ( 2014) ．

参见丛立先:《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制度的困境与出路》，《法
学》2010 年第 1 期，第 28 － 29 页。有关“海量授权”和国外著作权集
体管理组织在授权过程中所起的调控作用，see Nicole Marimon，Shut-
ting Down the Turbine: How the News Industry and News Aggregators can
Coexist in a Post － Barclays v． Theflyonthewall． com World，23 Fordham
Intell． Prop． Media ＆ Ent． L． J． 1441．

参见陶鑫良:《探索建立著作权主动声明授权机制》，载《中国
知识产权报》2014 年 7 月 11 日，第 10 版。也有学者建议不针对新闻
聚合媒体采取任何制裁或是规制，在其看来，新型媒体的诞生是产业
蜕变的积极现象，而产业的利益平衡会在其良性变迁的过程中自然形
成，See Kimberley Isbell and the Citizen Media Law Project，The Ｒise of
the News Aggregator: Legal Implications and Best Practices，21 ( 2010 ) ，
available at http: / /papers． ssrn． com /sol3 /papers． cfm? abstract _ id =
1670339．

412 F． Supp． 2d 1106，1115 － 16 ( D． Nev． 2006) ．
有关美国学界对默示许可制度在媒体行业中的应用，see Dy-

lan J． Quinn，Associated Press v． Meltwater: Are Courts Being Fair to
News Aggregators? 15 Minn． J． L． Sci． ＆ Tech． 1189 ( 2014) ，see also
Monika Isia Jasiewicz，Copyright Protection in an Opt － Out World: Im-
plied License Doctrine and News Aggregators，122 Yale L． J． 837．

在 2014 年 6 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修订草案
送审稿) 》中，暂时在第 48 条中规定了报刊转载的默示许可。而在现
行《著作权法》中，默示许可的规定并不明确，其与法定许可之间是
“杂糅”而不独立的。参见王国柱、李建华: 《著作权法定许可与默示
许可的功能比较与立法选择》，《法学杂志》2012 年第 10 期。



性的过渡制度，或许是更为安全的做法。
诚然，上述著作权许可制度皆有其值得借鉴之

处，但同时从分析中可以看出，三者严格来说都无法

满足现阶段我国国情的需要。若就此冒然引入，很可

能会因沦为“压力型立法”而无法实现立法的本来目

的①。综合考量之下，可以确定法定许可制度为解决

我国新旧新闻媒体冲突的最优途径，而下一步就应当

是在充分了解我国现状的基础上，构筑起公正公平且

具有高操作性的保障性制度。对此笔者认为，沿用与

完善我国的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制度不失为一条可行

之路。
( 三) 应当沿用并扩大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制度的

适用范围

曾有观点认为，我国应当取消转载摘编之法定许

可制度。其主要理由有二: 其一，就报刊转载法定许

可本身来说，属于“中国特色”。由于法定许可过于

限制了权利人的权利，仅能保证其最基本的获酬权，

因此这种使用权限制的规定在国际上十分审慎，就这

一点来说，我国的做法有悖于国际潮流。现下我国新

闻出版行业已基本摆脱了政策导向的羁绊，则应当适

时取消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其二，该项制度与《伯尔

尼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针对著

作权的限制和例外所规定的“三步检验法”和“合理”
标准相悖。且由于“该项法定许可不适用于外国人

作品，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外著作权人权利保护的不平

等”，易引致“超国民待遇”的怪象②。
诚然，我国各界在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沿用问题

上仍存有一定争议，但是就现有观点来看，这些争议

大都围绕着法定许可的制度基础和执行效果而展开，

对于其在网络环境下不适性的分析则较少。既如此，

讨论该制度的存废便显得过早也过于严厉，事实上，

该制度在上述各层面都具有扎实的适用基础。
首先，就法定许可的立法依据而言，“法定许可

使用是各国著作权法普遍推行的一种制度，其所涉及

的权利项目包括表演权、录制权、广播权、汇编权等，

但各国法律规定不尽一致”。﹝24﹞155 也就是说，法定许

可制度在各国著作权法律体系中都或多或少地得到

了应用，具有充分的国际立法基础。虽然报刊转载法

定许可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它却是充分审视我国

国情后创立的独特制度，具有充足的合理性，其也未

必与现今国际规则相冲突③。
其次，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制度在实现权利人获酬

方面的执行效果不力，长久以来多为学者所诟病。但

是这显然不完全是制度本身的缺陷所致，更进一步分

析，其应当是配套机制孱弱导致制度未能得到切实执

行的结果。就此方面而言，个案许可、强制许可等其

他著作权许可制度并无明显优势。换言之，强化执法

环境、执法条件与完善配套制度④，是任何一种著作

权许可制度得到贯彻的必要条件。因此，所谓的“法

定许可制度过于限制了著作权人的权利”的弊端，是

可以通过提高实际执行效果予以弥补的。同时，为避

免制度遭到滥用，应当明确报刊转载作品的具体范

围，进一步保护权利人权益。
第三，从 1990 年我国《著作权法》立法至今，时

代背景和行业性质固然发生了变化，但形势的变化不

必然导致制度的更替。我国适用报刊转载法定许可

已有 20 余年，已经围绕其构建起了较为完备的配套

机制，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外，网络环境的发展

使海量作品得以迅速传播，对著作权许可的具体操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定许可制度能够避免可能出现

的“海量”授权许可所导致的不可操作性以及私人谈

判过程中过高的交易成本。﹝25﹞172 － 173 因此，许可环境

的复杂化不但无法构成摒弃法定许可制度的理由，反

而为该制度的延续提供了新的土壤。
法定许可制度以利益平衡为原则，其主要功能是

通过适当限制权利人的自主决定权与获酬渠道，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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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吴元元: 《信息能力与压力型立法》，《中国社会科学》
2010 年第 1 期，第 159 页。倘若立法者自身的信息汲取能力不足，面
对媒体、国际规则和各利益集团时犹豫不决、过分被动，缺乏立法应有
的审慎和科学性，最终形成的立法便无法实现各方之间的利益平衡。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在尝试引入惩罚性赔偿的过程中，已经遭到了学界
就压力型立法观点所提出的批评。参见李晓秋: 《专利侵权惩罚性赔
偿制度: 引入抑或摒弃》，《法商研究》2013 年第 4 期，第 143 页。

丛立先:《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制度的困境与出路》，《法学》
2010 年第 1 期，第 28 页。此外，一些学者还从报酬机制、付费义务执
行、权利人知情权等层面，提出了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制度运行不力，从
而应予废除的多项理由。参见索来军: 《关于取消著作权法中报刊转
载规定的建议》，《中国版权》2011 年第 3 期。

制度本身的稀有性，不必然意味着制度的不合理性。我国现
行《著作权法》规定的“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完全符合 TＲIPS 协定中
的“三步检验标准”。而“超国民待遇”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扩大现有
法定许可规定，将规定中的“报刊”一词的含义延伸至网络媒体而维
持现状，同样不悖于当今国际惯例。参见陶鑫良: 《网络作品传播的
“法定许可”适用探讨( 续) 》，《知识产权》2000 年第 5 期，第 17 － 19
页。

一些学者在建议废除报刊转载法定许可规定时，提出赋予著
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授权许可和收取报酬的权力，这一建议确有其
可行性。但是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力进行强化，不一定需要建
立在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换言之，即便是保留现有法定许可制度，一
样可以通过健全机构的职能予以解决。这一点在学界的研究成果中
也有所体现。参见丛立先: 《论网络版权中的法定许可》，《辽宁大学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6 期，第 159 页。此外，关于现行
制度中付酬机制的完善方案，学界也早有研究，其成果可以直接影响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的最终成果。参见马明飞、周华伟: 《报
刊转载法定许可的困境与出路———以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为视角》，
《中国版权》2014 年第 2 期; 武志怡: 《论报刊转载法定许可付酬机制
的制度选择》，《中国出版》2004 年第 8 期; 付琼: 《完善我国法定许可
使用付酬制度的思考》，《商业经济》2012 年第 1 期。



程度地鼓励和促进作品的传播和使用。因此，较之其

他许可制度，法定许可制度在网络环境中的沿用，更

能迎合网络的流通性和开放性，满足网络空间的利益

平衡要求。其不但有助于我国新闻类作品的传播，也

能在配套机制完善的基础上充分实现权利人的获酬

权。此外，如上文所述，虽然在解决新闻聚合媒体问

题时采用默示许可是当下国际上的主流观点，但是就

我国来说，可以考虑借助法定许可制度来完成阶段性

的过渡。

结语

网络媒体的风起，迅速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与

密度，昭示着一个“产生和传播海量作品”时代的到

来。从今日头条事件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传统著作

权侵权和许可制度在面对网络著作权环境时的“窘

迫无力”。﹝26﹞18 － 38 如何在利用现有法律规定正确判

定侵权、完善许可制度以保证权利人的正当权益的同

时，实现权利方、转载方以及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建

立三网融合的共赢生态模式，不仅是著作权法“促进

作品广泛传播，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

的进步”的学理希求，更是著作权制度展现其经济与

社会意义的契机。对此，我国学界和司法界应当迅速

作出反应，重新完善著作权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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