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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调查

网络账号、虚拟货币、游戏道具……

如何保护我们的虚拟财产？
微信公众号、抖音号能不能
转让？淘宝店铺能不能流
转 、继 承 ？ …… 互 联 网 时
代，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虚
拟财产，如何依法保护这些
虚拟财产？
刚刚通过的民法典，在“总
则”部分明确提出“虚拟财
产”的概念，指出“法律对数
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记
者调查发现，在当前司法实
践中，虚拟财产的保护仍需
改革和不断探索。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虚拟财产范围越来越广
随着互联网与现实世界联系愈加紧
密，虚拟财产的范围也逐渐扩大。除淘
宝或支付宝这类与“钱”直接相关的平台
账号，诸如手游账号、微信公众号、抖音
号、虚拟货币，甚至存储在云端的数据，
也都具有了一定的资产属性。
——网上店铺和交易账户、游戏账
号及虚拟货币。
“ 从上大学起，我就开始
玩各类大型网络游戏，为买游戏装备也
投入了不少钱。去年上半年，我一游戏
账号转手就卖了 4000 元。”江西南昌市
民王女士告诉记者，她认识不少拥有价
值上万元游戏账号的朋友，甚至有人专
门以贩卖游戏账号为业。

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张翼腾律师认
为，游戏账号、网上店铺、虚拟货币等，虽
然只存在于虚拟空间，但客观上具有一
定的使用价值或交易价值，应被视为虚
拟财产。
——具有一定“粉丝”量的微信公众
号、抖音号等带有公共传播属性的平台
账号。
“流量即现金”，拥有一定“粉丝”量
的公共传播账号具有“流量变现”的能
力，因此也应被视为虚拟财产。记者从
公关行业了解到，目前一个拥有 100 万
左右“粉丝”的美妆类抖音号，发布一段
带有广告植入的短视频的价格在 1 万元
左右；而一个拥有 100 万左右“粉丝”的

微信公众号，在头条和非头条推送中植
入广告的费用分别是 5 万元和 3 万元左
右。
——在云端或设备中存储的数据。
大数据时代，一些企业在云端或设备中
存储的数据信息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应
被认定为虚拟财产。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新兴互联网平
台的崛起，虚拟财产的范围逐步扩大，在
法律保护方面也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
比如，虚拟财产如何继承，在离婚诉讼中
如何确定夫妻双方共有虚拟财产的分
割，这些问题的解决目前在司法实践中
都存在具体困难。

相应的法制建设尚未跟上脚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虚拟财产的
门类和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但相应的
法制建设尚未跟上脚步。
——一些互联网平台长期利用“霸
王条款”掣肘用户保护虚拟财产，司法实
践尚存认定和质证难题。
“用户账号所有
权归本平台所有”
“ 由于账号、密码等信
息外借、泄露或者被他人盗用而引起的
法律责任，由用户自行承担”……这是某
互联网平台用户服务协议中的内容。记
者调查发现，许多互联网平台都有类似
“霸王条款”，这些条款大多具有“不可商
议性”，将用户置于严重的不平等地位，
也为用户日后的维权制造了很大障碍。

——部分虚拟财产的合法性仍待进
一步明确。以近年来兴起的虚拟货币为
例，根据工信部和原“一行三会”于 2013
年 发 布 的《关 于 防 范 比 特 币 风 险 的 通
知》，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
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中国银行
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表示，当现行法律
法规未对某类虚拟财产的合法性予以承
认时，则此类虚拟财产在追索或继承时
将难以受到法律保护。
“前两年，我一款价值将近 2000 元
的游戏装备私下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出售
时被骗，向该平台客服人员反映后，他们
表示无法对虚拟产品的交易进行核对和

保护。”一名游戏玩家告诉记者，
“就算我
把和对方的聊天记录发给客服人员看都
无济于事，之后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 虚 拟 财 产 的 本 质 仍 是 云 端 数
据，权利人在维权过程中存在举证难问
题。肖飒等法律界人士认为，当法院认
定用户账户中的虚拟货币或道具是“为
生活需要而购买的商品或服务”时，则用
户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举证责
任倒置”情形。而如果法院认定平台与
用户之间非“经营者与消费者”关系，则
用户需要就“因平台责任导致虚拟财产
损失”进行举证，这从客观上增加了用户
在虚拟财产保护上的维权成本。

虚拟财产保护仍需“高筑墙”
据了解，一些国家已有顺利继承虚
拟财产的先例。2018 年 7 月，德国联邦
最高法院对一名母亲申请继承已故女儿
网络社交平台账号一案做出裁决，认定
该账号为遗产一部分，因而判决该母亲
可以继承账号。
法律界人士认为，虚拟财产日益增
多，是未来社会的必然趋势。司法机关
和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促
进虚拟财产保护。
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
新锐表示，平台为免除或减轻自身责任
而拟定的格式条款，如显失公平，应认定

为无效条款。
“ 比如‘由于账号被他人盗
也可被视为虚拟财产。他建议，立法和
用而引起的法律责任由用户自行承担’ 司法机关可在未来继续探索划定虚拟财
的约定，就有可能被法院认定为平台在
产的具体范围和性质，从而为具体司法
不合理地免除其对用户账户安全应承担
实践提供指导。
的责任，相关条款可能被认定无效。”业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针对公民虚拟
内人士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应对互联网
财产的犯罪行为，应以财产犯罪论处。
平台的格式合同进行专项检查，将不符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一些判例显示，
合规定的条款内容向社会通报，并要求
当用户虚拟财产遭受侵害时，法庭会认
平台限期整改。
定这种行为是计算机犯罪而非财产犯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赵占领
罪，这就导致虚拟财产的权利人有一定
认为，虽然大部分互联网平台的网络账
概率无法追回遗失或被盗资产。”浙江大
号都约定用户仅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 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但从法律角度而言，网络账号的使用权
高艳东说。

珠峰
“新身高”
是多少？
别着急正在算

预计整个数据处理工作
于 8 月 10 日左右完成

半层楼，数个科室，几排工位，工作人
员时而滑动鼠标，时而敲击键盘，双眼紧盯
电脑屏幕……这看似普通的工作场景，实
际上别有洞天：2020 珠峰高程测量数据正
在这里加速汇集、整理，并紧锣密鼓地分
析、计算，不久之后珠峰
“新身高”
的初步计
算结果，将在这里诞生！
这里是自然资源部大地测量数据处理中
心，
地处陕西西安，
是我国唯一从事大地测量
数据处理与大地测量档案管理的专业队伍，
也是此次2020珠峰
“新身高”
的计算单位。
2020 珠峰“新身高”的计算团队，分为
高程控制网计算组、峰顶交会测量计算组、
珠峰高程综合确定组等 7 个组，共 45 名工
作人员，其中 27 人是“80 后”或“90 后”，是
一支年轻的
“精锐之师”
。整个数据处理工
作将从 GNSS 控制网数据处理、高程控制
网数据处理、峰顶交会数据处理、重力测量
数据处理、雪深雷达测量数据处理、珠峰地
区重力场及似大地水准面精化、珠峰高程
的综合确定七个方面开展。
“别以为我们是从登顶成功那天才开
始计算的，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在进
行技术研究和攻关，搜集准备了大量的基
础资料。”团队成员、
“80 后”蒋光伟说，他
用“亢奋”和“压力大”来形容目前的工作。
“亢奋是因为这样的机会，一辈子也遇不到
几次；
而压力大则是因为第一次参与，挑战
很多，所以我们也是自愿放弃了休息，加班
加点在做。”
去年以来，计算团队相继完成了相关
数据处理方案编写、数据模型建立、软件编
程测试、数据比对分析及验证等工作。目
前，2020 珠峰高程测量 GNSS 测量、峰顶
测量、一等水准测量等部分数据已移交至
此，后期数据经外业整理与质检等过程后，
预计将于 6 月 20 日之前到位。
“珠峰地区海拔高、极寒缺氧，又是全
球地壳运动最剧烈的地区之一，地质环境
复杂，要获得精准的珠峰高程是一项极具
挑战性、极其复杂、极具难度的综合性工
作。”
数据处理中心主任郭春喜说。作为计
算团队的负责人，郭春喜已是第三次参与
珠峰高程的计算工作。
“ 举个例子，为了把
珠峰顶点的位置测准，
我们每 1 秒采集一次
基准站的数据，每次基准站的数据里就包
含了 50 多颗导航卫星的数据。想象一下，
1
天就有 86400 秒，再加上我们还有大量的
基准站，
仅仅这块的数据就很庞大了。
”
不过，相比于 2005 年珠峰高程数据处
理，此次数据处理引入了新技术、新方法、
新设备，在速度等方面将会有较大提高。
“鉴于整个珠峰高程测量数据处理工
作，在数据整理分析、数据解算和融合处
理、数据质量控制、多期数据结果比对分
析、技术文档编写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工
作量，预计整个数据处理工作将于 8 月 10
日左右完成，届时就会有珠峰‘新身高’的
初步计算结果。
”
郭春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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