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网络直播的兴起及分类

1.网络直播的兴起。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具有娱乐性、互动性特征的网络直播也迅速呈
现繁荣之势。只需要一部手机加一个平台，任
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随时随地分享新鲜
事。而网络主播也借此机会成为一种新兴职
业，虎牙、斗鱼、花椒等专做网络直播的平台也
因此应运而生。

2.网络直播可能涉及的著作权侵权问题。

根据网络直播内容的不同，网络主播可以分为游
戏类主播、歌唱类主播、解说类主播、户外类主播
及带货类主播等。这些主播在直播时，均可能涉
及著作权侵权问题。比如，歌唱类主播在直播时
可能未经著作权人允许演唱他人作品；游戏类主
播可能会下载、使用盗版游戏；解说类主播在直
播解说体育比赛时，可能并未获得相关体育赛事
的转播权……互联网的发展带火了网络直播，也
带来了新的法律问题，网络直播领域的著作权侵
权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 网络直播的著作权侵权问题

网络直播的著作权侵权问题主要围绕三个
内容产生争议：一是著作权人主张的内容是否
构成作品；二是著作权人受侵害的权利类型；三
是网络平台的责任承担。

1.权利人主张的内容是否构成作品。对网
络直播主张侵权责任的前提是直播内容构成对
权利人作品的侵害。但权利人主张的内容是否
构成作品，往往是实践中的争议焦点。例如，
在网络直播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常常有游戏软
件开发商向游戏主播主张权利，认为其未经允
许直播游戏并进行解说的行为构成著作权侵
权。而主播则会以游戏在终端设备上运行呈
现的连续画面并非构成作品为由进行抗辩。
针对上述情况，司法实践中一般采取较低程度
的认定标准，即法院认为，只要直播所呈现的
游戏画面具有一定独创性的，相关主播就可能
被认定成著作权侵权。

例如，在著名的梦幻西游游戏直播侵权纠
纷案[案号：（2015）粤知法著民初字第16号]中，
广州市知识产权法院就认为：
“涉案电子游戏是一款在线的、多人参与互

动的在线网络游戏，用户登入后可按照游戏的
规则支配其中的角色参与互动，游戏过程具有
互动性，有可对抗性……就其整体而言，这些画
面以文学作品《西游记》中的情节梗概和角色为
引，展示天地问芸芸众生‘人’‘仙’‘魔’三大种
族之间发生的‘门派学艺’‘斩妖除魔’等情节和
角色、场景，具有丰富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
形象和独特的作品风格，表达了创作者独特的
思想个性，且能以有形形式复制，与电影作品的
表现形式相同。……涉案电子游戏在终端设备
上运行呈现的连续画面可认定为类似摄制电影
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根据该案观点，电子游戏在终端设备
上连续呈现的画面也是具有独创性的类电
作品，应当被纳入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
范围。该案明晰了角色扮演类网络游戏的
连续动态画面可依《著作权法》保护的审理
思路，成为了当年广东省知识产权十大优
秀案例之一。

2.著作权人受侵害的权利类型。对于网
络直播侵害著作权人的权利类型，实践中存在
较多争论，主要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权及
其他权利三种观点。实践中，对于同一侵权行
为侵犯何种类型的权利，不同级别的法院甚至
会有不同观点。

例如，在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与北京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
案[案号：（2020）京民再128号]中，针对二被告
未经允许转播“中超联赛赛事节目”的行为，一
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及二审北京市互联网
法院就分别认为相关行为构成对权利人“应当
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及“广播权”的侵
犯。针对该分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
判决中认为：

本案中，二审法院即采取了该处理思
路……存在以下弊端：其一，“有线转播”一
般狭义理解为有线电视台、广播台的有线转播，

将“有线转播方式”中的“有线”解释为包含互联
网所使用的网线存在争议；其二，网络直播行为
存在多种信号来源，对于以有线方式直接传播
作品的行为或者网络直播初始信号来源不是广
播的作品的行为，由于不存在初始广播行为，故
不属于广播权控制的行为，只能适用“著作权人
享有的其他权利”予以调整，从而出现相同类型
的直播行为仅因初始信号来源不同而适用不同
权利进行调整的局面；三是对于网络直播中初
始信号来源是否为广播的作品，难以举证证明，
亦难以认定，二审法院在本案中亦仅是根据被
诉侵权的两个视频中分别显示有BTV、CCTV5
的标识，推定视频来源为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
视台以无线方式广播的内容。在对被诉侵权行
为适用广播权调整存在上述不足的情况下，应
进一步考虑适用“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调
整该行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本案中，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被诉直

播行为若纳入广播权的调整范围存在一定弊
端；若对被诉直播行为不予制止，将严重影响新
浪公司在网络环境下正常行使涉案赛事节目的
权利，且对涉案赛事节目提供著作权保护，并不
会导致体育赛事节目的创作者、传播者和社会
公众之间的重大利益失衡。因此，本案存在适
用“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对被诉直播行为
进行调整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综上所述，本
案宜认定被诉直播行为侵犯了新浪公司对涉案
赛事节目享有的“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3.网络平台的责任承担。不同于短视频可
以预先审查的特点，网络直播的即时性与互动
性使得网络平台很难通过提前审核等方式规避
侵权风险。那么，如果主播直播构成侵权的，网
络平台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其是否可以援引
“避风港原则”进行抗辩呢？

根据直播平台与网络主播合作模式的不
同，网络平台责任承担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一
般而言，直播平台与网络主播的合作方式主要
包括签约模式、合作分成模式以及平台提供模
式三种模式。
签约模式：是指直播平台与主播签订劳

动协议的模式。此种模式下，主播的直播行

为应属于职务行为，根据《民法典》第 170条
等相关规定，侵权责任应由作为用人单位的
直播平台承担。

合作分成模式：是指直播平台与主播虽不签
订劳动协议，但就直播成果及直播作品著作权等
内容签订合同，就直播视频及音频权利归属、直
播收益分成及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的模式。这
一模式是目前的主流模式。在此种模式下，直播
平台的身份就不仅仅是简单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而是平台音视频的所有者和网络直播成果的享
有者，其不能简单地通过“避风港原则”免除责
任，而是应当同主播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例如，在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诉武汉斗鱼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案
号：（2019）京73民终1384号]中，北京市知识产
权法院就认为：

根据斗鱼公司提交的《斗鱼直播协议》，主
播虽然与直播平台之间不存在劳动或劳务关
系，但双方约定主播在直播期间产生的所有成
果均由斗鱼公司享有全部知识产权、所有权和
相关权益，“所有成果”当然包括涉案视频在内
的上传并存放于斗鱼直播平台的视频。根据权
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斗鱼公司为涉案视频这
一成果的权利人，涉案视频存储于斗鱼公司的
服务器中，在斗鱼公司的控制下向公众传播并
对网络用户打赏收益与主播进行分成。斗鱼公
司不仅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还是平台上音视
频产品的所有者和提供者，并享有这些成果所
带来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斗鱼公司并不可以
依据“避风港原则”免责，虽然其在获悉涉案视
频存在侵权内容后及时删除了相关视频，其仍
应当对涉案视频存在侵权内容承担责任。

平台合作模式：是指网络直播平台仅为主
播提供直播服务器、录屏等技术支持，不享有直
播作品权利、不进行分成的模式。在这种情况
下，网络直播平台就是一般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其按照“避风港原则”的要求进行了相关操作
的，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罗瑞芳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

究员、天津允公（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胡安

琪系天津允公（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网络直播的著作权侵权问题
罗瑞芳 胡安琪

著作权系列中关于短视频中的侵权问题探讨今日进入尾声。在了解了短视频领域的相关侵权问题后，今日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更为新兴的直播行业可能涉及的侵权问题。

法律支持 天津允公（北京）律师事务所

案情：

原告王某（女）与被告李某（男）经自由恋爱
登记结婚，婚后先后生育一女一子。婚初双方
感情尚可，后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逐渐演变为
家庭暴力。王某多次报警称遭受家庭暴力，后
双方均自行调解解决。怀孕期间，王某携婚生
女搬离了婚住房并提起离婚诉讼，要求解除夫
妻关系，二子女均由其直接抚养并依法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

裁判结果：

红桥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虽系自
由恋爱、自主结婚，但婚后未能正确处理夫妻关
系，在生活中因琐事产生矛盾，升级为家庭暴
力，原告离婚态度坚决，说明夫妻感情确已破
裂，无和好的可能，应当判决准予离婚。

关于子女抚养问题，被告主张其经济条件
更为优越，应由其抚养子女。双方婚生子女均
未成年，自出生后一直由原告抚养照顾，明确表
示愿意随原告生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判决婚
生子女均由原告直接抚养。

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问题，主要共同财产
为被告名下住房一套，双方均主张获得房屋所
有权。但考虑婚生子女均由原告直接抚养，为
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法院判决该房屋归原告
所有，酌定原告给付被告补偿款。此外，对双方
名下其他共同财产进行依法分割。

法官说法：

反对和预防家庭暴力是全社会共同的责

任。家庭暴力不仅危害受害人的身心健康和生

命安全，也是婚姻家庭破裂的重要原因。人民

法院作为维护公平和正义的司法机关，对惩戒

和预防家庭暴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家

庭暴力引发的离婚诉讼，经调解无效的，应当准

予离婚。同时在分割共同财产、抚养子女等方

面，也要体现出对家庭暴力的谴责与惩戒。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婚生子女由谁直接

抚养以及唯一住房的分割存在较大分歧。处理

婚生子女的抚养问题时，除了考虑婚生子女的

成长环境及双方当事人的抚养能力外，在征求

子女意见的基础上，以家庭暴力作为判决的重

要考虑因素，防止有家庭暴力倾向的家长直接

抚养子女，为子女健康成长创造更好条件。最

终本案作出了二子女均由原告直接抚养的判

决。关于唯一住房的分割问题，在倾斜保护妇

女、未成年人利益及无过错方的原则下，参考房

屋价值，由原告适当给付被告房屋补偿款。如

此判决既对双方的住房进行了依法分割，又为

原告及子女的生活提供了住房保障。

红桥区人民法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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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坑塘
变美荷塘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张鹏 董本江

田野“丰”景美 增收果实甜
——武清区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产业振兴结硕果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陈忠权

摄影 吴亦君

深秋时节，雍阳大地一片金黄，瓜果飘香。
大良镇田水铺村的优质萝卜获得大丰收，北京
专卖店两个卖到了50多元；南蔡村镇“天民田
园”的甘蔗套种西瓜，种植模式属北方首创，每
亩增收10万元；陈咀镇等地的8万亩秋茬鲜食
玉米，市场热卖，每亩增收2500元……最近几
年来，作为京津“粮袋子”“菜篮子”生产基地的
武清区，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注重特色优
质农产品生产，全面搞好产业振兴，让农业成为
农民致富的主行业，乡村振兴取得累累硕果。

发展棚室萝卜 农户增收生活美

这里的萝卜赛鸭梨，村里每天赶“大集”。
深秋时节，武清区大良镇田水铺的“小兔拔

拔”优质萝卜获得大丰收，黄皮绿樱的“七星”牌
脆甜萝卜，吸引了很多京津冀客商前来订购，村
里人来人往，比赶大集还热闹。今年该村萝卜
种植面积超过1000亩，每亩可增收2万多元。
田水铺村有292户、980人、1700亩耕地。

这里土地肥沃，天蓝水甜，周边没有工业企业，
特别适宜发展优质农产品生产。但长期以来受
多种因素影响，村民们只种普通农作物，产量
低、售价低，脱贫增收步伐缓慢，很好的农田却
不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村“一肩挑”张书义说：“乡村要振兴，产业

必振兴。在上级部门大力帮助下，我们经过反
复调研，请专家指导，对水土进行检测，发现最
适合种萝卜，于是大力发展棚室萝卜，选取市农
科院“七星”牌良种，产量高、口感好、品质更佳，
在北京盒马鲜生、京东7FRESH、永旺超市，结
合益农网、每日优鲜等平台俏销，日销售额超万
元。与此同时，进驻华润万家、人人乐、天津食
品集团旗下22家门店，每年销量近300万公斤。
在上级主管部门大力支持下，田水铺村“两委”
班子积极利用整合相关帮扶资金，在小沙河村
兴建了一个现代都市型农业种植园区，安装农
业物联网，采用智能化种植技术手段，专门种植
优质萝卜，一年三茬，每亩均效益超过3万元。
为助力东西部对口帮扶，田水铺村“两委”

班子还把优质萝卜种到甘肃省静宁、泾川和西藏
江达县。2020年，在以上3地9个乡镇种植，无偿
提供种子、田间管理技术等，萝卜获得大丰收，每
亩增收近2万元，助力当地脱贫致富奔小康。

甘蔗套种西瓜 亩产效益增10倍

国庆假期，在武清区南蔡村镇粜粮务村“天民
果蔬合作社”温室大棚里，满棚的甘蔗令人惊喜，
还有套种的小西瓜，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采摘。
连知名排球教练郎平也来到这里砍甘蔗、吃西瓜，
对这里的优质农产品给予高度赞誉。
记者看到，在甘蔗田里，一垄垄的西瓜秧被一

根根绳子高高吊起来，上面结了很多个墨绿色的
小西瓜，一名游客摘下一个品尝，大声说道：非常

脆甜。技术员介绍，这是充分利用两种植物的生
长特点进行套种的，让寸土寸金的温室大棚多产
优质农产品。
为种好这种南方产的甘蔗，“天民果蔬合作

社”负责人刘天民带领村民们不断探索，历时四
年刻苦攻关，终于让“南蔗北种”闯过了种苗繁
育、脱毒祛病、生长管理、口感形状等多道关卡，
成功把南方的“青纱帐”引到北方。与南方一些
地方种植方式相比，“天民果蔬合作社”种植的甘
蔗实现了无农药、上糖快、生长周期短的新优
势。为了方便游客品尝，他们还把甘蔗榨汁，直
接饮用，特受欢迎。
在此基础上，刘天民对接科研院校，大胆实

施了“甘蔗套种西瓜”创新种植模式，实现甘蔗和
西瓜“高矮结合、快慢搭配”，亩效益超过10万

元，荣获天津市第三届农村创业创新大赛一等
奖，是我国境内成功实现甘蔗种植的“最北端”。
刘天民告诉记者，温室大棚投资大，管理成本

较高，必须发展高效优质农产品，才能增收致富。
在市、区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他们瞄准市场需
求，大力种植名特优新品种，创出一条产业振兴之
路。除了甘蔗套种西瓜外，他们还大力发展优质
白草莓、口感番茄、特色黄皮火龙果等优质农产品
种植，面积连年扩大，效益逐年增加，已经成为园
区的拳头产品，除了采摘外，还热销网上，销往全
国多地，广受赞誉。

8万亩鲜食玉米 年增收2亿元

进入十月，武清区陈咀镇、河西务镇、城关镇、
河北屯镇、大良镇等10多个镇的农民都忙着采收
秋季鲜食玉米，地头价格每穗超过1元，收购商地
头运走，不用自己去城里销售，省时省力省工还增
收，农户们脸上乐开了花。
杨宝剑是陈咀镇的鲜食玉米种植大户，每年

种植鲜食玉米面积超过 200亩，致富增收有保
障。他还积极成立合作社，组建运输联盟，专门运
输销售武清区应季收获的鲜食玉米，卖到全国多
地，成为业界龙头。
为帮助农户种好鲜食玉米，武清区已连续多

年举办鲜食玉米种业大会，邀请全国多地的育种
专家把最好的种子拿到武清区试种，把丰收的良
种第一时间推广给全区农户。由于有了好的种
子，武清区种出的鲜食玉米穗大、籽粒香甜，深受
欢迎，优质卖出优价。
为帮助农户种好鲜食玉米，区、镇农业主管部

门积极推广先进的种植方式，早春季采用农膜覆
盖保水增温，确保6月底第一茬成熟上市，抢得市
场好价钱。秋季再种一茬，这样做到一年两茬，促
使种植效益大幅增加。
河西务镇东西仓村一位农户高兴地说，种鲜

食玉米和种其他大田作物相比，耗费时间精力并
不多，他家现在种了20多亩，每年增收5万多元，
找到了一条致富路。
“得益于新品种引进和其他配套服务，武清区

鲜食玉米已成为致富产业，全区种植面积达到8
万亩，亩产值达到3500元，亩效益达到2500元，每
年可为农民创造经济效益2亿元，并为市民餐桌
提供了美味。”武清区农业发展中心种子管理站负
责人杨红军说。

“村里的变化太大啦，这广场旁的
坑塘以前是倒垃圾的地方，现在都种
上了莲藕，等到莲花开的时候特别好
看，已经成了我们村的一个‘生态景
点’。”看着眼前干净的坑塘，静海区陈
官屯镇谭村村民刘大娘喜滋滋地说。
据介绍，近年来，静海区陈官屯镇

依托大运河文化，以净化河道、美化坑
塘为契机，着力打造生态宜居的乡村
环境。自河（湖）长制改革实施后，陈
官屯镇严格落实河（湖）长岗位职责，
积极推进辖管河（湖）突出问题整治，
组织人员常态化开展定期巡河、水污
染综合防治、河（湖）生态修复、河（湖）
周边综合执法等工作，确保完成水面
岸堤无垃圾、堤岸无损害、沿岸无违建
等工作目标，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
眼下，在陈官屯镇胡辛庄村的东

南角，工人们正积极建设观景平台等
设施。据了解，在胡辛庄村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村“两委”班子针
对该坑塘的治理问题，积极商量对策、
借鉴经验，通过学习白洋淀莲藕种植
技术，将该点位打造成村内一大亮点
景观，供村民观赏、游玩、娱乐。为进
一步扩大坑塘功能、完善设施，目前，
该区域正在全方位升级改造中。
截至目前,陈官屯镇经过测水、换

水、调节水质后，已经在12座坑塘里
成功种植了莲藕，形成了水质良好、环
境优美的坑塘景象。除此之外，还完
成了110多个坑塘沟渠的治理修复，
为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和美丽乡村建设
打下了坚实基础。
陈官屯镇镇长李忠斌说：“近几

年，陈官屯镇严格落实河（湖）长制，以
清四乱、净化河道、美化坑塘为重点，
打造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今后我们
还将继续加大水环境整治力度，强化
巡查执法，推进运河文化小镇建设，绘
就出一幅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