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脸识别是“双刃剑”

本期封面故事是由

人脸识别而引发的一起

案件。 因不愿意使用人

脸识别， 浙江理工大学

特聘副教授郭兵作为消

费者将杭州野生动物世

界告上了法庭。 该案也成为国内消费者起

诉商家的 “人脸识别第一案”。

近些年， 人工智能正在展现其智慧魅

力， 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推动与

变革， 其中尤以涉及人脸识别技术最具有

代表性。 随着算法精度的不断提升， 安全

性能日益提高， 国内人脸识别技术已经逐

步在公共安全、 金融、 教育、 医疗等多个

领域 “落地开花”， 显露出了良好的应用前

景。

特别是在公共安全领域， 涉及到公安

业务方面的图侦、 大数据分析， 借助人脸

识别实现犯罪嫌疑人识别、 抓捕； 在交通

领域， 基于交通参与人的识别， 捕获交通

违法； 在商业楼宇中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可

以对出入口实现实时监控等等。

尽管从国内人脸识别快速发展的态势

来看， 人脸识别技术进步带来了更快的技

术创新与应用， 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收入，

同时也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但我们也应该

注意到， 人脸识别是否存在泄露隐私的风

险？

密码可以更换， 但人脸却不能更换 ，

一旦人脸库被黑客攻击， 人脸识别系统可

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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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
杭州一动物园被起诉

因不愿意使用人脸识别， 浙江理工大学

特聘副教授郭兵作为消费者将杭州野生动物

世界告上了法庭。 该案也成为国内消费者起

诉商家的“人脸识别第一案”。 11 月 3 日，

记者获悉，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已正式受

理此案。

原告

未经同意强制收集个人信息

事情源于浙江理工大学特聘副教授郭兵

的一次消费经历。

起诉状显示， 2019 年 4 月 27 日， 郭兵

购买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年卡， 支付了年卡

卡费 1360 元。 办理该年卡时， 被告明确承

诺在该卡有效期一年内 （自 2019 年 4 月 27

日至 2020 年 4 月 26 日） 通过同时验证年卡

及指纹入园， 可在该年度不限次数畅游。

然而在10月17日，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在

未与郭兵进行任何协商亦未征得同意的情况

下，通过短信的方式告知原告“园区年卡系统

已升级为人脸识别入园，原指纹识别已取消，

未注册人脸识别的用户将无法正常入园”。

为了确认该短信的内容是否属实， 郭兵

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专门驱车前往被告处

进行核实。 被告的工作人员明确告知他， 短

信所提及的内容属实， 并向他明确表示如果

不进行人脸识别注册将无法入园， 也无法办

理退卡退费手续。

郭兵认为， 园区升级后的年卡系统进行

人脸识别将收集他的面部特征等个人生物识

别信息， 该类信息属于个人敏感信息， 一旦

泄露、 非法提供或者滥用， 将极易危害包括

原告在内的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29条之规定， 园区

收集、 使用原告个人信息， 应当遵循合法、

正当、 必要的原则， 明示收集、 使用信息的

目的、 方式和范围， 并经原告同意； 而且，

被告收集、 使用原告个人信息， 应当公开其

收集、 使用规则， 不得违反法律、 法规的规

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 使用信息。

郭兵认为， 被告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

下， 通过升级年卡系统强制收集原告个人生

物识别信息， 严重违反了相关规定， 损害了

原告的合法权益。

记者获悉， 郭兵于2019年10月28日向杭

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目前杭州

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已正式受理此案。

被告

人脸识别可有效提高入园效率

针对年卡用户改用人脸识别初衷是什

么？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

一名负责人表示， 主要还是为了方便消费者

快速入园。 年卡用户入园必须比对身份， 指

纹识别偶尔会出现迟滞情况。 其称， 从试行

期的统计来看， 人脸识别确实有效提升了消

费者的入园效率。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工作人员表示， 从10

月17日起， 陆陆续续已经有年卡用户来录人

脸识别了。有个别的用户不理解，便将人脸识

别能快速通行的好处告知，他们也都同意了。

工作人员称， 对于人脸识别存在顾虑的

用户， 公园也给出了折中方案： 不必注册人

脸信息， 刷年卡也可以入园。 但由于指纹识

别系统已全部停用， 用户每次入园时必须到

年卡中心核实身份， 证明是本人使用。

专家观点

园方若泄露信息或构成侵权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告诉北青报

记者， 个体生物信息， 例如人脸、 基因、 虹

膜、 指纹、 掌纹、 声纹、 步态等等， 高度敏

感。 因为这个是伴随终生， 不可更改的， 一

旦泄露几乎不可救济。

对于退款问题， 应该遵循公平原则， 解

除合同的过错方在公园， 建议公园按照有效

时间段的比例折算退款金额。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周旭亮律师告诉记

者， 郭兵有权要求动物园解除合同并退回办

卡支付的款项。

其在动物园购买年卡即和动物园之间成

立了合同关系， 动物园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

突然增加人脸识别入园的限制性条件， 属于

变更合同内容， 需要与郭兵协商一致。 如果

双方就变更事项达不成一致， 就应当按照原

约定履行， 否则构成违约。

对于那些同意变更合同的消费者， 动物

园在采集其面部信息后， 依据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的规定， 要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

息严格保密， 不得泄露、 出售或者非法向他

人提供。

如果动物园在采集消费者面部信息后无

法确保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 可能构成侵

权， 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来源： 北京青年报

作者： 朱健勇

母亲生前赠与妹妹房屋

兄姐要求分割被驳回

近日，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继

承纠纷案件， 依法判决驳回三名原告的诉讼请求。

苏某 （女， 2007 年 7 月 30 日去世） 与李某 （男， 1994

年 6 月 12 日去世） 系夫妻， 共生育三名原告与被告共四个

子女。 2000 年 3 月， 按政策规定， 苏某享受已故丈夫李某

的工龄参加房改， 苏某取得了坐落于青云谱区南莲路某处房

屋的所有权。 2003 年 11 月， 苏某与被告签订赠与合同， 将

上述房屋赠与给被告所有， 被告据此取得了上述房屋的所有

权证。 三名原告向法院起诉， 要求认定被告与苏某之间的赠

与合同无效， 并将据此取得的房屋按法定继承予以分割。

法院审理后认为， 苏某就诉争房屋参加房改是在 2003

年， 此时李某已去世多年， 其作为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已不

复存在， 不可能就上述房屋获得任何所有权份额， 即便苏某

购买房改房的款项来源中含有应由其他继承人继承的李某的

遗产， 也仅是苏某占用了其他继承人的财产， 其他继承人可

依法主张其返还占用的财产， 而不影响苏某取得上述房屋的

所有权， 故苏某合法拥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 可以依法处

分， 无须经他人同意。 三原告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苏某在签

订赠与合同时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存在致使合同存在无效

的情形， 故赠与合同合法有效。

电商单方取消促销订单

法院不予支持

近日， 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因电商未经消费

者同意， 直接取消订单而引发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

经法院审理查明， 万女士在年中大促活动期间看到某电

商低价促销的酒水， 遂拍下洋河蓝色经典天之蓝共 170 瓶，

单价 129元 /瓶， 并当即支付了货款 21930 元。 随后， 电商

以缺货为由直接关闭了订单， 并将货款全额退回至万女士银

行卡内。 万女士认为其在网店下单购买酒水的行为系对卖家

要约的承诺， 双方买卖合同已经成立， 因与电商协商未果遂

起诉至法院， 要求电商继续按照合同履行发货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 通常情况下， 要约应当内容具体确定，

并且表明经受要约人的承诺， 要约人即受意思表示的约束。

受要约人一旦承诺， 双方即完成合意。 电商将其待售商品的

名称、 型号、 价款、 库存等详细信息陈列于其网站之上， 内

容明确具体， 根据法律规定和一般交易观念判断， 符合要约

的特性。 消费者通过网站在其显示库存有货允许购买的状态

下自由选购， 并在确定送货地址、 付款信息之后确认订单，

应当视为进行了承诺。 故法院认定万女士与该电商之间的合

同已经成立， 电商不履行发货义务， 以缺货为由单方取消订

单的行为构成违约， 且万女士订购的酒水系种类物， 故法院

判决支持了万女士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

男子送六万彩礼遇悔婚

法院调解部分退还

近日， 四川省屏山县法院审结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

男子为结婚事宜花销 68000元， 要求女方退还。 在法院的

调解下， 女方退还 34000元。

2017 年 11 月， 甘肃男子刘某与屏山女子罗某在成都

相识， 并确立恋爱关系。 2018 年底， 双方商谈结婚事宜，

约定刘某给付罗某彩礼 68000元。

2019 年 1 月 7 日， 刘某通过案外人刘某奎账户， 向

罗某转款三笔共计 68000 元， 其中 18008 元转给了罗某，

50000 元转给了罗某父。 2019 年 1 月、 2 月， 双方分别在

甘肃、 屏山办了酒席。

2019 年 4 月， 罗某因工作关系离开成都， 后拒绝登

记结婚。 2019 年 10 月 9 日， 刘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

罗某返还彩礼 68000元及价值 6900元的结婚首饰。

法院在调解过程中了解到， 罗某认为， 原告也存在过

错， 仅愿意返还部分彩礼， 法官向罗某释明诉讼诚信原

则， 也建议原告考虑被告办婚宴已支出部分款项的实际情

况， 酌情返还部分彩礼。

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罗某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前返还原告彩礼费用 3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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