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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
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世民律师事务所是一家成立于一九九九年的
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作为一家主要面向日本
国内和在华日资企业以及其他外资企业提供
广泛法律服务的综合法律服务机构，世民以

2013 年 9 月 6 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
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本司法解释”）经最
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89 次会议、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
会第 9 次会议通过后公布，自 2013 年 9 月 10 日起施行。
以下就本司法解释发布的背景、相关法律问题以及公司的应对措施作简单解
读。

涉外法律服务为中心，不断积累经验，并能
够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法律服务。
如您对本速报中的信息和内容有任何疑问，
或欲与我们展开进一步探讨，敬请联系：
E-mail：info@shiminlaw.com
上海 +86-21-6882-5006

一、发布背景

北京 +86-10-5811-6181
广州 +86-20-3825-1500

（一）“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2013 年 8 月 20 日，全国公安机关开始集中开展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
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大连 +86-411-3960-8570
东京 +81-3-5575-2537
纽约 +1-646-254-6388
费城 +1-267-519-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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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公安报对该专项行动的描述：“当前互联网上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
犯罪活动猖獗，网络谣言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不仅严重侵害了公民切身利
益，也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直接危害社会稳定，广大群众强烈呼吁要整治

争议解决组
负责人：

网络乱象。为回应群众关切，公安部根据人民群众积极举报的线索，结合党的群

胡 世民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即日起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

smhu@shiminlaw.com

播谣言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二）各地对网络传播谣言执法如火如荼

张 洁敏
jmzhang@shiminlaw.com

1.福建
《4 名女子散播"割肉案""艾滋血抹凶器"等谣言被抓》
记者 2013 年 9 月 7 日从福清警方获悉，此案中 4 名女子因涉嫌在网上传播
“变态男割肉还捡肉”、“警方证实，伤人者刀片有艾滋病毒……”等谣言，产
生恶劣社会影响。目前，福清警方已依法对 4 名违法人员处以行政处罚。
2.北京
《北京查处一网络推手公司 “秦火火”“立二拆四”等被抓》
据新华网北京 2013 年 8 月 20 日电，日前，北京警方按照公安部统一部
署，根据群众举报，依法立案侦查，一举打掉一个在互联网蓄意制造传播谣言、
恶意侵害他人名誉，非法攫取经济利益的网络推手公司—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抓获秦志晖（网名“秦火火”，男，30 岁，湖南省衡南县香花村人，
高中毕业，曾是尔玛公司员工）、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男，40 岁，吉林
省白山市七道江镇人，系尔玛公司创办人）及公司其他 4 名成员。
3.浙江
《浙江查处一批网络谣言制造者 41%为谎报疫情》
据新华网北京 2013 年 8 月 27 日电，记者从浙江省公安厅获悉，在近期进
行的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谣言专项行动中，浙江省公安机关查处了一批网络
造谣典型案件，一批在网上恶意造谣的人受到了法律制裁。截至目前共查处网络
造谣等违法犯罪 67 起，刑事拘留 2 人，治安处罚 46 人，教育训诫 22 人。
二、本司法解释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一）本司法解释中涉及的罪名以及犯罪构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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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司法解释主要涉及以下罪名：诽谤罪、寻衅滋

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

事罪、敲诈勒索罪、非法经营罪等罪名，现对该四项罪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明知”包括

名，分别从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及客观方面是否构成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两种情况。在这里，“知

犯罪进行论述。

道”是一种事实现象，需要言词证据和其他相关证据来
加以证明；而“应当知道”是一种法律推定，附加了转

1.诽谤罪

发人一定的判断和审查义务，但这种义务的边界和宽严

1）刑法相关规定

程度则由法官裁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

c) 客体

“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
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
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本罪侵犯的是公民的人格尊严，我国刑法把诽谤罪
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类。因而诽谤罪
的对象只能是行为人以外的其他公民，包括无行为能力
人和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单位无法成为诽谤罪的犯罪对

2）网络诽谤罪的犯罪构成

象。

a) 犯罪主体

d) 客观方面

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个人，单位不是本罪的主体。

在本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对“捏造事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十条规定 ，只有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

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

的，单位才负刑事责任，在本罪中并未规定单位可以为

国家利益”三个要点分别作了规定。

本罪的主体。另外，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
十六周岁的人犯该罪，负刑事责任。
b) 主观方面
问题一：仅故意？是否包括过失？
为故意，过失不构成犯罪。首先，从本司法解释

“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包括三种行为方式 ：
一是“捏造并散布”，即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捏
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
织、指使他人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行为。
二是“篡改并散布”，即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将

规定中“捏造”、“篡改”、“明知”等字眼中可以看

信息网络上涉及他人的原始信息内容篡改为损害他人名

出；其次，《两高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网络谣言司法解释

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

答记者问》 也做出了相同的解释。

信息网络上散布的行为。

问题二：如何理解“明知”？
本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对于什么是“捏造事实
诽谤他人”的行为做了规定，另外第一条第二款还规定
“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
布，情节恶劣的，以’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论。”关于
本条中“明知”的内涵，在本解释中并未明确说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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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明知虚假事实而散布”，即第二款规定的明
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情节恶劣的行为，以“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论。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即为“情节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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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

d)

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

严重混乱的。

（二）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
等严重后果的；
（三）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
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

本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
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构成第二种行
为；“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
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
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构成第四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
国家利益”，即在以下七种情形下，不是告诉才处理，
而是由公诉机关提起诉讼：
（一）引发群体性事件的；
（二）引发公共秩序混乱的；
（三）引发民族、宗教冲突的；
（四）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
（六）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

种行为。
2）网络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
a) 犯罪主体、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同诽谤罪相似，此处不再赘
述。
b) 客体
本罪的犯罪客体，学术界认为是社会秩序。行为人
在实施本犯罪行为的时候，针对的对象可能是不特定的
公民也可能是不特定的财物，也有可能并未针对他人或
他物，而是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制造事端，扰乱公共
场所秩序，使公共场所正常的秩序受到破坏。本司法解
释下的两项行为模式一般不会针对财物，而是直接针对

（七）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
2.寻衅滋事罪

c) 客观方面

1）刑法相关规定

本司法解释第五条具体规定了两种行为方式，如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了以
下四种行为为寻衅滋事罪：
a)

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b)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
的；

c)

其他公民或者以其他行为破坏了社会秩序。

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四项。
3.敲诈勒索罪
1）刑法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
情节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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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分别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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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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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

法占有的目的，以发布、删除该负面信息为由勒索公私

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财物的，仍然构成敲诈勒索罪。

本司法解释第六条将“以在信息网络上发布、删除
等方式处理网络信息为由，威胁、要挟他人，索取公私
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实施上述行为的”认定为是
敲诈勒索罪。

1）刑法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

2）网络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
a) 犯罪主体、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同诽谤罪相似，此处不再赘
述。

“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
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以营利

b) 客体

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或者明

本罪所侵犯是公私财产，即既包括国有、集体等公
共财产，也包括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除了私人个人以
外，还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
c) 客观方面
此类犯罪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即:“发帖型”敲
诈和“删帖型”敲诈，前者是以将要发布负面信息相要
挟，要求被害人交付财物，后者则先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负面信息，再以删帖为由要挟被害人交付财物。
需要注意的是，要从两个方面区分罪与非罪 ：
一是要求行为人必须有主动向被害人、被害单位实
施威胁、要挟并索要财物的行为。如果行为人不主动与
被害人联系删帖事宜，未实施威胁、要挟，而是在被害
人主动上门请求删帖的情况下，以“广告费”、“赞助
费”、“服务费”等其他名义收取被害人费用的，不认
定为敲诈勒索罪。
二是本条使用了“信息”而非“虚假信息”的表
述。行为人威胁将要在信息网络上发布涉及被害人、被
害单位的负面信息即使是真实的，但只要行为人出于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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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
务，扰乱市场秩序……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2）网络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
a) 犯罪主体
个人和单位均是本罪的主体。如上所述，只有法律规定
为是单位犯罪的，单位才是犯罪的主体，根据我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
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
该条的规定处罚。”因此，单位也是本罪的主体。
b) 客体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非法经营罪属于扰乱市场秩
序罪的一种，本罪侵犯的是社会经济秩序。
c) 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
主要包括两种行为模式 ：
一是，通过信息网络向他人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
务，构成非法经营罪，必须以行为人明知所发布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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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虚假信息为前提。如果行为人不明知所发布的信息为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公共场所”概念做

虚假信息，即使收取了费用，也不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符合信息社会变化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互联网各类网

二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本司
法解释第七条不要求行为人明知所删除的信息为虚假信
息。当前一些非法“网络公关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删
帖”，所删除的信息相当一部分是人民群众发布的真实
信息。国家依法保护信息网络用户正常的、合法的信息

站、主页、留言板等网络空间具有‘公共场所’属性。
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四项规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
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构成寻衅滋事
罪；在信息网络系统空间中的“公共场所”编造和传播
虚假信息，可能会造成现实世界‘社会秩序’的混乱。

交流和服务活动，这也是网络信息服务市场秩序的重要

反对将公共场所扩大解释到网络空间的观点认为

组成部分。行为人有偿删除信息网络用户真实信息，侵
犯了广大网民的合法权益，也严重破坏了网络信息服务
市场秩序，符合非法经营罪犯罪构成，应当依法惩处。
（二）外国人相关犯罪行为的司法管辖权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条之规定，凡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
外，都适用本法。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

依据《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在车站、码头、机场、医
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
共场所起哄闹事，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
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
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
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

该规定列举的公共场所，全部都是现实的三维空间

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

的一部分，而对于该规定中“其他公共场所”，也应作

和国领域内犯罪，我国都有管辖权。

同一类型的解释。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刑
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
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
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犯罪
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也就是说，
即便外国人的犯罪行为发生在国外，如果该犯罪的结果
发生地在中国的话，中国的法院对该外国人仍然拥有司
法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的态
度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表示，“网络空间
属于公共空间，网络秩序也是社会公共秩序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信息网络与人们的现实生
活已经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是全体
网民的共同责任。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信息网络恶意编
造、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引发社会公共秩序严重
混乱，具有现实的社会危害性，应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

（三）网络空间的公共场所属性问题

事责任。”

对于网络空间能否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上

两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颁布此司法解释的目的之一在

的“公共场所”，专家学者意见存在很大分歧。
支持将网络空间纳入公共场所定义的观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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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维护信息网络健康发展的需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
速发展以及网络的普及，一些违法犯罪分子通过互联
网、微博、微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手段编造、散布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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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信息，给广大信息受众造成极大的心理恐慌，危害
十分严重。

本所声明：
本法规速报仅用于向包括但不限于本所客户在内的
第三方提供最新的法律方面的信息，并非具有效力

本司法解释的出台，有助于规范网络秩序，营造健
康、有序的网络环境。从立法意图上来看，可以推测将
信息网络空间的社会秩序纳入刑法的规范，符合立法者
意图。
三、公司的应对措施
公司今后如果遇到有人利用信息网络方式向其敲诈
财物等情况时，应及时向犯罪地公安机关举报，以保护
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到侵害。
根据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公安机关办理刑
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第 127 号令）第十五条规
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犯罪地包括犯
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
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也可以由犯罪嫌疑人
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另外根据第十六条规定，针对
或者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
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以及网站建立者或者管
理者所在地，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
地，以及犯罪过程中犯罪分子、被害人使用的计算机信
息系统所在地公安机关可以管辖。
另外，公司还应自己或者请外部专业律师事务所对
员工加强相关的培训和教育，防止出现员工发生本司法
解释中规定的违法行为，并且特别要强调禁止员工利用
公司的信息网路系统、服务器、电脑、邮箱等设施从事
与公司业务无关的活动，即使因为工作关系需要利用上
述设施时，也要注意不得出现有可能被认定为本司法解
释所规定的违法情况。遇到具体情况难以作出判断的情
况时，应及时向公司内部的法务部门或者外部律师事务
所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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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意见。未经本所出具正式的法律意见书确
认，本案件速报中的内容不得被引为包括但不限于
公司决策在内的特定情形下有效的法律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