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
(二次审议稿)

(注:暂按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条文顺序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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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七百七十三条 本编调整因人格权产生的民事关系。

第七百七十四条 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侵害。

除本编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

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

第七百七十五条 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继承,但是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百七十六条 民事主体可以许可他人使用姓名、名称、

肖像等,但是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许可的除外。

第七百七十七条 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遗体等

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

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并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

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第七百七十八条 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

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依照前款规定提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

响、恢复名誉请求权的,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第七百七十九条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

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

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从原第七百八十二条移来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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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八十条 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

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

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

为的措施。

第七百八十一条 认定行为人承担侵害除生命权、身体权和

健康权以外的人格权的民事责任,可以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

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等因

素。(从原第七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移来此处)

第七百八十一条之一 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

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体的姓名、名称、肖像、个人信息等。行为

人未合理使用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从原第七百七十九

条第二款移来此处)

第七百八十二条 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依法承担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

成的影响范围相当。

行为人拒不承担前款规定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

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或者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方式执

行,产生的费用由行为人负担。(从原第七百八十一条移来此处)

第七百八十二条之一 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身

份权利的保护,参照适用本编人格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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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

第七百八十三条 自然人享有生命权,有权维护自己的生命

安全和生命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

第七百八十四条 自然人享有身体权,有权维护自己的身体

完整和行动自由。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身体权。

第七百八十五条 自然人享有健康权,有权维护自己的身心

健康。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权。

第七百八十六条 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

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的,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

应当及时施救。

第七百八十七条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

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欺诈、利诱、胁迫其捐献。

自然人依照前款规定同意捐献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或者有

效的遗嘱形式。

第七百八十八条 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

织、人体器官、遗体。

违反前款规定的买卖行为无效。

第七百八十九条 为研制新药、医疗器械或者发展新的预防

和治疗方法,需要进行临床试验的,应当依法经相关主管部门批

准并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向接受试验者或者其监护人告知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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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目的、用途和可能产生的风险等详细情况,并经书面同意。

第七百八十九条之一 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

医学和科研活动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

第七百九十条 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为等方式对他人

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投诉调查、处置

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第七百九十一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非法拘禁等方式剥

夺、限制他人的行动自由,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受害人有

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章 姓名权和名称权

第七百九十二条 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

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

第七百九十二条之一 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有权

依法使用、变更、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名称。(原第七

百九十二条第二款单独成条)

第七百九十三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盗用、假

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或者名称权。

第七百九十四条 自然人的姓氏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但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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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取其他长辈直系血亲的姓氏;

(二)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

(三)有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

少数民族自然人的姓氏可以遵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

惯。

第七百九十五条 (删去)

第七百九十六条 民事主体决定、变更自己的姓名、名称,

或者转让自己的名称的,应当依法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但

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事主体变更姓名、名称的,变更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

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七百九十七条 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笔名、艺名、网

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被他人使用足以致使公众混淆

的,与姓名和名称受同等保护。

第四章 肖 像 权

第七百九十八条 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

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

本法所称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

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被识别的外部形象。

第七百九十九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

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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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

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第八百条 实施下列行为的,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

(一)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在

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像;

(二)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使用、公开肖像权人肖

像;

(三)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使用、公开

肖像权人肖像;

(四)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不可避免地使用、公开肖像权

人肖像;

(五)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合法权益,合理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肖像的其他行为。

第八百零一条 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就肖像使用的范围、方

式等约定有争议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

第八百零二条 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

定不明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肖像许可使用合同,

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期限有明确约定,肖像权人有正当理

由的,可以解除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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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对方。因解除合同造成对方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肖像权人的

事由外,应当赔偿损失。

第八百零三条 其他人格权的许可使用和自然人声音的保

护,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

第五章 名誉权和荣誉权

第八百零四条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本法所称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

社会评价。

第八百零五条 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

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行为人捏造事实、歪曲事实;

(二)对他人提供的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

(三)相关内容过度贬损他人名誉。

第八百零六条 认定行为人是否尽到前条第二项规定的合理

审查义务,可以考虑下列因素:

(一)内容来源的可信度;

(二)对明显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是否进行必要的调查;

(三)内容的时效性;

(四)内容与公序良俗的关联性;

(五)受害人名誉受贬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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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审查能力和审查成本。

行为人应当就其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第八百零七条 行为人发表的文学、艺术作品以真人真事或

者特定人为描述对象,包含侮辱、诽谤内容,侵害他人名誉权

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该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行为人发表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以特定人为描述对象,仅是

其中的情节与该特定人的情况相似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第八百零七条之一 报刊、网络等媒体报道的内容失实,侵

害他人名誉权的,受害人有权请求该媒体及时更正或者删除。媒

体不及时履行的,受害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责令该媒体限期更正

或者删除。

第八百零八条 民事主体可以依法查询自己的信用评价;发

现信用评价错误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要求采取更正、删除等必要

措施。信用评价人应当及时核查,经核查属实的,应当及时采取

必要措施。

第八百零九条 民事主体与征信机构等信用信息收集者、持

有者之间的关系,适用本编有关个人信息的规定和其他法律、行

政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八百一十条 民事主体享有荣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非法剥夺他人的荣誉称号,不得诋毁、贬损他人的荣誉。

获得的荣誉称号应当记载而没有记载或者记载错误的,民事

主体可以要求记载或者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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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

第八百一十一条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本法所称隐私是具有私密性的私人空间、私人活动和私人信

息等。

第八百一十二条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同意外,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搜查、进入、窥视他人住宅等私人空间;

(二)拍摄、录制、公开、窥视、窃听他人的私人活动;

(三)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

(四)获取、删除、公开、买卖他人的私人信息;

(五)以短信、电话、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

式侵扰他人的生活安宁;

(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第八百一十三条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本法所称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

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

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

号码等。

第八百一十四条 收集、使用自然人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

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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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但是法律、行政法

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公开收集、使用信息的规则;

(三)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四)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

第八百一十五条 自然人可以向信息持有者依法查阅、抄录

或者复制其个人信息;发现信息有错误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要求

及时采取更正等必要措施。

自然人发现信息持有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

的约定收集、使用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要求信息持有者及时删除

其个人信息。

第八百一十六条 收集、使用或者公开自然人个人信息,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一)在该自然人同意的范围内实施的行为;

(二)使用该自然人自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合法公开的信息,

但是使用该信息侵害该自然人重大利益或者自然人明确拒绝他人

使用的除外;

(三)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该自然人合法权益,合理实施的

其他行为。

第八百一十七条 信息收集者、持有者不得泄露、篡改、毁

损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非

法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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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信息收集者、持有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

保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

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毁损、丢失的情况的,应当及

时采取补救措施,依照规定告知被收集者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

告。

第八百一十七条之一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履行职责

过程中知悉的自然人隐私、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

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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