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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权确权与人格权法独立成编
——
—以个人信息权为例
王叶刚*
内容摘要：
《民法总则》第 111 条对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作出了规定，肯定了个人信息的人格利
益属性，为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提供了民事基本法依据。
《民法总则》仅使用个别条文对各项具
体人格权以及个人信息保护作出规定，并没有真正完成对各项具体人格权的确权。民法典应
通过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对各项具体人格权进行进一步确权；就个人信息权而言，人格权
编应当在肯定其具体人格权地位的基础上，准确界定个人信息的内涵，明确合法收集、利用
个人信息的标准，并对信用信息保护规则以及个人信息权的限制规则等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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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权独立成篇

人格权保护有所谓消极保护模式与积极确权模式之分。前者是指法律上不对各项人格权作出详
细规定，而主要通过侵权法的规则对人格权进行救济；后者是指立法通过正面列举的方式，对各项人
格权作出规定，从而实现对人格权的积极保护。〔1〕从比较法上看，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主要通过消极保
护模式对人格权进行保护，如《德国民法典》即主要通过主体制度和侵权法规则对个人的人格权益提
供保护。〔2〕此种做法主要将人格权作为侵权法保护的对象，忽略了人格权的主观权利属性，不利于全
面保护个人的人格权。我国民事立法历来重视对人格权的正面确权，即在通过侵权法规则保护人格
《民法通则》第五章第四节以专节的形式规定了人身
权的同时，也注重对人格权进行具体列举，例如，
权，其中具体规定了个人享有的生命健康权、姓名权、
肖像权、名誉权等各项具体人格权。《民法总则》
更是在第110条对自然人、法人以及非法人组织所享有的各项具体人格权进行了全面列举，目的也在
于更好地对人格权进行确权。
人格权的确权既包括对各项人格权的具体人格权地位的确认，还应当包括对各项人格权的权
能、效力等作出规定。从《民法总则》的规定来看，其只是对各项具体人格权进行简单列举，而没有对
各项具体人格权的权能、效力以及限制规则等作出规定，这就需要在民法典分则中设置独立的人格
权编，以最终完成民法典的人格权确权任务。笔者拟从个人信息权利的确权与保护出发，对人格独立
成编的必要性进行探讨，以求有助于我国民法典体系的完善。

一、
《民法总则》对个人信息权利的确权
《民法总则》颁行前，我国民事立法并没有专门对个人信息权利作出规定，个人信息权利主要通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1〕参见王利明：
《人格权的积极确权模式探讨》，
《法学家》2016年第2期。
〔2〕
《德国民法典》除在总则部分规定了姓名权外，其他人格权益主要通过侵权法规则加以保护。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2条、第823
条第1款、第824条、第82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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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过《刑法》、
《网络安全法》、
《居民身份证法》等法律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加以保护的，
相关个人信息
〔4〕
保护立法具有“碎片化”的特点，
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并没有形成体系化的个人信息保护规
则。在总结我国既有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民法总则》 第111条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了规
定：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

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
信息。”
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在民事基本法的层面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规定。从该条规定来看，其对个
人信息权利的确权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肯定了个人信息的人格利益属性。《民法总则》颁行前，关于个人信息的性质，主要有人格权
说与财产权说等不同主张，前者认为，个人信息主要体现个人的人格特征，在性质上应当属于具体人
〔5〕
而后者则认为，个人对其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权利在性质上应当属于财产权，应当肯定个人对
格权；
〔6〕
其个人信息享有信息财产权。
从《民法总则》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来看，其将个人信息保护规则规定在
具体人格权规则（第110条）之后，而没有将其规定在身份权（第112条）和财产权之中（第113条以下），
这实际上是肯定了个人信息的人格利益属性。
二是规定了个人信息应当依法收集与利用。从《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来看，其要求相关主体不
得非法收集和利用他人的个人信息。该条虽然是从消极保护的层面规定相关主体依法收集、利用个
人信息的义务，但从权利人的角度而言，其实际上也肯定了权利人对其个人信息所享有的相关权利，
即在行为人非法收集、
利用其信息时，权利人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是规定了相关主体保护个人信息的义务。依据《民法总则》第111条的规定，获得个人信息的相
关主体负有“确保信息安全”的义务，从权利人的角度而言，其应当有权请求相关主体确保其个人信
息安全，在该相关主体未尽到确保信息安全的义务时，权利人应当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可见，
《民法总则》专门规定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在个人信息确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当然，
《民法
总则》在个人信息确权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一方面，
其并没有将个人信息作为具体人格权规定在第
110条，
而只是将其规定为一项人格利益，
这可能不利于保护个人的个人信息权利；
另一方面，
个人信息
权利的具体规则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例如，该条虽然规定了个人信息应当依法收集、利用，但如何界
利用行为的合法性，
该条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
这就需要立法予以进一步完善。〔7〕
定个人信息收集、

二、
应主要通过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进一步对个人信息权进行确权
《民法总则》颁行后，关于如何完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规则，存在不同的主张。一种观点认为，应
当通过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即在《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的基础上，
通过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方式，实现对个人信息的细化保护。〔8〕从比较法上看，一些国家和
地区也颁行了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例如，意大利制定了《关于资料保护法律（675/96号）》，德国
制定了《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爱尔兰制定了《爱尔兰信息自由法》。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通过
〔3〕参见《刑法》第253条，
《网络安全法》第22条、
第41条、第42条，
《居民身份证法》第6条第3款。
〔4〕参见张新宝：
《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
《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5〕参见王利明：
《论个人信息权在人格权法中的地位》，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6〕参见孔令杰:《个人资料隐私的法律保护》，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7〕有观点认为，我国民法典并不需要设置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通过侵权责任编的规则已经足以对包括个人信息权利在内的各
项人格权益提供保护。按照此种观点，个人信息权利并不存在继续确权的必要，这实际上是传统大陆法系人格权消极保护模
式的做法，与现代各国通过立法、
司法强化人格权保护的做法并不一致，也不符合人格权制度的发展趋势。关于人格权消极保
护模式的弊端，参见前引〔1〕，王利明文。
〔8〕参见龙卫球：
《数据新型财产权构建及其体系研究》，
《政法论坛》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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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完善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即应当通过独立成编的人格

权法完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此种做法与《民法总则》的立法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与《民法通则》相比，
《民法总则》突出了
对人身关系的调整。例如，该法第2条将调整对象规定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
系”
，与《民法通则》第2条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相比，更加突出了对人身关系的调整。〔10〕再如，该
法第五章在规定民事权利时，将人身权利规定在财产权利之前，本身也突出了对人身权尤其是人格
权的保护。因此，通过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对包括个人信息权利在内的各项人格权的规则进行细化
规定，并将其置于各财产权编之前，符合《民法总则》的立法精神。同时，从具体确权的角度来看，
《民
法通则》在规定各项人格权时，也对各项具体人格权的权能等内容作出了规定。例如，
《民法通则》第
99条第1款在规定姓名权时，即对权利人所享有的姓名决定权、姓名使用权、姓名变更权以及禁止他
人干涉、
盗用、
假冒自己姓名的权利作出了规定。而从《民法总则》第110条规定来看，其只是对各项具
体人格权进行列举，而没有对各项具体人格权的规则作出细化规定。如果民法典分则不通过独立成
编的人格权法对包括个人信息权利在内的各项人格权的内涵、效力等作出规定，将使得《民法总则》
对人格权的确权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如30多年前的《民法通则》，这显然不符合《民法总则》强化人格权
保护的理念。
第二，此种做法更有利于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根据《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
“民事基本制度”应
当由法律作出规定，而在现代社会，个人信息权利是个人所享有的一项重要民事权利，对于保护个人
免受非法侵扰、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其应当属于个人所享有的基本民事权利。
这就需要通过法律对个人信息权利作出规定，而通过民法典人格权编对个人信息作出进一步确权，
则在价值层面和规范层面均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为个人对抗不法侵害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为
提供民事基本法的依据。从实践来看，除遭受个人的侵害以外，个人信息权利也受到来自公权力机关
的巨大威胁，非法监听、监视、非法收集个人信息数据的行为大量存在，与单个的个人相比，公权力机
关在个人信息收集与利用方面具有巨大的技术优势，而且其在履行行政职能的过程中也会掌握大量
的个人信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各级政府在户籍管理、治安维护、交通出行、社会保障、工商管理、
个人信用、打击犯罪、人口普查等方面掌握着数以万计的各类信息系统，每天都会收集海量的个人信
息。与通过单行法对个人信息进行进一步确权相比，通过民法典人格权编细化个人信息权利的规则，
可以为个人对抗包括来自公权力的侵害行为提供民事基本法律依据，更有利于提升个人信息权利的
保护水平。另一方面，通过民法典人格权编对个人信息权利进行进一步确权，可以在民事基本法的层
面明确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标准、限制标准，从而为将来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划定界限，防止相关的部
门立法出于部门利益考虑而对个人信息权利进行不当限制。
第三，此种做法也有利于更好地设计个人信息权利法律规则，并便于相关规则的解释与适用。个
人信息权利虽然无法被其他人格权所涵盖，但与其他权利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和交叉，其他人格权
的规则可能会对个人信息权利的规则设计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为妥当平衡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
〔11〕
信息利用之间的关系，在信息的收集、利用方面应当对隐私信息与非隐私信息进行区分，
但如何界
定隐私信息？隐私权保护会对个人信息收集、利用行为产生何种影响？诸如此类，可能还需要借助隐
私权的规则加以判断。完全通过单行立法的方式对个人信息进行进一步确权，可能难以有效衔接个
人信息权规则与其他具体人格权规则，这就难以对个人信息权利与其他具体人格权之间的关系进行
系统考量；同时，单行立法与民法典在规则设计理念等方面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也可能导致相
关规则之间出现一定的冲突，而通过民法典人格权编细化个人信息权利的规则，则可以更好地兼顾
〔9〕参见王利明：
《论我国〈民法总则〉的颁行与民法典人格权编的设立》，
《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8期。
〔10〕参见前引〔9〕，王利明文。
〔11〕范为：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重构》，
《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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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权利与其他人格权之间的关系。此外，通过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对个人信息权利等各项人
格权集中作出规定，也有利于更好地运用体系解释等方法确定法律规则的涵义，从而减少法官找法、
释法的困难，从而保障个人信息法律规则的准确理解和适用。
当然，
强调通过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对个人信息权利进一步确权，并不是意味着要将所有的个人
信息权利保护规则都规定在民法典中。事实上，
民法典也不可能对其作出事无巨细的规定，
主要原因在
〔12〕
于：
一方面，
个人信息保护规则较为复杂，
且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特点。 例如，
个人信息的收集、
处理、
移
转、
储存、
查询、
公开等，均包含大量的技术性规则，民法典人格权编在对个人信息进行确权时，很难对
这些技术性规则作出规定。另一方面，
个人信息权利的许多规则具有很强的变动性。个人信息的收集、
利用与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这也使得个人信息的相关
的规则具有很强的变动性，
例如，
随着新的信息分析技术的出现，
相关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则可能需
其难以对此种变动性很强的规则作出规
要作出相应的调整。民法典的规则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
定。因此，
民法典人格权编在《民法总则》第111条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个人信息权利进行确权时，
只是对
个人信息权利的重要规则作出规定。其更为细化的规则，
尤其是大量的技术性规则，
可能还需要借助单
行法加以规定。民法典人格权编的规则可以为单行法保护个人信息权利提供民事基本法的依据，
同时
也可以为单行法保护个人信息权利、
调整个人信息收集、
利用行为提供保护标准和保护框架。

三、
人格权编个人信息权利保护规则的完善
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在对个人信息权利进行确权时，首先应当肯定个人信息权的具体人格权地
位。《民法总则》只是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但并没有肯定个人信息权的具体人格权地位，很重要
的原因在于，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学界的相关研究尚不成熟，对个人信息权利的某
些问题尚未形成共识。〔13〕但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应当将个人信息权规定为一项独立的具
体人格权，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个人信息在现代社会是一项重要的人格利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个人形象越来越呈现出数字化的特点，互联网中大量充斥着个人信息，海量的个人信息被存放
于个人无法控制的“云端”，有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数字化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生存方式”。〔14〕这
就有必要将个人信息权规定为独立的具体人格权，而不能只是对其进行消极保护。另一方面，个人信
息权无法为其他权利所涵盖。个人信息权虽然与隐私权有一定的交叉，但无法为隐私权所涵盖，尤其
是大量的非隐私信息，很难通过隐私权进行保护。同时，个人信息也不同于数据信息，其能够识别出
特定的信息主体身份，包含重要的人格利益，因此，不能完全通过财产权的保护方法对其提供保护。
此外，随着大数据技术应用范围的扩展，相关的产业实践也在不断发展，例如，美国甚至出现了专门
〔15〕
从事数据交易的数据经纪人。
在这种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所面临的威胁也日益增大，相关纠纷也
日益增多，在客观上也有必要肯定个人信息的具体人格权地位。因此，民法典人格权编应当肯定个人
信息权的具体人格权地位，肯定其积极利用权能，而不只是对其进行消极保护。除此之外，民法典人
格权编在对个人信息权进行确权时，还应当重点规定如下内容：
〔16〕
一是界定个人信息的内涵。我国民事立法一般都会对相关基本概念作出界定，
此种做法有利

于相关法律规则的准确理解与适用，具有其合理性。但从我国人格权保护法律规则来看，不论是《民
法通则》还是《民法总则》，都只是注重对各项具体人格权的列举，而没有特别重视对各项具体人格权
〔12〕贺栩栩：
《比较法上的个人数据信息自决权》，
《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2期。
〔13〕参见前引〔9〕，王利明文。
〔14〕石佳友：
《网络环境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5〕金耀：
《个人信息去身份的法理基础与规范重塑》，
《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
《物权法》第2条、
《侵权责任法》第2条。
〔16〕参见《合同法》第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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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的界定，这也使得区分相关的人格权变得困难，引发了司法实践的混乱。〔17〕从《民法总则》第111
条规定来看，其也没有从正面规定个人信息的内涵，这就需要人格权编对个人信息的内涵作出界
定。一般认为，个人信息是指与特定个人相关联、能够直接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后间接识别出自然人
主体身份的信息，其主要包括个人的姓名、户籍、住址、出生日期、医疗记录、职业、身份证号码等信
息。〔18〕人格权编在界定个人信息的内涵时，可以采用具体列举式与抽象概括式相结合的方式对个人
信息进行界定，
即一方面具体列举个人信息的典型类型，
另一方面采用兜底概括式的表述界定其内涵。
二是明确合法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的标准。依据《民法总则》第111条的规定，个人信息应当“依
法”取得，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但何为“依法”取
得？何为“非法”利用？该条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就不利于准确认定侵害个人信息权利的责任；而
且在大数据时代，利用个人信息的现象十分普遍，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的主体不仅包括企业，而且还
〔19〕
包括政府机构，
个人信息收集与利用的合法性标准不清晰，也难以为个人信息利用提供明确的行
为预期，从而影响个人信息的有效利用。有学者主张，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利用应当经被收集者同意，
〔20〕
违反个人同意原则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即属于非法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
笔者认为，不宜一概以

被收集者同意作为个人信息收集、利用行为合法性的前提，否则可能使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利用变得
极为困难，这将从源头上减少可供分析的个人信息数量，从而造成所谓“信息孤岛”现象，影响大数据
技术的有效运用。还有观点认为，应当以个人信息的去身份化或者匿名化作为个人信息流通与利用
〔21〕
的前提。
应当看到，个人信息的去身份化确实有利于促进个人信息的有效流通与利用，因为通过去
〔22〕
这有利
身份化处理，去除个人信息中有关个人身份的信息内容，可以将个人信息转化为匿名信息，
于减少信息处理、利用过程中对个人隐私权及其他人格权益的侵害，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信息流通的
〔23〕
障碍，
从而保障信息的有效利用。但个人信息的匿名化处理主要发生在信息的处理阶段，无法调整
个人信息的收集行为。〔24〕而且一概要求个人信息的利用都必须进行匿名化处理，也可能不当影响个
人信息数据的有效利用。因为从利用方式上看，个人信息的利用既可以提现为“一对一”的利用，即针
对特定信息主体利用个人信息，也可以体现为“一对一”以外的利用形式，即对大量的个人信息数据
〔25〕
进行分析，得出相关的分析结论，以做进一步的利用。
“一对一”的利用方式要求对个人信息数据进
行分析、处理必须借助于信息主体的相关信息，并通过信息数据点之间的基础关联而发挥其经济效
用，而个人信息的去身份化处理则会消除信息数据与信息主体之间的关联，这可能影响个人信息数
据经济效用的发挥。〔26〕
笔者认为，在大数据时代，在平衡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个人信息利用之间的关系时，更应当强化

对个人信息的利用，注重发挥其经济价值。因此，民法典人格权编在界定个人信息收集、利用行为的
合法性时，应当区分隐私信息与非隐私信息，收集隐私信息原则上都应当经过个人同意，而收集、利
〔17〕例如，一些侵害生命权、
身体权、健康权的纠纷，司法实践中被当作一般人格权纠纷。参见“袁某与方某某等一般人格权纠纷
案”，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3）泸少民终字第22号；
“李某某与昆山市交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一般人格
权纠纷案”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4）苏中民终字第03293号。
〔18〕参见前引〔6〕，王利明文；前引〔5〕，张新宝文。
〔19〕Schwartz, Paul M., Property, Privacy, and Personal Data,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17, Issue 7（May 2004）, p.2081.
〔20〕参见李永军：
《〈民法总则〉中个人隐私与信息的
“二元制”保护及请求权基础》，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我国相关
立法也采取了此种立场，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2条、
《网络安全法》第41条第1款。
〔21〕参见前引〔15〕，金耀文。
〔22〕Eleftheriou, Demetrios A., Tips on Protecting Personal Data, Florida Bar Journal, Vol. 90, Issue 1（January 2016）, p.38.
〔23〕参见前引〔15〕，金耀文。
〔24〕参见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4条第（5）款。
〔25〕参见前引〔5〕，张新宝文。
〔26〕Sophie Stalla- Bourdillon, Alison Knight, Anonymous Data v. Personal Data- False Debate: An EU Perspective on Anonymization,
Pseudonymization and Personal Data, 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4, Issue 2（Winter 2016）, pp.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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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隐私信息以外的其他个人信息原则上则不需要经过个人同意，或者应当弱化个人的同意。〔27〕
三是对信用信息的保护作出规定。信用利益是个人重要的人格利益，实践中出现的信用评级、
企
业设置“黑名单”等行为，也都涉及个人信用利益保护的问题。从比较法上看，各国大多重视对个人信
用利益的保护。例如，
《德国民法典》第824条就对侵害他人信用的行为作出了规定。〔28〕
《民法总则》颁
〔29〕
行前，许多学者主张，民法典应当将信用权规定为一项独立的具体人格权， 但《民法总则》第110条
在列举各项具体人格权时，并没有对信用权作出规定。按照立法者的观点，信用是对民事主体经济能
〔30〕
力的一种社会评价，其在性质上属于主体名誉的一部分，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也通过名誉
权保护个人的信用利益。〔31〕事实上，侵害他人信用利益既可能体现为不法利用他人信息导致他人信
〔32〕
用贬损的行为，也可能体现为不法收集、传播他人信用信息的行为，
前者可以通过名誉权加以规
范，而后者则不涉及个人的社会评价，难以通过名誉权的规则加以调整。如果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不

对信用权作出规定，则涉及主体社会评价的信用问题可以借助名誉权的规则加以调整，而信用信息
的收集、利用等问题，则需要在个人信息权中作出规定，其也应当成为人格权编对个人信息权进行确
权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是规定个人信息权的限制规则。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可能基于公共利益、他人权利
保护等原因而受到限制，这一限制实际上也划定了个人信息权的权利边界，因此，这些限制规则也应
当属于个人信息权确权的重要内容。有些个人信息权限制规则，如个人信息权的行使不得违背公序
良俗、禁止权利滥用等，可以适用《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民法典人格权编也可以对各项具体人格权
共通的限制性规则作出规定。但有些限制性规则则是个人信息权所特有的，应当由人格权编在个人
信息权部分专门作出规定。例如，国家机关在依法行使职权时，可能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对个人信息进
行收集和利用，此种利用行为并不需要经过个人的同意。当然，国家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应
当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而且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国家机关在公开个人信息时，应当进行必要的匿
名化处理，以减少隐私泄露等相关风险。再如，基于学术研究、教学或者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相关主
体也应当有权在合理范围内对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和利用。民法典人格权编应当对此类个人信息权限
制规则作出规定，以更好地划定个人信息权的权利边界。

〔27〕当然，相关主体在利用他人个人信息时，也不得侵害个人的隐私权，同时，应当保障个人信息的准确性，不得不当展示个人的
“数字化形象”，在其所利用的个人信息不准确时，个人也应当有权请求其更正相关信息。
〔28〕再如，
《奥地利民法典》第1330条第2款、
《葡萄牙民法典》第484条等，也对信用的保护作出了规定。
〔29〕参见李新天、
朱琼娟：
《论“个人信用权”——
—兼谈我国个人信用法制的构建》，
《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何国强：
《论作为独立
人格权的信用权》，
《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7期；张鹏：
《个人征信语境下的信用权问题》，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30〕李适时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43页。
〔31〕孟强：
《论作为一般人格权的名誉权——
—从司法案例的视角》，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32〕李红玲：
《论信用权的若干问题》，
《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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