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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颜
之宏 熊琦）在短视频App上，经常能
看到一些主播带你“五分钟看完一部
电影”，或是多个主播换汤不换药反
复演绎同一个“老梗”。短视频正成
为互联网知识产权侵权的最新高发地
带。有调查数据显示，短视频独家原
创作者被侵权率超过九成。

独家短视频原创作者被侵权
率达92.9%

12426 版 权 监 测 中 心 发 布 的
《2020中国网络短视频版权监测报告》
显示，仅2019年至2020年10月间，就
累计监测疑似侵权链接1602.69万条，
独家原创作者被侵权率高达92.9%。

“新华视点”记者发现，专业从事
影视素材“搬运”的账号层出不穷。在
某短视频平台拥有38.4万粉丝的某博
主已将时下正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
代》剪辑成数段短视频发布。该博主
作品集全部由各类影视剧截取而成，
收获近五百万的点赞，其主页网店中
售卖的各类商品达800多件。

记者以“视频搬运”为关键词进行
检索，出现了几百条相关结果，其中不
少博主打着“自媒体运营教学”“搬运
视频月入轻松过万”等噱头来吸引观
众，在视频中传授“抽帧”“放大”“添加
背景图”等规避平台审查的技巧。

相关监测数据显示，热门电视剧、
综艺节目、院线电影是被侵权的“重灾
区”。从短视频侵权量排名前10的作
品来看，口碑较好的经典反腐剧《人民
的名义》短视频侵权量达到 26.93 万
条。

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上以“人民
的名义”为关键词搜索，十余个影视
类账号将原剧每集压缩剪辑为几分钟
的“精华版”，以“合集”形式发
布，播放量少则一两千万，多则过
亿，均未标注视频来源。

除了将内容直接“搬运”，短视
频创意和形式的模仿也引起争议。

1月24日，知名短视频作者房琪
发布比对视频显示，另一位有着470
多万粉丝的短视频作者发布的部分视
频在创意、文案、场景上与其作品高
度雷同，引发网友关注。

房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
论是法律法规还是平台规则，对于短
视频是“模仿”还是“抄袭”都存在
模糊地带。“有的人觉得维权是小题
大做，有的人甚至认为维权是在‘以
大欺小’，但很少有人知道，一条优
质短视频背后究竟要投入多少精力和
心血。”房琪说，对维权者来说，时
间成本和诉讼成本都太高了，这在客
观上给侵权者留下了“灰色空间”。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虽然多家短
视频平台已经设置防抄袭机制，但在
互联网环境中，原创作品被侵权的形
式多样、手段隐蔽、内容分散，给原
创保护带来了更多挑战。

屡屡违法的背后是高额利润
的驱动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多次约谈
相关短视频平台，要求平台约束侵权
行为，但收效并不明显。不少“搬运
号”被封禁后，换个“马甲”继续侵权。
屡屡违法的背后是高额利润的驱动。

——影视“搬运号”打着“作品
评价”的名义，明目张胆剪辑、“搬
运”热播影片和电视剧，并通过直播
带货等方式牟取利益。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近 130
万粉丝的某博主以“一个电影，一个
故事”为名，几乎每天更新一个裁剪
后的影视作品。在其直播间中，多部
上映电影不间断播放，吸引了数百名
用户“围观”。在其直播间的“幕
布”中，作者引导用户下载其“推广
链接”中的游戏，以赚取相应厂商的

“推广费”。
还有一些人在制作“搬运视频”

的同时，还通过贩售“搬运教程”牟

利。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近 60
万粉丝的某博主在直播间以每份 99
元的价格兜售“影视大咖解说课”；
数据显示，该“教程”已售出400余
份。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当粉丝
数量积累到一定规模后，“搬运号”
还可通过接广告任务或直接卖号等方
式快速变现。

——短视频侵权素材获取门槛
低，只要几元至几十元不等，就能获
得种类繁多的“搬运素材”。

在淘宝上，通过指定关键词检
索，可以找到不少售卖短视频剪辑素
材的卖家，售价在几元至几十元不
等。记者在支付 30 元后，商家系统
即自动发货，这些剪辑素材中包含影
视解说、街头采访、脱口秀、搞笑视
频等数十种内容，只需通过百度网盘
下载后即可直接编辑使用。同时，链
接中还包含数百个拍摄剧本，其中包
括以盗版书籍方式影印的经典电影剧
本。

值得注意的是，为防止“搬运
号”的初学者被平台检测系统识别出
侵权行为，各平台还有不少账号教授
多种技术手段以帮助初学者规避平台
检测。

——界定短视频属于原创还是侵
权，实践中有时存在一定难度；一些
版权方维权意识也有待加强。

“如果你拿我的视频直接去直播
带货，我可以直接告你侵犯我肖像
权，但现状是，大部分侵权并非‘直
接搬运’，而是以类似于微信公众号
中‘洗稿’的方式模仿原创作者的创
意、脚本和文案。”新榜内容总监夏
之南说，一些短视频侵权作品的影响
力比原作还要大，这些侵权者会认为
是帮原作做了推广，客观上给原创作
者带来了心理压力，动摇其维权决
心。

多管齐下解决短视频侵权问
题

我国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对侵权
行为的认定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法律
专家认为，是否存在营利行为可作为
侵权与否的重要判断标准。

“侵权短视频的发布通常是以流
量变现的方式营利，可形成对原作品
的实质性替代。”浙江大学光华法学
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
说，平台算法推荐可导致侵权内容传
播得更广、更快，对权利人造成更为
严重的损害，因此这类作品通常不在
著作权法规定的对原作品“合理使
用”之列。

高艳东建议，一方面有关部门要
降低原创作品权利人的维权门槛和维
权成本，如通过明确侵权作品的性
质、建立侵权损失评估标准等方式实
现；另一方面要考虑推出优化授权许
可模式，如通过建立影视作品著作权
集体管理组织、引入知识共享协议模
式等方式实现。

还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即使当
前技术手段无法对短视频侵权行为提
供有力支撑，短视频平台也应力挺原
创。“我们马上就要进入5G时代，短
视频创作量会越来越大，平台有义务
保护原创作者的创新动力。”夏之南
等人建议，相关平台要建立有利于原
创作者的维权渠道，提升平台的公信
力。

“为强化著作权保护，2020年11
月 11 日，我国著作权法进行第三次
修改，对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
适用违法经营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惩罚性赔偿。同时，将法定赔偿额上
限由五十万元提高到五百万元。”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
任曹新明建议，司法机关在面对权利
人提交的诉讼申请时，要在立案等环
节予以必要协助，这不仅能够提升公
众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也能够震
慑相关侵权者。

短视频原创作者逾九成被侵权

4月6日，浙江杭州建德市的茶农操作采茶机采收春茶青叶。
春季里，随处可见农民们辛勤劳作的身影，如同一幅幅生机勃勃的画卷。

新华社发（宁文武 摄）

春
忙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刘晶瑶）近
日，央视曝光多家航空公司“随心飞”套餐
问题，有网友称此前买了某司相关产品却遇
到14次航变，多次影响她的行程。还有许多
网友反映，“随心飞”很难买到想要的航段，
已变成了“闹心飞”。

去年疫情期间，航空业陷入“至暗时
刻”，多家航司运力闲置、业务大幅萎缩，无
力承担高昂的运营成本。为刺激市场，多家
航司脑洞大开，使出看似“赔本赚吆喝”的
促销手段。

其中，东航率先推出“随心飞”产品，
只需三千多元，就能在周末不限次免费乘坐
经济舱航班。产品一经上线，消费者直呼

“真香”，抢购一度让平台 App 崩溃。其他航
司见此招有效，纷纷跟进，也借势推出“快
乐飞”“想飞就飞”“畅飞卡”等产品。

“随心飞”类产品为航司稳定现金流、回
笼资金，解了一定的燃眉之急，但随着航空
业的全面复苏，出行市场的急速回暖，购买
这些产品的消费者，或许成了某些航司眼中
的“鸡肋”，甚至是耽误赚钱的累赘。

客观来讲，疫情下积极自救，推出“随
心飞”类产品，是航司负重起飞的创新妙
招，不仅狠狠刷了一波存在感，也是促进旅
游业复苏的有力推手。有人形象地描述，后
疫情时代，“随心飞”是在旅客跃跃欲试的出
游心上，又添了一把火。

但“薅羊毛不成反被薅”的现实经历，
却让消费者“随心”变“闹心”，更让线上产
品风评，变成一场吐槽大会。

有人指责某些航司“随心飞”变“插翅难
飞”，消费者只能吃哑巴亏。宣传引导时营造
一种“随心飞、随时飞”的感觉，实际对买了套
餐的消费者来说，每个航班所放出的座位数量

是有限的，基本抢不到，点开就是“想飞就飞
已兑完”。还有人上线“段子手”模式，如此调
侃——随心飞就是航司随心不让你飞，快乐
飞是航司的快乐，不是消费者的快乐。

没生意的时候，借“随心飞”类产品纾
困；疫情有所缓解，就想方设法为使用层层
设障……为小利失大局，这种短视的商业逻
辑，不仅严重影响用户出行体验，也有侵害
消费者权益之嫌。

有一种观点认为，“随心飞”类产品是航
司精算化的产品，条款设计之初，就是算定
了不会亏本，想薅商家羊毛哪有那么容易。
但一句“买的没有卖的精”，航司既不应当做

“一退六二五”的窃喜，消费者也不应感到无
奈而放弃合法维权。

对航司来说，把套餐变套路、对客户用
完就弃，只能招来“割韭菜”的恶名。让消
费者真正受益，才是增加用户黏性的法宝。
对消费者来说，别被花式营销“迷眼”，认真
分析出行需求，仔细阅读相应条款，还得有
双“慧眼”，避免盲目跟风消费。

值得注意的是，4月1日起，多家航司已
陆续下架“随心飞”类产品。可见，随着航
空业全面复苏，这些产品原有的规则已不适
应当前市场，由此引发的消费体验下降问
题，也到了亟待解决的时候。

“随心飞”类产品，是一次催生新出行方
式的成功营销。现在遭遇的问题，有外部环
境的原因，更多是一些航司任性加码，不拿
消费者当回事的算计。

希望更多航司能将消费者权益摆在首
位，保护好存量用户的利益，及时对产品进
行升级迭代，通过精准研判消费者需求推陈
出新，设计出槽点更少、实惠更多的出行套
餐。

新华社昆明4月6日电（记者字强）据云南省
纪委监委 6 日消息，云南省昆明市政府党组成
员、副市长王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
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云南省纪委监委公开的简历显示，王冰，
男，1966年9月生，汉族，四川宁南人，在职研究
生学历，1987 年 7 月参加工作，1994 年 2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最初在云南汽车厂参加工作，后来
在共青团昆明市委、昆明市青少年宫、昆明市手
工业联社工作，2009年至2018年，历任昆明市东
川区区长、昆明市石林县委书记、昆明市安宁市
委书记、昆明市政府党组成员兼昆明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2018年6月至今，任
昆明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云南省昆明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王冰

接受审查调查

航空公司薅羊毛套路有多深航空公司薅羊毛套路有多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