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海洋

8 月 8 日， 著作权法修正案草
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 这是全国人大常
委会对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的第二
次审议。

据悉，草案二审稿逐一回应“作
品”定义等法治热点问题，完善了作
品的定义和类型， 删去了不得滥用
权利影响作品正常传播及法律责任
的规定， 并增加相关规定拟对视听
作品的著作权分类保护。

这是著作权法颁布实施以来的
第三次修正。 修正案草案的第二次
提交审议， 意味着酝酿了十年的著
作权法第三次修正迎来了关键的一
步。

我国对法律案和地方性法规的
审议实行“三审制”，即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法律案一般应当经过三次
常委会会议审议后，才能交付表决。

如果按此立法程序， 著作权法
修正案草案再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议审议一次之后，即可交付表决。

开门修法

此次著作权法的修正， 其实早
在十年前就启动了。2011 年 7 月 13
日， 国家版权局正式启动著作权法
的修正工作。

十年前即启动， 缘何这次修法
会经历如此漫长的酝酿过程？

现行著作权法，于 1990 年 9 月
7 日， 获得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199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值得一提的是，著
作权法是经过了 11 年的酝酿、起
草、修改等，才最终得以出台的。

颁行第 11 年即 2001 年， 著作
权法迎来第一次修正。 这次修法作
出了许多修改， 包括细化了著作财
产权的内容，新增了出租权、信息网
络传播权等权利， 扩大了表演权的
内涵，以“广播权”替代“播放权”，引
入汇编权，将杂技艺术作品、建筑作
品和汇编作品纳入著作权保护客体
等。

时隔九年后，2010 年著作权法
迎来第二次修正。 这次修改只调整
了两处内容： 一处是修改了违禁作
品的规定， 另一处是增加了著作权
登记的规定。

第三次修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
我国自身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
展，来自于国情的巨大变迁，来自于
社会实践和司法实践的迫切要求。

这一点， 成为著作权法第三次
修改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征， 也让

这次修法更平添了难度———如何平
衡产业利益与公共利益， 如何兼具
国际化与本土化， 如何满足互联网
时代新的发展诉求、 在各项制度上
取得新突破， 成为摆在立法者面前
的新课题， 这势必引起社会更广泛
关注， 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此次修
法周期更久。

据悉， 此次国家版权局著作权
法修法的最大亮点就是“开门修
法”，其最初的速度并不慢，甚至算
是快的，2011 年 7 月， 国家版权局
委托三家学术机构分别起草三个专
家建议稿，并于 2012 年初在其基础
上仅用两个月就推出一份共 8 章
88 条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向社会
征求意见。

2012 年 3 月、2012 年 7 月和
2012 年 10 月， 国家版权局先后公
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
改草案）》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
稿。 2014 年 6 月，国务院法制办公
室公布了国家版权局报请国务院审
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
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
公开征求意见。

此次征求意见的结果， 凸显许
多亟待立法平衡的问题： 增加美术
作品追溯权，拍卖公司反对；增加录
音制作者的公开表演和广播获酬
权，广播电视台反对；电影作品增加
作者权益，制片人反对；职务作品权
益归属单位，记者反对……

2017 年年底，国务院法制办将
国家版权局提交的 90 条送审稿缩
减到 66 条，并在相关领域定向征求
意见。 据公开报道显示，此后，提请
审议著作权法修正草案接连被纳入
国务院 2018 年、2019 年立法工作
计划。然而，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迟
迟没有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
审议。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明指
出，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正工作历时
较长的原因在于创造形态、 作品传
播方式、 版权交易模式处于不断变
化之中， 新的技术背景和社会经济
背景下的诸多诉求需要在修法过程
中体现。

修正作品定义

今年 4 月 26 日， 正值第 20 个
世界知识产权日， 酝酿了十年的著
作权法修正案草案， 首次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消
息终于传来。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后， 一审稿公开向
社会征求意见。此后，相关话题热度
不减，社会关注度持续走高。

社会各界的热议主要集中在三
个方面：其一，现有“作品”的定义能
否准确涵盖智力成果的所有表现形
式？其二，在当前著作权保护不力的
状况下，规定“不得滥用权利影响作
品的正常传播”是否适宜？其三，“载
有节目的信号” 能否作为广播组织
权的保护对象？

此外，电影、电视剧作品以外的
视听作品的著作权权益如何切分等
问题也引起了业界的普遍关注。

针对一审稿引发热议的法治热
点问题，比如，“作品”定义等，在 8
月 8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草案二审稿
中作了不同程度的回应。

草案一审稿将“作品”定义为：
文学、 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
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
成果。

有意见认为， 这一定义未涵盖
技术类作品， 且口述作品等不一定
需以有形形式复制。还有意见认为，
随着文学艺术产业的不断繁荣和科
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新的作品类型
将不断出现， 立法应当为可能出现
的新作品类型留出空间。

由此， 草案二审稿作出以下修
改：将“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修改
为“文学、 艺术和科学等领域”，将
“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修改为
“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将“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修改为
“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
并列举了作品的具体类型。

这些具体类型包括：文字作品；
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
杂技艺术作品；美术、建筑作品；摄
影作品；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及其
他视听作品；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
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
作品；计算机软件；符合作品特征的
其他智力成果。

此次草案二审稿还有一个明显
的变化：注重与民法典、反垄断法等
法律的衔接，删去了“不得滥用权利
影响作品的正常传播” 这一表述以
及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

根据草案一审稿第四条规定，
“著作权人和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
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 不得损害公
共利益， 不得滥用权利影响作品的
正常传播”。 第五十条明确，若违反
规定的， 由著作权主管部门责任改
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非法
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 可以并处非
法经营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

有意见认为， 著作权领域的主
要问题是对著作权保护不足， 应坚

持加强保护的立法导向， 对著作权
滥用的行为可通过民法典、 反垄
断法等法律进行规范；且“不得滥
用权利影响作品的正常传播” 的表
述过于宽泛， 不利于实践中操作执
行。

由此， 草案二审稿删除了这一
规定， 同时为了更好地平衡保护著
作权与公共利益， 适度扩大了不经
著作权人许可且不支付报酬而合理
使用有关作品的范围。

草案一审稿规定，广播电台、电
视台对其播放的载有节目的信号享
有许可他人转播、录制、复制、通过
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权利。

有意见认为，“信号” 是通信技
术概念， 而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应为
广播、电视节目；另外，将广播组织
权规定为“许可权”，容易与著作权
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等权利
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产生混淆
或冲突。

由此， 草案二审稿将广播组织
权恢复为著作权法规定的“禁止
权”，即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
未经其许可的上述行为；将“载有节
目的信号” 恢复为著作权法规定的
“广播、电视”。

草案二审稿的一大亮点还在
于， 拟对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进
行区分。草案一审稿将短视频等“视
听作品”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受到
广泛欢迎。此次二审稿修改将电影、
电视剧作品和其他视听作品的著作
权归属作出区分，对属于“其他视听
作品”中的合作作品的归属，有约定
的依约定， 没有约定的由制作者享
有，编剧、导演、摄影等作者享有署
名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

引入惩罚性赔偿

著作权人维权成本高、 获得赔
偿数额低是著作权领域的“老大难”
问题。在解决著作权维权难方面，著
作权主管部门执法手段偏少、偏软。
对侵权行为处罚偏轻的问题， 修正
案草案明确加大著作权执法力度和
对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

对于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草
案二审稿规定可以适用赔偿数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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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赔偿金的计
算， 增加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作
为赔偿金额的计算参照， 增加责令
侵权人提供与侵权有关的账簿、资
料制度。 还增加著作权主管部门询
问当事人， 调查违法行为， 现场检
查，查阅、复制有关资料以及查封、
扣押有关场所和物品等职权。

值得一提的是， 草案二审稿第
三条增加了著作权登记制度。 业内
专家认为， 解决网络著作权侵权维
权难点和重点的关键是通过版权登
记实现确权。 草案二审稿第三条新
增的规定， 给著作权登记制度提供
了法律依据。

不过，上述业内专家提出，草案
二审稿第三条的规定， 应该进一步
细化，可分成以下三个条款来说：一
是前款规定的作品可以向著作权登
记机构办理登记； 二是经过中央机
构编制委员会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
批准设立的登记机构办理全国范围
的登记； 三是在登记文书上载明了
登记事项， 这是作品权属的初步证
明，但有相关证据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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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互
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
发展， 著作权领域出
现诸多新变化。 一方
面， 网络文学等一些
新兴的文艺类型呈现
大幅度增长的态势；
另一方面， 计算机作
诗、 网络虚拟偶像唱
歌等作品大量涌现。
如何加强对这些新业
态作品的著作权保
护， 怎样破解著作权
维权“赢了官司、丢了
市场”的现象，著作权
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
作出了回应。

加强新业态作品保护 破解著作权维权困局

十年磨一剑 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二审

惩罚性赔偿
化解维权难

●对于侵权行为情节严重
的，修正案草案规定可以适
用赔偿数额一倍以上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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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赔偿金的计算，增加
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作
为赔偿金额的计算参照，增
加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
有关的账簿、资料制度。

1990 年 9 月 7 日，著作权法由
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于 1991 年 6 月 1 日
起正式实施。

2001 年 10 月 27 日，《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
定》 由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对 1990 年著
作权法进行了修正。 修正后的著作
权法由原来的六章、 五十六条变更
为六章、六十条。

2010 年 2 月 26 日， 为进一步
完善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 并根据
执行世界贸易组织中美知识产权争
端案裁决的现实需要， 第十一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的决定》。 本次修正涉及两个
条款，修正后的著作权法共六章、六
十一条。

2011 年 7 月 13 日， 著作权法
第三次修正工作正式启动。 这是第
一次在没有外部压力的背景下进行
的修法。

2020 年 4 月 26 日， 著作权法
修正案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这意味着酝
酿了 10 年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正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020 年 8 月 8 日，著作权法修
正案草案第二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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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内蒙古迎
来暑期草原旅游热，
为确保旅客出行安
全，呼和浩特铁路公
安处实行巡控中心
全段巡控、派出所分
段防控、警务区盯控
岗亭三级管理模式，
通过徒步与驾车等
方式每日巡查线路
900 多公里，加强对
高铁线路的巡查。图
为巡逻现场。

梁士斌 唐哲 /摄

第 20个世界知
识产权日前夕，江苏
省连云港市灌云县
检察院、灌云县知识
产权局联合开展“强
化版权治理，优化版
权生态” 主题活动，
执法人员进入全县
各出版物市场，开展
细致的检查，净化出
版物市场。图为执法
人员在一家书店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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