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行政执法案件信息公开表
序号 案件名称 处罚结果

1 张某翼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支付报酬 不予行政处罚
2 惊奇网络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 罚款1000元人民币
3 天津量子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 罚款20000元人民币
4 天津云畅科技有限公司未要求网络游戏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注册 罚款5000元人民币
5 天津创思客科技有限公司出版、传播含有禁止内容的网络出版物 罚款15000元人民币
6 张某通过信息网络擅自向公众提供他人作品 罚款5000元人民币
7 陈某通过信息网络擅自向公众提供他人作品 移送公安机关刑事立案
8 天津酷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传播含有宣扬淫秽内容的网络出版物 罚款49000元人民币、没收违法所得1125.45元人民币
9 天津酷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传播含有宣扬淫秽内容的网络出版物 罚款47000元人民币、没收违法所得3792.01元人民币
10 天津熙和科技有限公司传播含有宣扬淫秽内容的网络出版物 罚款15000元人民币、没收违法所得150元人民币
11 天津酷划博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罚款20000元人民币

12 天津市育教人和文化传播中心未经许可，擅自将电子出版物专用中国标准书
号用于纸质图书案

调查终结

13 天津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出版物质量涉嫌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案 警告
14 天津浩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的出版物质量涉嫌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案 警告
15 天津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接受委托印刷境外出版物案 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10000元

16 天津浩彩包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擅自从事印刷经营活动案
1.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200元；
2.罚款人民币10000元。

17 点燃培训学校（天津）有限公司储存非法出版物案

1、没收《VE英语口语系列教程（第一部）》《VE英
语口语系列教程（第二部）》《VE英语口语系列教程
（第三部）》《VE英语口语系列教程（第五版）》《
语法教程》《雅思词汇教程》《托福词汇教程》《剑
桥BEC真题集商务英语培训专用资料》共8类173册图
书；2、罚款人民币1000元

18 天津中铁物资印业有限公司未按照《准印证》核准的项目印制案 1、警告；   2、罚款人民币10000元。

19 天津市华丰书店假冒出版单位出版出版物案

1、没收中考导航系列图书《天津2019中考押题卷》共
5类501册图书（语文138册、数学102册、物理99册、
化学115册、英语47册）；2、没收违法所得
1193.94元；3、处人民币5000元罚款。



20 天津一宸印刷有限公司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其作品，同时损害公共利益
案

没收侵权复制品1600张

21 天津市河西区双水书店（李某英）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行其作品，同时损
害公共利益案

1、没收违法所得6元；
2、没收侵权复制品21册；
3、罚款人民币500元。

22 中创乐音（天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行的进口出版物未从规定的出版物进
口单位进货案

1、没收48类1563册进口动漫期刊；2、处人民币30000
元罚款

23 天津文都知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物的出版业务案
1、没收涉案出版物1410册；
2、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800元；
3、罚款人民币64000元。

24 天津市河西区中公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物的出版业务
案

1、没收涉案出版物386册；
2、罚款人民币30000元。

25 曹某明发行的进口出版物未从规定的出版物进口单位进货案 没收《ROMEO AND JULIET》图书1册
26 宫某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行其作品，同时损害公共利益案 没收违法所得50元，并没收侵权复制品400张

27 天津广播电视网络公司擅自从事传输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和传输、
播出含有渲染暴力等违反规定的内容

警告，并处10000元罚款

28 北京桔子水晶酒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擅自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
地面接收设施收看电视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天线2个，接收
机40个）

29  天津市南开区碧城旅馆擅自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收看电视
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天线2个，接收
机20个）

30 天津宜家快捷酒店（布丁金纬路店）擅自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
施收看电视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天线1个，接收
机15个）

31 天津晶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布丁酒店海河意式风情街店）擅自安装使用卫
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收看电视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天线3个，接收
机25个）

32 天津市河北区福祥酒店（南苑e家北站店）擅自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
接收设施收看电视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天线2个，接收
机12个）

33 海洲（天津）酒店有限公司（海洲国际酒店）擅自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
面接收设施收看电视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天线2个，接收
机40个）

34 天津信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汉庭古文化街店）擅自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
地面接收设施收看电视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天线1个，接收
机8个）

35 天津市南开区客家福酒店（陈某乐）擅自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
施收看电视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天线1个，接收
机10个）



36  天津市鹏天阁酒店有限公司擅自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收看
电视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天线2个，接收
机7个）

37  天津市七天长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海河东路店（七天天津之眼店）擅自安
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收看电视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天线1个，接收
机7个）

38  天津如恒世家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如家天津站后广场新开路店）擅自
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收看电视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天线2个，接收
机20个）

39  天津市如美世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如家西站店）擅自安装使用卫星电视
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收看电视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天线2个，接收
机17个）

40  天津晟嘉享隆电影放映有限公司（天津晟嘉国际影城）未建立禁止吸烟管
理制度,未设置禁止吸烟检查员

调查终结

41  天津天河上影电影放映有限公司北宁湾分公司（上影天津北宁湾店）未建
立禁止吸烟管理制度 未设置禁止吸烟检查员

调查终结

42  天津卡美奥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沃美影城）设置与吸烟有关的器具、未建
立禁止吸烟管理制度，未设置禁止吸烟检查员

调查终结

43 天津喜满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擅自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收看
电视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天线1个，接收
机14个）

44 天津市西青区亿洲鹏泽商务酒店擅自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收
看电视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天线1个，接收
机20个）

45  天津市河西区悦滨快捷酒店（陈佳波擅自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
设施）收看电视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天线2个，接收
机16个）

46  开天（天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喆啡酒店天津第一饭店店）擅自安装使
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收看电视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天线2个，接收
机20个）

47 天津左岸电影城有限公司（左岸影城）未建立禁止吸烟管理制度 未设置禁
止吸烟检查员

调查终结

48 天津市捷瑞丰酒店条管理有限公司河西分公司（时光漫步怀旧主题酒店天津
友谊路国展中心店）擅自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收看电视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天线1个，接收
机15个）

49 天津市海格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未持有《许可证》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
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境内卫星信号
接收机30个）

50 御道津旅（天津）发展有限公司君隆威斯汀酒店未持有《许可证》设置卫星
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

警告

51 天津舒泊花园大酒店有限公司擅自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收看
电视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天线5个，接收
机25个）



52
天津市现代投资有限公司海河假日酒店未按照《许可证》载明的接收内容的
要求接收境外电视节目和未持有《许可证》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
传送的境内电视节目

警告

53 天津金皇房地产有限公司金皇大酒店未持有《许可证》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
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

警告

54 天津威斯顿酒店有限公司擅自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收看电视
节目

没收涉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天线3个，接收
机16个）

55 天津嘉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香格里拉大酒店未持有《许可证》设置卫
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目

警告

56 海航天津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唐拉雅秀酒店未持有《许可证》设置卫星地面接
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目

警告

57 天津金泽大酒店有限公司未持有《许可证》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
传送的电视节目

警告

58 大悦城（天津）有限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在境内举办涉外电影展 不予行政处罚
59 天津悦城旅行社不合理低价游案件 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款
60 天津中富旅行社要求导游垫付费用案件 责令改正，处一万元罚款，对负责人处三千元罚款
61 天津乐游旅行社超范围经营案件 责令改正，处二万元罚款

62 天津蓝水阳光旅行社超范围经营案件
责令改正，处二万元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一千二百一十
六元，对负责人处两千元罚款

63 天津市红桥区时尚网吧 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或
者记录有关上网信息

1、警告； 2、罚款:壹仟元整

64 郭某利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吸烟且不听劝阻 罚款:壹佰元整
65 崔某鸣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吸烟且不听劝阻 罚款:壹佰元整
66 吴某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吸烟且不听劝阻 罚款:壹佰元整
67 霍某涛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吸烟且不听劝阻 罚款:壹佰元整
68 徐某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吸烟且不听劝阻 罚款:壹佰元整
69 天津威克斯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不设置吸烟室又不禁止吸烟的 罚款:伍仟元整

70 天津市金麦迪歌舞娱乐有限公司在禁止吸烟区域内设置烟缸等与吸烟有关的
器具

罚款:伍仟伍佰元整

71 天津海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自出售演出门票 罚款:贰仟元整
72 天津欧乐时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 1、取缔 2、罚款:叁仟元整
73 天津华旺展览展示有限公司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  罚款:壹万元整(10000元)
74 天津颐安家居有限公司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 1、取缔 2、罚款:贰万元整

http://172.20.71.101/ccnt/apps/zhzf/xzcf/jacxDetail.htm?id=28915456


75 成都第九维度广告有限公司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 1、取缔 2、罚款:伍万元整
76 天津创漫维度动漫科技有限公司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 罚款:壹万元整(10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