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从事违法经营活
动的专⽤⼯具、设备，并处5倍以上
6.5倍以下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从事违法经营活
动的专⽤⼯具、设备，并处1万元以
上2.2万元以下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从事违法经营活
动的专⽤⼯具、设备，并处6.5倍以
上8.5倍以下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从事违法经营活
动的专⽤⼯具、设备，并处2.2万元
以上3.8万元以下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从事违法经营活
动的专⽤⼯具、设备，并处8.5倍以
上10倍以下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从事违法经营活
动的专⽤⼯具、设备，并处3.8万元
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1.北⾠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北⾠）⽂罚字〔2019〕第F-000004号
2.北⾠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北⾠）⽂罚字〔2019〕第F-000009号
3.⻄⻘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综罚字〔2020〕F-000003号
4.北⾠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北⾠）⽂罚字〔2020〕第F-000002号
5.北⾠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北⾠）⽂罚字〔2019〕第F-000020号
6.北⾠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北⾠）⽂罚字〔2019〕第F-000019号
7.北⾠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北⾠）⽂罚字〔2019〕第F-000018号
8.北⾠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北⾠）⽂罚字〔2019〕第F-000017号
9.北⾠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北⾠）⽂罚字〔2019〕第F-000016号
10.南开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南开）⽂罚字〔2019〕第F-000027号

1.静海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静海）⽂罚字〔2019〕第F-000002号
2.河东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河东）⽂罚字〔2019〕第F-000001号
3.津南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津南）⽂罚字〔2019〕第F-000008号
4.津南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津南）⽂罚字〔2019〕第F-000009号
5.津南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津南）⽂罚字〔2019〕第F-000010号
6.津南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津南）⽂罚字〔2019〕第F-000007号
7.津南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津南）⽂罚字〔2019〕第F-000005号
8.津南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津南）⽂罚字〔2019〕第F-000004号
9.武清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武清）⽂罚字〔2019〕第F-000012号
10.武清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武清）⽂罚字〔2019〕第F-000002号
11.武清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武清）⽂罚字〔2019〕第F-000011号
12.津南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津南）⽂罚字〔2019〕第F-000003号
13.津南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津南）⽂罚字〔2019〕第F-000002号
14.武清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武清）⽂罚字〔2019〕第F-000006号
15.武清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武清）⽂罚字〔2019〕第F-000005号
16.津南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津南）⽂罚字〔2019〕第F-000006号
17.河北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河北）⽂罚字〔2019〕第F-000001号
18.河北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河北）⽂罚字〔2019〕第F-000006号
19.河北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河北）⽂罚字〔2019〕第F-000005号
20.武清区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武清）⽂罚字〔2019〕第F-000003号

1.东丽区未建⽴⼚内巡查制度或者发现上⽹消费者的违法⾏为未予制⽌并向⽂化⾏政部⻔、公安
机关举报+（东丽）⽂罚字〔2019〕第F-000007号
2.武清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的有效⾝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信息+（武清）⽂罚字
〔2019〕第F-000015号
3.南开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的有效⾝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信息+（南开）⽂罚字
〔2019〕第F-000008号
4.宁河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的有效⾝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信息+（宁河）⽂罚字
〔2019〕第F-000004号
5.北⾠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的有效⾝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信息+（北⾠）⽂当罚
字〔2019〕第C-000001号
6.宝坻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的有效⾝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信息+（宝坻）⽂罚字
〔2019〕第F-000007号
7.宝坻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的有效⾝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信息+（宝坻）⽂罚字
〔2019〕第F-000005号
8.宝坻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的有效⾝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信息+（宝坻）⽂罚字
〔2019〕第F-000004号
9.宝坻区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或者主要负责⼈、注册资本、⽹络地址或者终⽌经营活
动，未向⽂化⾏政部⻔、公安机关办理有关⼿续或者备案+（宝坻）⽂综罚字〔2021〕F-000016
号
10.宝坻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的有效⾝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信息+（宝坻）⽂罚
字〔2019〕第F-000021号
11.东丽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的有效⾝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信息+（东丽）⽂罚
字〔2019〕第F-000010号
12.东丽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的有效⾝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信息+（东丽）⽂罚
字〔2019〕第F-000017号
13.东丽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的有效⾝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信息+（东丽）⽂罚
字〔2019〕第F-000011号
14.东丽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的有效⾝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信息+（东丽）⽂罚
字〔2019〕第F-000006号
15.⻄⻘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的有效⾝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信息+（⻄⻘）⽂罚
字〔2019〕第F-000012号
16.⻄⻘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的有效⾝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信息+（⻄⻘）⽂罚
字〔2019〕第F-000011号
17.东丽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的有效⾝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信息+（东丽）⽂罚
字〔2019〕第F-000017号
18.河东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的有效⾝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信息+（河东）⽂罚
字〔2019〕第F-000020号
19.东丽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的有效⾝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信息+（东丽）⽂罚
字〔2019〕第F-000013号
20.⻄⻘区未按规定时间保存登记内容、记录备份，或者在保存期内修改、删除登记内容、记录备
份+（⻄⻘）⽂罚字〔2019〕第F-000008号

严重违法情节：

严重违法情节：

《互联⽹上⽹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的，由⽂化⾏政部⻔或者由
⽂化⾏政部⻔会同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取缔，查封其从事违法经营活
动的场所，扣押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具、设备；触犯刑律
的，依照刑法关于⾮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
刑事处罚的，由⽂化⾏政部⻔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
的专⽤⼯具、设备；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
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的罚款。

《互联⽹上⽹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2022修订）第三⼗⼀条互
联⽹上⽹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为之
⼀的，由⽂化⾏政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吊销《⽹络⽂化经营许可证》：
（⼀）在规定的营业时间以外营业的；（⼆）接纳未成年⼈进⼊营
业场所的；（三）经营⾮⽹络游戏的；（四）擅⾃停⽌实施经营管
理技术措施的；（五）未悬挂《⽹络⽂化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成年
⼈禁⼊标志的。

《互联⽹上⽹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第三⼗⼆条：互联⽹上⽹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有下列⾏为之⼀的，由⽂化⾏政部⻔、公安机关依据各⾃职权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
顿，直⾄由⽂化⾏政部⻔吊销《⽹络⽂化经营许可证》：（⼀）向
上⽹消费者提供的计算机未通过局域⽹的⽅式接⼊互联⽹的；
（⼆）未建⽴场内巡查制度，或者发现上⽹消费者的违法⾏为未予
制⽌并向⽂化⾏政部⻔、公安机关举报的；（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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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
未按规定时间保存登记内容、记录备份，或者在保存期内修改、删
除登记内容、记录备份的；（五）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或
者主要负责⼈、注册资本、⽹络地址或者终⽌经营活动，未向⽂化
⾏政部⻔、公安机关办理有关⼿续或者备案的。

对擅⾃从事互联⽹上⽹
服务经营活动的处罚

对互联⽹上⽹服务营业
场所经营单位接纳未成
年⼈进⼊营业场所等⾏

为的⾏政处罚

对互联⽹上⽹服务营业
场所经营单位未按规定
核对、登记上⽹消费者
的有效⾝份证件或者记
录有关上⽹信息等⾏为

的⾏政处罚

1

2

3

⼀般违法情节：（1）⼆年内违规2-7次的。（2）⼆年内巡查不到位2-7次的。（3）查处后
⼆⼗⽇以内未办理变更的。（4）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的有效⾝份证件或者记录
有关上⽹信息三次及以上，或连续3次（含3次）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有效⾝份证件
的

警告，可并处4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

（1）两年内累计违规8次－10次的。（2）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
的有效⾝份证件两年内累计8次-10次的。（3）查处后⼆⼗⽇以上未办理
变更的。

责令停业整顿。

（1）两年内累计10次以上或者其他严重违规情节的。（2）造成安全事
故、⼈员伤亡等严重后果，或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吊销《⽹络⽂化经营许可证》。

天津市文化市场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1）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设备少于10台，违法营业时间未超过1年的。
（2）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设备多于10台少于30台。

⼀般违法情节：（1）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设备⼤于30台；（2）营业时间超过1年。（3）因
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被处罚后，⼜从事该类违法⾏为的。

严重违法情节：（1）⼀次接纳3名以上（含3名）未成年⼈进⼊营业场所的；（2）⼀年内2
次接纳2名以下未成年⼈进⼊营业场所的；（3）在规定营业时间以外接纳未成年⼈进⼊营业
场所的；（4）由于接纳未成年⼈引发重⼤恶性案件的。

较轻违法情节：（1）⼀次接纳1名未成年⼈进⼊营业场所的。（2）擅⾃停⽌实施经营管理
技术措施，占经营台数10%以下的。（3）⼀年内⾸次发现的。 警告，可并处4500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1）⼀次接纳2名未成年⼈进⼊营业场所的。（2）擅⾃停⽌实施经营管理
技术措施，占经营台数10%以上50%以下的。（3）⼀年内第⼆次发现的。 警告，可并处4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

（1）⼀次接纳3名以上（含3名）未成年⼈进⼊营业场所的；（2）两年
内3次接纳未成年⼈的。（3）在规定营业时间以外接纳未成年⼈进⼊营
业场所的。

责令停业整顿。

（1）⼀次接纳3名以上（含3名）未成年⼈进⼊营业场所的；（2）两年
内3次接纳未成年⼈的。（3）在规定营业时间以外接纳未成年⼈进⼊营
业场所的；（4）由于接纳未成年⼈引发重⼤恶性案件的。（5）擅⾃停
⽌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占经营台数50%以上的，或被处罚后再次实施
同⼀性质违法⾏为，或阻碍执法的。

吊销《⽹络⽂化经营许可证》。

较轻违法情节：（1）⾸次违规情节轻微，未造成社会影响，且当事⼈⾮主观故意的。（2）
制度未上墙或者制度不健全的。（3）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消费者的有效⾝份证件或者
记录有关上⽹信息不⾜三次的。

警告，可并处4500元以下的罚款。

45

1.《互联⽹上⽹服务营业场所管
理条例》（2022修订）第三⼗⼀
条：166
2.《中华⼈⺠共和国未成年⼈保
护法》第⼀百⼆⼗三条：124
合计：29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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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信息的：63
2.未建⽴场内巡查制度，或者发
现上⽹消费者的违法⾏为未予制
⽌并向⽂化⾏政部⻔、公安机关
举报的：34
3.未按规定时间保存登记内容、
记录备份，或者在保存期内修改
、删除登记内容、记录备份：5
4.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
或者主要负责⼈、注册资本、⽹
络地址或者终⽌经营活动，未向
⽂化⾏政部⻔、公安机关办理有
关⼿续或者备案：5
合计：107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 违法所得不⾜1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并处违
法所得1倍以上1.6倍以下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并处
10000元以上16000元以下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并处违
法所得1.6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并处
1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1个⽉⾄2个⽉。 责令停业整顿1个⽉⾄2个⽉。

责令停业整顿3个⽉⾄4个⽉。 责令停业整顿3个⽉⾄4个⽉。

责令停业整顿5个⽉⾄6个⽉。 责令停业整顿5个⽉⾄6个⽉。

1.河北区娱乐场所实施《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四条禁⽌⾏为+（河北）⽂综罚字〔2022〕F-
000005号
2.河⻄区娱乐场所实施《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四条禁⽌⾏为+（河⻄）⽂综罚字〔2022〕F-
000002号

1.河⻄区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河⻄）⽂综罚字〔2021〕F-000005号
2.河⻄区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河⻄）⽂综罚字〔2020〕F-000001号
3.天津市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津）⽂罚字〔2020〕第F-000003号
4.河⻄区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宁河）⽂罚字〔2019〕第F-000009号
5.河东区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河东）⽂综罚字〔2021〕F-000024号
6.滨海新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本条例禁⽌内容+（滨海）⽂综罚字〔2021
〕F-000028号
7.滨海新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本条例禁⽌内容+（滨海）⽂综罚字〔2021
〕F-000027号
8.滨海新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本条例禁⽌内容+（滨海）⽂综罚字〔2021
〕F-000026号
9.滨海新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本条例禁⽌内容+（滨海）⽂综罚字〔2021
〕F-000025号
10.滨海新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本条例禁⽌内容+（滨海）⽂综罚字〔2021
〕F-000024号
11.滨海新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本条例禁⽌内容+（滨海）⽂综罚字〔2021
〕F-000023号
12.和平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本条例禁⽌内容+（和平）⽂综罚字〔2021〕
F-000003号
13.滨海新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本条例禁⽌内容+（滨海）⽂综罚字〔2021
〕F-000029号
14.武清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本条例禁⽌内容+（津辖武）⽂综罚字〔2021
〕F-000009号
15.滨海新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本条例禁⽌内容+（滨海）⽂综罚字〔2021
〕F-000021号
16.滨海新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本条例禁⽌内容+（滨海）⽂综罚字〔2021
〕F-000020号
17.天津市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本条例禁⽌内容+（津）⽂综罚字〔2021〕F-
000097号
18.河东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本条例禁⽌内容+（河东）⽂综罚字〔2021〕
F-000007号
19.河东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本条例禁⽌内容+（河东）⽂综罚字〔2021〕
F-000013号
20.东丽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本条例禁⽌内容+（东丽）⽂综罚字〔2021〕
F-0000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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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违法情节：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四⼗三条：娱乐场所实施本条例第⼗四条禁⽌⾏为的，由县级公
安部⻔没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责令停业整顿3个⽉⾄6个⽉；情
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娱乐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条：娱乐场所及其从业⼈员不得实施下列⾏为，不得为进⼊
娱乐场所的⼈员实施下列⾏为提供条件：（⼀）贩卖、提供毒品，
或者组织、强迫、教唆、引诱、欺骗、容留他⼈吸⻝、注射毒品；
（⼆）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他⼈卖淫、嫖娼；（三）制
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四）提供或者从事以营利为⽬的的陪
侍；（五）赌博；（六）从事邪教、迷信活动；（七）其他违法犯
罪⾏为。
娱乐场所的从业⼈员不得吸⻝注射毒品，不得卖淫、嫖娼；娱乐场
所及其从业⼈员不得为进⼊娱乐场所的⼈员实施上述⾏为提供条件
。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的，由县级⼈⺠政府⽂化主管部⻔没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
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
不⾜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业整顿1个⽉⾄6个⽉：（⼀）歌舞娱乐场所的歌曲点播系统与境
外的曲库联接的：（⼆）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或者
游艺娱乐场所电⼦游戏机内的游戏项⽬含有本条例第⼗三条禁⽌内
容的；（三）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的；（四）游艺娱乐场所
设置的电⼦游戏机在国家法定节假⽇外向未成年⼈提供的；（五）
娱乐场所容纳的消费者超过核定⼈数的。

  

对娱乐场所实施《娱乐
场所管理条例》第⼗四
条禁⽌⾏为，情节严重

的⾏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四⼗⼋条：违反本条
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的，由县级⼈⺠政府
⽂化主管部⻔没收违法
所得和⾮法财物，并处
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
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或者违法所得不⾜1
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
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整顿1个⽉⾄6个⽉：

（⼀）歌舞娱乐场所的
歌曲点播系统与境外的
曲库联接的：（⼆）歌
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
、屏幕画⾯或者游艺娱
乐场所电⼦游戏机内的
游戏项⽬含有本条例第
⼗三条禁⽌内容的；

（三）歌舞娱乐场所接
纳未成年⼈的；（四）
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
⼦游戏机在国家法定节
假⽇外向未成年⼈提供
的；（五）娱乐场所容
纳的消费者超过核定⼈

数的。

  

4

5
（1）游艺娱乐场所经营违反《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三条禁⽌内容的
游戏项⽬，设置游戏游艺机7-8台的。（2）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
8-10名的。（3）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游戏机在国家法定节假⽇外向
8-10名以上未成年⼈提供的。（4）娱乐场所容纳的消费者超过核定⼈数
10名以上的。

（1）游艺娱乐场所经营违反《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三条禁⽌内容的
游戏项⽬，设置游戏游艺机8-9台的。（2）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
10-20名的。（3）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游戏机在国家法定节假⽇外
向10-20名以上未成年⼈提供的。（4）娱乐场所容纳的消费者超过核定
⼈数10-20名的。

（1）游艺娱乐场所经营违反《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三条禁⽌内容的
游戏项⽬，设置游戏游艺机10台(座)以上的。（2）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
成年⼈20名以上的。（3）违法⾏为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事项的。
（4）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游戏机在国家法定节假⽇外向20名以上未
成年⼈提供的。（5）娱乐场所容纳的消费者超过核定⼈数20名以上的。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1）1年内⾸次违规的。（2）责令改正及时改正的。 县级公安部⻔没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责令停业整顿3个⽉⾄4个⽉。

⼀般违法情节：（1）2年内再次违规的。（2）责令后积极整改的。 县级公安部⻔没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责令停业整顿5个⽉⾄6个⽉。

严重违法情节：（1）2年内3次以上违规的，或以⾮法获利为⽬的开办娱乐场所。（2）在娱
乐场所内多次组织卖淫、赌博、吸毒等违法活动，情节严重的。（3）隐匿、破坏、销毁、
篡改有关证据，或者拒不配合、阻碍、以暴⼒威胁执法⼈员依法执⾏职务的。（4）违法⾏
为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管理，情节严重的。（5）不履⾏天津市防疫规定违
规营业的。

（1）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娱乐经营许可证。（2）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较轻违法情节：（1）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
三条禁⽌内的。（2）游艺娱乐场所经营违反《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三条禁⽌内容的游
戏项⽬，设置游戏游艺机1⾄3台(座)的。（3）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1⾄3名的。（4）
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游戏机在国家法定节假⽇外向1⾄3名未成年⼈提供的。（5）娱乐
场所容纳的消费者超过核定⼈数1⾄5名的。

⼀般违法情节：（1）游艺娱乐场所经营违反《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三条禁⽌内容的游
戏项⽬，设置游戏游艺机4⾄6台(座)的。（2）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4⾄7名的。（3）
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游戏机在国家法定节假⽇外向4⾄7名未成年⼈提供的。（4）娱乐
场所容纳的消费者超过核定⼈数6⾄10名的。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8

对娱乐场所未按《娱乐
场所管理条例》规定悬
挂警示标志、未成年⼈
禁⼊或者限⼊标志的⾏

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五⼗⼀条：娱乐场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悬
挂警示标志、未成年⼈禁⼊或者限⼊标志的，由县级⼈⺠政府⽂化
主管部⻔、县级公安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15

1.河⻄区未按规定悬挂未成年⼈禁⼊或者限⼊标志+（河⻄）⽂综当罚字〔2021〕C-000001号
2.宁河区未按规定悬挂未成年⼈禁⼊或者限⼊标志+（宁河）⽂罚字〔2020〕第F-000003号
3.宁河区未按规定悬挂未成年⼈禁⼊或者限⼊标志+（宁河）⽂罚字〔2020〕第F-000004号
4.河⻄区未按规定悬挂未成年⼈禁⼊或者限⼊标志+（河⻄）⽂当罚字〔2020〕第C-000001号
5.津南区未按规定悬挂未成年⼈禁⼊或者限⼊标志+（津南）⽂当罚字〔2019〕第F-000005号
6.河⻄区未按规定悬挂未成年⼈禁⼊或者限⼊标志+（河⻄）⽂当罚字〔2019〕第C-000008号
7.南开区未按规定悬挂未成年⼈禁⼊或者限⼊标志+（南开）⽂罚字〔2019〕第F-000015号
8.南开区未按规定悬挂未成年⼈禁⼊或者限⼊标志+（南开）⽂罚字〔2019〕第F-000014号
9.宝坻区未按规定悬挂未成年⼈禁⼊或者限⼊标志+（宝坻）⽂罚字〔2019〕第F-000011号
10.宝坻区未按规定悬挂未成年⼈禁⼊或者限⼊标志+（宝坻）⽂罚字〔2019〕第F-000012号
11.⻄⻘区未按规定悬挂未成年⼈禁⼊或者限⼊标志+（⻄⻘）⽂当罚字〔2019〕第C-000001号
12.河⻄区未按规定悬挂未成年⼈禁⼊或者限⼊标志+（河⻄）⽂当罚字〔2019〕第C-000001号
13.宝坻区未按规定悬挂未成年⼈禁⼊或者限⼊标志+（宝坻）⽂综当罚字〔2021〕C-000001号
14.滨海新区未按规定悬挂未成年⼈禁⼊或者限⼊标志+（滨海）⽂综罚字〔2021〕F-000034号
15.宝坻区未按规定悬挂未成年⼈禁⼊或者限⼊标志+（宝坻）⽂综当罚字〔2021〕C-000003号

1.河北区从业⼈员在营业期间未统⼀着并佩带⼯作标志+（河北）⽂综罚字〔2021〕F-000003号2.
河⻄区在规定的禁⽌营业时间内营业+（河⻄）⽂当罚字〔2019〕第C-000006号
3.河⻄区在规定的禁⽌营业时间内营业+（河⻄）⽂当罚字〔2019〕第C-000002号
4.河⻄区在规定的禁⽌营业时间内营业+（河⻄）⽂罚字〔2019〕第F-000010号
5.河东区在规定的禁⽌营业时间内营业+（河东）⽂罚字〔2019〕第F-000005号
6.河⻄区在规定的禁⽌营业时间内营业+（河⻄）⽂综当罚字〔2021〕C-000010号
7.滨海新区从业⼈员在营业期间未统⼀着并佩带⼯作标志+（滨海）⽂综罚字〔2021〕F-000033
号
8.河⻄区在规定的禁⽌营业时间内营业+（河⻄）⽂综当罚字〔2021〕C-000009号
9.河⻄区在规定的禁⽌营业时间内营业+（河⻄）⽂综当罚字〔2021〕C-000007号
10.河⻄区在规定的禁⽌营业时间内营业+（河⻄）⽂综当罚字〔2021〕C-000008号
11.河⻄区在规定的禁⽌营业时间内营业+（河⻄）⽂综当罚字〔2021〕C-000006号
12.武清区从业⼈员在营业期间未统⼀着并佩带⼯作标志+（津辖武）⽂综当罚字〔2021〕C-
000002号
13.河⻄区在规定的禁⽌营业时间内营业+（河⻄）⽂综当罚字〔2021〕C-000003号
14.河⻄区在规定的禁⽌营业时间内营业+（河⻄）⽂综当罚字〔2021〕C-000004号
15.河北区从业⼈员在营业期间未统⼀着并佩带⼯作标志+（河北）⽂综罚字〔2020〕F-000007号
16.东丽区在规定的禁⽌营业时间内营业+（东丽）⽂综罚字〔2022〕F-000001号

1.宁河区未按规定建⽴从业⼈员名簿+（宁河）⽂综罚字〔2021〕F-000002号
2.宁河区未按规定建⽴从业⼈员名簿+（宁河）⽂罚字〔2019〕第F-000010号
3.河东区未按规定建⽴从业⼈员名簿+（河东）⽂罚字〔2019〕第F-000006号
4.宁河区未按规定建⽴从业⼈员名簿+（宁河）⽂罚字〔2019〕第F-000002号
5.宁河区未按规定建⽴营业⽇志+（宁河）⽂综罚字〔2021〕F-000010号
6.北⾠区未按规定建⽴营业⽇志+（北⾠）⽂综当罚字〔2021〕C-000004号
7.宁河区未按规定建⽴营业⽇志+（宁河）⽂综当罚字〔2021〕C-000002号
8.宁河区未按规定建⽴从业⼈员名簿+（宁河）⽂综当罚字〔2021〕C-000001号
9.宁河区未按规定建⽴营业⽇志+（宁河）⽂综罚字〔2022〕F-000001号
10.河东区未按规定建⽴从业⼈员名簿+（河东）⽂罚字〔2019〕第F-000008号
11.河东区未按规定建⽴从业⼈员名簿+（河东）⽂罚字〔2019〕第F-0000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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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四⼗九条：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的，由县级⼈⺠政府⽂化主管部⻔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3个⽉：（⼀）变更有关事
项，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的；（⼆）在
本条例规定的禁⽌营业时间内营业的；（三）从业⼈员在营业期间
未统⼀着装并佩带⼯作标志的。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五⼗条：娱乐场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建⽴
从业⼈员名簿、营业⽇志，或者发现违法犯罪⾏为未按照本条例规
定报告的，由县级⼈⺠政府⽂化主管部⻔、县级公安部⻔依据法定
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3个
⽉。

对娱乐场所变更有关事
项，未按照《娱乐场所
管理条例》规定申请重
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

等⾏为的⾏政处罚

对娱乐场所未按照《娱
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
建⽴从业⼈员名簿、营
业⽇志、或者发现违法
犯罪⾏为未按照《娱乐
场所管理条例》规定报

告的⾏政处罚

6

7

⼀般违法情节：（1）初次违法，经执法部⻔查处后积极整改的。（2）因未悬挂相关警示标
志存在⼀定安全隐患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1）⾸次违规的。（2）变更事项后不到3个⽉，未向原发证机关申请重新
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的。（3）1年内发⽣3次以内，并且营业时间内未发⽣安全⽣产事故、
刑事案件的。（4）1年内发⽣3次以内，并且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事件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般违法情节：（1）属于两年内再次违规。（2）变更事项后不到3个⽉，未向原发证机关
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的。（3）1年内发⽣3次以内，并且营业时间内未发⽣安全⽣
产事故、刑事案件的。（4）1年内发⽣3次以内，并且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事件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严重违法情节：（1）属于两年内再次违规，造成⼀定社会影响的。（2）变更事项后超过3
个⽉仍未向原发证机关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或者⾸次经执法部⻔警告后1个⽉内
尚未改正的（3）1年内发⽣3次以上或者营业时间内发⽣安全⽣产事故、刑事案件的。（4）
1年内发⽣3次以内，并且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事件的。

责令停业整顿1个⽉⾄3个⽉。

较轻违法情节：（1）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建⽴从业⼈员名簿、营业⽇志，或相关记录记录不
全或留存时间不⾜的并且营业时间内未发⽣刑事案件、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事件的。（2）
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其他情形。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般违法情节：1年内发⽣3次以内，并且营业时间内未发⽣刑事案件、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事件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严重违法情节：（1）未建⽴从业⼈员名簿、营业⽇志，或相关记录记录不全期间发⽣刑事
案件等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事件的。（2）1年内发⽣3次以上或营业时间内发⽣刑事案件等
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事件的。（3）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责令停业整顿1个⽉⾄3个⽉。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1万
元的

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并处违
法所得2.4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1个⽉⾄2个⽉。

责令停业整顿3个⽉⾄4个⽉。

责令停业整顿4个⽉⾄5个⽉。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1万
元的

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并处违法
所得1倍以上1.6倍以下的罚款。

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并处10000
元以上16000元以下的罚款。

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并处违法
所得1.6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并处16000
元以上27000元以下的罚款。

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并处违法
所得2.4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并处27000
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1.和平区游艺娱乐场所进⾏有奖经营活动奖品⽬录未报所在地县级⽂化主管部⻔备案+（和平）⽂
综罚字〔2021〕F-000006号
2.和平区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游戏机在国家法定节假⽇外向未成年⼈提供+（和平）⽂综罚字
〔2021〕F-000004号
3.天津市游艺娱乐场所进⾏有奖经营活动奖品⽬录未报所在地县级⽂化主管部⻔备案+（津）⽂综
罚字〔2021〕F-000073号
4.河东区游艺娱乐场所电⼦游戏机内的游戏项⽬含有本条例禁⽌性内容+（河东）⽂综罚字〔
2021〕F-000002号
5.滨海新区游艺娱乐场所设置未经⽂化主管部⻔内容核查的游戏游艺设备+（滨海）⽂罚字〔
2019〕第F-000013号

5

游艺娱乐场所违
反本办法第⼆⼗
⼀条第（⼀）项
、第（⼆）项规
定的。

违反本办法第⼆
⼗⼀条第（三）
项规定的。（依
照《条例》第四
⼗⼋条予以处罚
的。）

违反《娱乐场所
管理条例》
第四⼗⼋条的

1.《娱乐场所管理办法》
第三⼗条：游艺娱乐场所违反本办法第⼆⼗⼀条第（⼀）项、第
（⼆）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化主管部⻔责令改正，并
处5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本办法第⼆⼗⼀条第（三）项
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化主管部⻔依照《条例》第四⼗⼋
条予以处罚。
第⼆⼗⼀条游艺娱乐场所经营应当符合以下规定：（⼀）不得设置
未经⽂化主管部⻔内容核查的游戏游艺设备；（⼆）进⾏有奖经营
活动的，奖品⽬录应当报所在地县级⽂化主管部⻔备案；（三）除
国家法定节假⽇外，设置的电⼦游戏机不得向未成年⼈提供。
2.《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的，由县级⼈⺠政
府⽂化主管部⻔没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1万元的，并处1万
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6个
⽉：（⼀）歌舞娱乐场所的歌曲点播系统与境外的曲库联接的；
（⼆）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或者游艺娱乐场所电⼦
游戏机内的游戏项⽬含有本条例第⼗三条禁⽌内容的；（三）歌舞
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的；（四）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游戏机
在国家法定节假⽇外向未成年⼈提供的；（五）娱乐场所容纳的消
费者超过核定⼈数的。

对游艺娱乐场所设置未
经⽂化主管部⻔内容核
查的游戏游艺设备等⾏

为的⾏政处罚1
9

较轻违法情节：（1）初次发现违反规定的；（2）发现歌舞娱乐场所的
歌曲点播系统与境外的曲库联接，但未下载、使⽤境外曲库节⽬，⽆违法
所得或⽆不良影响的。（3）接纳3名以下未成年⼈的。

⼀般违法情节：（1）两年内两次违反规定的。（2）发现歌舞娱乐场所
的歌曲点播系统与境外的曲库联接，但未下载、使⽤境外曲库节⽬，产⽣
⼀定不良影响的。（3）接纳3名以上5名以下未成年⼈的。（4）造成危
害后果的。

严重违法情节：（1）两年内三次及以上违反规定的。（2）歌舞娱乐场
所的歌曲点播系统与境外的曲库联接并下载、使⽤境外曲库节⽬，造成严
重后果违法或违法所得数额较⼤的。（3）接纳5名以上未成年⼈的。
（4）在规定营业时间以外接纳未成年⼈进⼊营业场所的。（5）由于接
纳未成年⼈引发重⼤恶性案件的。（6）停业整顿期间擅⾃营业的。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1）设置未经⽂化主管部⻔内容核查的游戏游艺设备10
台以下的。（2）进⾏有奖经营活动的，奖品⽬录未报所在地县级⽂化主
管部⻔备案的。

责令改正，并处500元以上3350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1）设置未经⽂化主管部⻔内容核查的游戏游艺设备10
台以上20台以下的。（2）进⾏有奖经营活动的，奖品⽬录未报所在地县
级⽂化主管部⻔备案，造成不良影响的。

责令改正，并处3350元以上7150元以下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1）设置未经⽂化主管部⻔内容核查的游戏游艺设备20
台以上的。（2）进⾏有奖经营活动的，奖品⽬录未报所在地县级⽂化主
管部⻔备案，造成恶劣影响的。

责令改正，并处715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较轻违法情节：（1）违法所得不⾜1万元的。（2）除国家法定节假⽇
外，设置的电⼦游戏机⼀次向1名未成年⼈提供的。

⼀般违法情节：（1）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2）除国家法定节假⽇
外，设置的电⼦游戏机⼀次向2名以下未成年⼈提供的。

严重违法情节1：（1）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2）除国家法定节假⽇
外，设置的电⼦游戏机⼀次向3-5名未成年⼈提供的（3）由于向未成年
⼈提供电⼦游戏机造成严重后果的。

严重违法情节2：（1）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2）除国家法定节假⽇
外，设置的电⼦游戏机⼀次向5-7名未成年⼈提供的。（3）由于向未成
年⼈提供电⼦游戏机造成严重后果的。

严重违法情节3：（1）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2）除国家法定节假⽇
外，设置的电⼦游戏机⼀次向8名以上（含8名）未成年⼈提供的。（3）
由于向未成年⼈提供电⼦游戏机引发重⼤恶性案件的，造成严重后果的。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10

对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
置悬挂娱乐经营许可证
、未成年⼈禁⼊或者限
⼊标志，标志未注明“
12318”⽂化市场举报电

话的⾏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
第三⼗三条：娱乐场所违反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
⼈⺠政府⽂化主管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
第⼆⼗四条：娱乐场所应当在显著位置悬挂娱乐经营许可证、未成
年⼈禁⼊或者限⼊标志，标志应当注明“12318”⽂化市场举报电话。

11

1.滨海新区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悬挂许可证+（滨海）⽂罚字〔2019〕第F-000023号
2..滨海新区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悬挂许可证+（滨海）⽂罚字〔2019〕第F-000022号
3.津南区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悬挂许可证+（津南）⽂当罚字〔2019〕第C-000001号
4.武清区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悬挂许可证+（津辖武）⽂综当罚字〔2021〕C-000004号
5.武清区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悬挂许可证+（津辖武）⽂综当罚字〔2021〕C-000003号
6.武清区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悬挂许可证+（津辖武）⽂综当罚字〔2021〕C-000001号
7.天津市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悬挂许可证+（津）⽂综罚字〔2021〕F-000100号
8.天津市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悬挂许可证+（津）⽂综罚字〔2021〕F-000057号
9.天津市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悬挂许可证+（津）⽂综当罚字〔2021〕C-000001号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1万
元的

没收演出器材和违法所得，并处违
法所得8倍以上8.6倍以下的罚款。

没收演出器材和违法所得，并处
50000元以上65000元以下的罚款。

没收演出器材和违法所得，并处违
法所得8.6倍以上9.4倍以下的罚款。

没收演出器材和违法所得，并处
65000元以上85000元以下的罚款。

没收演出器材和违法所得，并处违
法所得9.4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没收演出器材和违法所得，并处
85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1万
元的

责令停⽌演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8倍以上8.6倍以下的罚款
。

责令停⽌演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50000元以上65000元以
下罚款。

责令停⽌演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8.6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

责令停⽌演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65000元以上10000元以
下罚款。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
证。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
证。

1.天津市擅⾃从事经营性演出经营活动+（津）⽂综罚字〔2021〕F-000120号

2.天津市擅⾃从事经营性演出经营活动+（津）⽂综罚字〔2021〕F-000094号

3.天津市擅⾃从事经营性演出经营活动+（津）⽂综罚字〔2021〕F-000030号

4.⻄⻘区擅⾃从事经营性演出经营活动+（⻄⻘）⽂罚字〔2019〕第F-000006号

5.⻄⻘区擅⾃从事经营性演出经营活动+（⻄⻘）⽂罚字〔2019〕第F-000005号

6.天津市擅⾃从事经营性演出经营活动+（津⽂执）⽂罚字〔2019〕第F-000052号

1.天津市未经批准举办营业性演出+（津）⽂综罚字〔2021〕F-000197号
2.天津市未经批准举办营业性演出+（津）⽂综罚字〔2021〕F-000065号

9

2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四⼗三条第⼀款：有下列⾏为之⼀的，由县级⼈⺠政府⽂化主管
部⻔予以取缔，没收演出器材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8倍以上10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1万元的，并处5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条、第⼗⼀条规定，擅⾃从事营业
性演出经营活动的；（⼆）违反本条例第⼗⼆条、第⼗四条规定，
超范围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的；（三）违反本条例第⼋条第⼀
款规定，变更营业性演出经营项⽬未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营业性
演出许可证的。
第六条：⽂艺表演团体申请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应当有与其业务
相适应的专职演员和器材设备，并向县级⼈⺠政府⽂化主管部⻔提
出申请；演出经纪机构申请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应当有3名以
上专职演出经纪⼈员和与其业务相适应的资⾦，并向省、⾃治区、
直辖市⼈⺠政府⽂化主管部⻔提出申请⽂化主管部⻔应当⾃受理申
请之⽇起20⽇内作出决定批准的，颁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不批准
的，应当书⾯通知申请⼈并说明理由。
第⼗条：外国投资者可以依法在中国境内设⽴演出经纪机构、演出
场所经营单位；不得设⽴⽂艺表演团体。外商资的演出经纪机构申
请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外商投资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申请从
事演出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国务院⽂化主管部⻔提出申请。国务
院⽂化主管部⻔应当⾃收到申请之⽇起20⽇内作出决定。批准的，
颁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不批准的，应当书⾯通知申请⼈并说明理
由。
第⼗⼀条：⾹港特别⾏政区、澳⻔特别⾏政区的投资者可以在内地
投资设⽴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以及由内地⽅控股的⽂艺
表演团体；⾹港特别⾏政区、澳⻔特别⾏政区的演出经纪机构可以
在内地设⽴分⽀机构，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可以在⼤陆投资设⽴演出
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不得设⽴⽂艺表演团体。
依照本条规定设⽴的演出经纪机构、⽂艺表演团体申请从事营业性
演出经营活动，依照本条规定设⽴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申请从事演
出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省、⾃治区、直辖市⼈⺠政府⽂化主管部
⻔提出申请。省、⾃治区、直辖市⼈⺠政府⽂化主管部⻔应当⾃收
到申请之⽇起20⽇内作出决定批准的，颁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不
批准的，应当书⾯通知申请⼈并说明理由。依照本条规定设⽴演出
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的，还应当遵守我国其他法律、法规
的规定。
第⼗⼆条：⽂艺表演团体个体演员可以⾃⾏举办营业性演出，也可
以参加营业性组台演出。
营业性组台演出应当由演出经纪机构举办；但是，演出场所经营单
位可以在本单位经营的场所内举办营业性组台演出。演出经纪机构
可以从事营业性演出的居间、代理、⾏纪活动；个体演出经纪⼈只
能从事营业性演出的居间、代理活动。
第⼗四条：除演出经纪机构外，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不得举办外
国的或者⾹港特别⾏政区、澳⻔特别⾏政区、台湾地区的⽂艺表演
团体、个⼈参加的营业性演出但是，⽂艺表演团体⾃⾏举办营业性
演出，可以邀请外国的或者⾹港特别⾏政区、澳⻔特别⾏政区、台
湾地区的⽂艺表演团体、个⼈参加。
第⼋条第⼀款：⽂艺表演团体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或者主
要负责⼈、营业性演出经营项⽬，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营业
性演出许可证，并依法到⼯商⾏政管理部⻔办理变更登记。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四⼗四条第⼀款：违反本条例第⼗三条、第⼗五条规定，未经批
准举办营业性演出的，由县级⼈⺠政府⽂化主管部⻔责令停⽌演
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8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第⼗三条：举办营业性演出，应当向演出所在地县级⼈⺠政府⽂化
主管部⻔提出申请。县级⼈⺠政府⽂化主管部⻔应当⾃受理申请之
⽇起3⽇内作出决定.对符合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发给批准⽂
件；对不符合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不予批准，书⾯通知申请
⼈并说明理由。
第⼗五条：举办外国的⽂艺表演团体、个⼈参加的营业性演出，演
出举办单位应当向演出所在地省、⾃治区、直辖市⼈⺠政府⽂化主
管部⻔提出申请。
举办⾹港特别⾏政区、澳⻔特别⾏政区的⽂艺表演团体、个⼈参加
的营业性演出，演出举办单位应当向演出所在地省、⾃治区、直辖
市⼈⺠政府⽂化主管部⻔提出申请；举办台湾地区的⽂艺表演团体
、个⼈参加的营业性演出，演出举办单位应当向国务院⽂化主管部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规定的审批机关提出申请。
国务院⽂化主管部⻔或者省、⾃治区、直辖市⼈⺠政府⽂化主管部
⻔应当⾃受理申请之⽇起20⽇内作出决定。对符合本条例第⼆⼗五
条规定的，发给批准⽂件；对不符合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不
予批准，书⾯通知申请⼈并说明理由。

对擅⾃从事营业性演出
经营活动等⾏为的⾏政

处罚

对未经批准举办营业性
演出的⾏政处罚

11

12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般违法情节：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悬挂娱乐经营许可证、未成年⼈禁⼊或限⼊标识，标
识未注明“12318”⽂化市场举报电话的，经执法部⻔查处后及时改正，及时消除造成的不良
影响的。

责令改正，予以警告。

较轻违法情节：（1）初次违法的。（2）主动消除违法⾏为危害后果，造成社会影响轻微的
。（3）擅⾃从事经营性演出活动时间少于⼀个⽉的。

⼀般违法情节：（1）初次违法的。（2）及时纠正违法⾏为，造成社会影响⼀般的。（3）
擅⾃从事经营性演出活动时间⼤于⼀个⽉少于两个⽉的。

较重违法情节：（1）两年内被再次查处的。（2）经营规模较⼤，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较⼤
的。（3）因同种违法⾏为⼀年内受到三次及以上⾏政处罚的。（4）隐匿、破坏、销毁、篡
改有关证据的。（5）擅⾃从事经营性演出活动时间两个⽉及以上的。（6）拒不配合执法⼈
员调查、态度恶劣，执法⼈员要求提供财务数据后拒绝提供的。

较轻违法情节：（1）初次违法的。（2）有违反条例规定的，配合⾏政机关查处违法⾏为，
主动消除违法⾏为后果的，违法⾏为轻微并及时纠正的。（3）未经批准举办的演出没有另
收⻔票或单独收取费⽤的。

⼀般违法情节：（1）初次违法的。（2）及时纠正违法⾏为，造成社会影响⼀般的。（3）
未经批准举办的演出没有另收⻔票或单独收取费⽤的。

严重违法情节：（1）⾮初次违法的。（2）未经批准举办营业性演出具有重⼤安全隐患的。
（3）经有关部⻔查拒不改正、情节恶劣的。（4）拒不配合、阻碍、以暴⼒威胁执法⼈员依
法执⾏职务的。（5）未经批准举办的演出另收⻔票或单独收取费⽤，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
。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违法所得1万以上的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1万
元的

责令停⽌演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8倍以上8.6倍以下的罚款
。

责令停⽌演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50000元以上65000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停⽌演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8.6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
款。

责令停⽌演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65000元以上10000元以
下的罚款。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
证。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
证。

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
⼗五条禁⽌情形的

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
⼗六条禁⽌情形的

警告，并处50000元以上65000元以
下罚款。

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6500元以下
罚款。

警告，并处65000元以上85000元以
下罚款。

警告，并处6500元以上8500元以下
罚款。

警告，并处85000元以上100000元以
下罚款。

警告，并处8500元以上100000元以
下罚款。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1万
元的

没收演出器材和违法所得，并处违
法所得8倍以上8.6倍以下罚款。

没收演出器材和违法所得，并处违
法所得50000元以上65000元以下罚
款。

没收演出器材和违法所得，并处违
法所得8.6倍以上9.4倍以下罚款。

没收演出器材和违法所得，并处违
法所得65000元以上85000元以下罚
款。

没收演出器材和违法所得，并处违
法所得9.4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没收演出器材和违法所得，并处违
法所得85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
款。

1.河东区变更演出举办单位、参加演出的⽂艺表演团体、演员或者节⽬未重新报批+（河东）⽂综
罚字〔2021〕F-000015号
2.南开区变更演出举办单位、参加演出的⽂艺表演团体、演员或者节⽬未重新报批+（南开）⽂罚
字〔2020〕第F-000002号
3.河⻄区变更演出举办单位、参加演出的⽂艺表演团体、演员或者节⽬未重新报批+（河⻄）⽂罚
字〔2019〕第F-000012号

1.天津市擅⾃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营业性演出有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族优秀⽂化传统的情
形（津）⽂综罚字〔2021〕F-000120
2.和平区营业性演出有宣扬淫秽、⾊情、邪教、迷信或者渲染暴⼒的情形+（和平）⽂综罚字〔
2021〕F-000010号

1.和平区营业性演出宣扬淫秽、⾊情”邪教、迷信或者渲染暴⼒情形+（和平）⽂综罚字〔2021〕
F-000010号

1.河⻄区⾮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擅⾃举办演出+（河⻄）⽂综罚字〔2022〕F-000004号
2.天津市⾮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擅⾃举办演出+天津市（津）⽂综罚字〔2020〕F-000038号

3

2

1

2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四⼗四条第⼆款：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三款规定，变更演出举
办单位、参加演出的⽂艺表演团体、演员或者节⽬未重新报批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变更演出的名称、时间、地点、场次未重新报
批的，由县级⼈⺠政府⽂化主管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
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六条第三款：营业性演出需要变更申请材
料所列事项的，应当分别依照本条例第⼗三条、第⼗五条规定重新
报批。

第⼗三条：举办营业性演出，应当向演出所在地县级⼈⺠政府⽂化
主管部⻔提出申请.县级⼈⺠政府⽂化主管部⻔应当⾃受理申请之⽇
起3⽇内作出决定.对符合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发给批准⽂件；
对不符合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不予批准，书⾯通知申请⼈并
说明理由。

第⼗五条：举办外国的⽂艺表演团体、个⼈参加的营业性演出，演
出举办单位应当向演出所在地省、⾃治区、直辖市⼈⺠政府⽂化主
管部⻔提出申请。举办⾹港特别⾏政区、澳⻔特别⾏政区的⽂艺表
演团体、个⼈参加的营业性演出，演出举办单位应当向演出所在地
省、⾃治区、直辖市⼈⺠政府⽂化主管部⻔提出申请；举办台湾地
区的⽂艺表演团体、个⼈参加的营业性演出，演出举办单位应当向
国务院⽂化主管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规定的审批机关提出申请
。国务院⽂化主管部⻔或者省、⾃治区、直辖市⼈⺠政府⽂化主管
部⻔应当⾃受理申请之⽇起20⽇内作出决定。对符合本条例第⼆⼗
五条规定的，发给批准⽂件；对不符合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
不予批准，书⾯通知申请⼈并说明理由。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四⼗六条第⼀款：营业性演出有本条例第⼆⼗五条禁⽌情形的，
由县级⼈⺠政府⽂化主管部⻔责令停⽌演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所得8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
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
证机关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部⻔
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条：营业性演出不得有下列情形：（⼀）反对宪法确定的
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统⼀、主权和领⼟完整，危害国家安
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三）煽动⺠族仇恨、⺠族歧
视，侵害⺠族⻛俗习惯，伤害⺠族感情，破坏⺠族团结，违反宗教
政策的；（四）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五）危害社会
公德或者⺠族优秀⽂化传统的；（六）宣扬淫秽、⾊情、邪教、迷
信或者渲染暴⼒的；（七）侮辱或者诽谤他⼈，侵害他⼈合法权益
的；（⼋）表演⽅式恐怖、残忍，摧残演员⾝⼼健康的；（九）利
⽤⼈体缺陷或者以展示⼈体变异等⽅式招徕观众的；（⼗）法律、
⾏政法规禁⽌的其他情形。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四⼗六条第⼆款：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演出举办单位发现营业性
演出有本条例第⼆⼗五条禁⽌情形未采取措施予以制⽌的，由县级
⼈⺠政府⽂化主管部⻔、公安部⻔依据法定职权给予警告，并处5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未依照本条例第⼆⼗六条规定报告的，
由县级⼈⺠政府⽂化主管部⻔、公安部⻔依据法定职权给予警告，
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条：营业性演出不得有下列情形：（⼀）反对宪法确定的
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统⼀、主权和领⼟完整，危害国家安
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三）煽动⺠族仇恨、⺠族歧
视，侵害⺠族⻛俗习惯，伤害⺠族感情，破坏⺠族团结，违反宗教
政策的；（四）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五）危害社会
公德或者⺠族优秀⽂化传统的；（六）宣扬淫秽、⾊情”邪教、迷信
或者渲染暴⼒的；（七）侮辱或者诽谤他⼈，侵害他⼈合法权益
的；（⼋）表演⽅式恐怖、残忍，摧残演员⾝⼼健康的；（九）利
⽤⼈体缺陷或者以展示⼈体变异等⽅式招株观众的；（⼗）法律、
⾏政法规禁⽌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演出举办单位发现营业性演出有
本条例第⼆⼗五条禁⽌情形的，应当⽴即采取措施予以制⽌并同时
向演出所在地县级⼈⺠政府⽂化主管部⻔、公安部⻔报告。

1.《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四⼗六条：违反本实施细则第⼆⼗⼀条规定，⾮演出场所经营单
位擅⾃举办演出的，由县级⽂化主管部⻔依照《条例》第四⼗三条
规定给予处罚。
第⼆⼗⼀条：歌舞娱乐场所、旅游景区、主题公园、游乐园、宾馆
、饭店、酒吧、餐饮场所等⾮演出场所经营单位需要在本场所内举
办营业性演出的，应当委托演出经纪机构承办。
在上述场所举办驻场涉外演出，应当报演出所在地省级⽂化主管部
⻔审批。
2.《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四⼗三条：有下列⾏为之⼀的，由县级⼈⺠政府⽂化主管部⻔予
以取缔，没收演出器材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8倍以上10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违反
本条例第六条、第⼗条、第⼗⼀条规定，擅⾃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
活动的；（⼆）违反本条例第⼗⼆条、第⼗四条规定，超范围从事
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的；（三）违反本条例第⼋条第⼀款规定，变
更营业性演出经营项⽬未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的。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九条规定，擅⾃设⽴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或者
擅⾃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的，由⼯商⾏政管理部⻔依法予以取
缔、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变更演出的名称、
时间、地点、场次未重
新报批等⾏为的⾏政处

罚

对营业性演出有《营业
性演出管理条例》第⼆
⼗五条禁⽌情形的⾏政

处罚

对演出场所经营单位、
演出举办单位发现营业
性演出有《营业性演出
管理条例》第⼆⼗五条
禁⽌情形未采取措施予
以制⽌或者未依照《营
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
⼆⼗六条规定报告的⾏

政处罚

对⾮演出场所经营单位
擅⾃举办演出的⾏政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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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重违法情节：（1）两年内再次被查处的。（2）发现
⾮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有擅⾃举办演出，并未采取措施予
以制⽌，造成较重后果的。（3）社会影响较⼩⼜能及
时改正的。

较轻违法情节：（1）⾸次违规的。（2）仅变更演出名称未重新报批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9000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1）属于两年内再次违规的。（2）变更演出时间、地点或场次未重新报批
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9000元以上21000元以下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1）属于两年内再次违规，造成⼀定社会影响的。（3）同时存在下列两项
以上⾏为的：变更演出名称、时间、地点及场次未重新报批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较轻违法情节：（1）⾸次查处的，违法⾏为轻微，积极配合⾏政机关查处违法⾏为的。
（2）发现后采取措施予以制⽌并同时向县级⼈⺠政府⽂化主管部⻔报告的。（3）没有违法
所得或违法经营额3000元以下的。（4）违法经营额多于1万元时所得数额为1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的。

⼀般违法情节：（1）第⼆次被查处的，违法⾏为⼀般，造成⼀定社会不良影响的。（2）发
现违法情形后未⽴即采取措施予以制⽌的。（3）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违法经营额3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的。（4）违法经营额多于1万元时所得数额为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严重违法情节：（1）三次及三次以上被查处，违法⾏为严重或拒不改正的。（2）造成严重
社会影响的。（3）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违法经营额为60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4）违法
经营额多于1万元时所得数额为10万元以上的。

较轻违法情节：（1）⾸次违法的。（2）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演出举办单位发现营业性演出
有本条例第⼆⼗五条禁⽌情形的，⽴即采取措施予以制⽌并同时向演出所在地县级⼈⺠政府
⽂化主管部⻔、公安部⻔报告，尚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般违法情节：（1）⾸次违法的。（2）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演出举办单位发现营业性演出
有本条例第⼆⼗五条禁⽌情形的，未采取措施予以制⽌并同时向演出所在地县级⼈⺠政府⽂
化主管部⻔、公安部⻔报告，造成⼀定范围内⼀般影响的。

较重违法情节：（1）⾮⾸次违法的。（2）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演出举办单位发现营业性演
出有本条例第⼆⼗五条禁⽌情形的，未采取措施予以制⽌并同时向演出所在地县级⼈⺠政府
⽂化主管部⻔、公安部⻔报告，造成演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较轻违法情节：（1）初次违法。（2）发现⾮演出场所
经营单位擅⾃举办演出未及时报告的。（3）尚未造成
社会影响⼜能及时改正的。

⼀般违法情节：（1）初次违法的。（2）发现⾮演出场
所经营单位有擅⾃举办演出，并未采取措施予以制⽌，
造成⼀般后果的。（3）社会影响较⼩⼜能及时改正的
。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1.天津市未经批准擅⾃出售演出⻔票+（津）⽂综罚字〔2021〕F-000180号
2.天津市未经批准擅⾃出售演出⻔票+（津）⽂综罚字〔2021〕F-000192号
3.天津市未经批准擅⾃出售演出⻔票+（津）⽂综罚字〔2021〕F-000167号
4.天津市未经批准擅⾃出售演出⻔票+（津）⽂综罚字〔2021〕F-000162号
5.天津市未经批准擅⾃出售演出⻔票+（津⽂执）⽂罚字〔2019〕第F-000031号

1.天津市未经批准，擅⾃从事经营性互联⽹⽂化活动+（津）⽂综罚字〔2021〕F-000107号
2.天津市未经批准，擅⾃从事经营性互联⽹⽂化活动+（津）⽂综罚字〔2021〕F-000083号
3.天津市未经批准，擅⾃从事经营性互联⽹⽂化活动+（津）⽂综当罚字〔2020〕C-000001号
4.天津市未经批准，擅⾃从事经营性互联⽹⽂化活动+（津⽂执）⽂罚字〔2019〕第F-000027号
5.天津市未经批准，擅⾃从事经营性互联⽹⽂化活动+（津⽂执）⽂罚字〔2019〕第F-000032号

1.天津市经营性互联⽹⽂化单位未在其⽹站主⻚的显著位置标明⽂化⾏政部⻔颁发的《⽹络⽂化
经营许可证》编号+（津）⽂综当罚字〔2021〕C-000003号
2.天津市经营性互联⽹⽂化单位未在其⽹站主⻚的显著位置标明⽂化⾏政部⻔颁发的《⽹络⽂化
经营许可证》编号+（津⽂执）⽂当罚字〔2019〕第C-000002号
3.天津市经营性互联⽹⽂化单位未在其⽹站主⻚的显著位置标明⽂化⾏政部⻔颁发的《⽹络⽂化
经营许可证》编号+（津⽂执）⽂当罚字〔2019〕第C-000001号
4.滨海新区经营性互联⽹⽂化单位未在其⽹站主⻚的显著位置标明⽂化⾏政部⻔颁发的《⽹络⽂
化经营许可证》编号+（滨海）⽂当罚字〔2019〕第C-000002号

1.东丽区设⽴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单位未到住所地县级以上⼈⺠政府⽂化⾏政部⻔备案+
（东丽）⽂综罚字〔2020〕F-000005号
2.东丽区设⽴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单位未到住所地县级以上⼈⺠政府⽂化⾏政部⻔备案+
（东丽）⽂综罚字〔2020〕F-000004号

1.天津市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经营的唐卡未标明作者、年代、尺⼨、材料、保存状况和销售价
格,现场未能提供《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证明》+（津）⽂综罚字〔2022〕F-000036号

9

6

5

2

1

较轻违法情节：

⼀般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五⼗⼀条：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未经批准，擅⾃出
售演出⻔票的，由县级⽂化主管部⻔责令停⽌违法活动，并处3万元
以下罚款。

第⼆⼗七条：营业性演出活动经批准后⽅可出售⻔票。

《互联⽹⽂化管理暂⾏规定》
第⼆⼗⼀条：未经批准，擅⾃从事经营性互联⽹⽂化活动的，由县
级以上⼈⺠政府⽂化⾏政部⻔或者⽂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停⽌
经营性互联⽹⽂化活动，予以警告，并处3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停
⽌经营活动的，依法列⼊⽂化市场⿊名单，予以信⽤惩戒。

《互联⽹⽂化管理暂⾏规定》
第⼆⼗三条：经营性互联⽹⽂化单位违反本规定第⼗⼆条的，由县
级以上⼈⺠政府⽂化⾏政部⻔或者⽂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限期
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10000元以下罚款。
⾮经营性互联⽹⽂化单位违反本规定第⼗⼆条的，由县级以上⼈⺠
政府⽂化⾏政部⻔或者⽂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
改正的，责令停⽌互联⽹⽂化活动，并处50元以下罚款。
第⼗⼆条：互联⽹⽂化单位应当在其⽹站主⻚的显著位置标明⽂化
⾏政部⻔颁发的《⽹络⽂化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标明
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或者省、⾃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颁
发的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
第⼗九条：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化⾏
政部⻔或者依法授权的⽂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
情节轻重处1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条：设⽴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单位，应当到其住所地县
级以上⼈⺠政府⼯商⾏政管理部⻔申领营业执照，并在领取营业执
照之⽇起15⽇内，到其住所地县级以上⼈⺠政府⽂化⾏政部⻔备案
。
其他经营单位增设艺术品经营业务的，应当按前款办理备案⼿续。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
第⼆⼗⼆条：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
⺠政府⽂化⾏政部⻔或者依法授权的⽂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
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30000元以下罚款。
第九条：艺术品经营单位应当遵守以下规定：（⼀）对所经营的艺
术品应当标明作者、年代、尺⼨、材料、保存状况和销售价格等信
息；（⼆）保留交易有关的原始凭证、销售合同、台账、账簿等销
售记录，法律、法规要求有明确期限的，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执
⾏；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保存期不得少于5年。
第⼗⼀条：艺术品经营单位从事艺术品鉴定、评估等服务，应当遵
守以下规定：（⼀）与委托⼈签订书⾯协议，约定鉴定、评估的事
项，鉴定、评估的结论适⽤范围以及被委托⼈应当承担的责任；
（⼆）明示艺术品鉴定、评估程序或者需要告知、提示委托⼈的事
项；（三）书⾯出具鉴定、评估结论，鉴定、评估结论应当包括对
委托艺术品的全⾯客观说明，鉴定、评估的程序，做出鉴定、评估
结论的证据，鉴定、评估结论的责任说明，并对鉴定、评估结论的
真实性负责；（四）保留书⾯鉴定、评估结论副本及鉴定、评估⼈
签字等档案不得少于5年。

对未经批准，擅⾃出售
演出⻔票的⾏政处罚

对未经批准，擅⾃从事
经营性互联⽹⽂化活动

的⾏政处罚

对互联⽹⽂化单位未在
其⽹站主⻚的显著位置
标明⽂化⾏政部⻔颁发
的《⽹络⽂化经营许可
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

的⾏政处罚

对设⽴从事艺术品经营
活动的经营单位未按规
定到住所地县级以上⼈
⺠政府⽂化⾏政部⻔备

案的⾏政处罚

对所经营的艺术品未标
明作者、年代、尺⼨、
材料、保存状况和销售
价格等信息等⾏为的⾏

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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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般违法情节：所经营的艺术品应当标注的作者、年代、尺⼨、材料、保存状况和销售价格
等主要信息不全⾯或不规范的，⼀定程度上影响艺术品真实性的。 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9000元以上21000元以下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所经营的艺术品作者、年代、尺⼨、材料、保存状况和销售价格等信息严重
缺失、相关信息严重缺乏真实性或违背常识的。 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2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经营性互联⽹⽂化单位：（1）初次违法，尚未造成不良影响的。
（2）在调查过程中表示主动改正违规⾏为。 责令限期改正。

经营性互联⽹⽂化单位：（1）⾮初次违法（2）责令限期改正及时改正
的，⼀定范围内造成不良影响的。（3）经营活动取得2000元以上盈利的
。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3000元以上7000元以下罚款。

⾮经营性互联⽹⽂化单位：（1）⾮初次违法（2）责令限期改正及时改
正的，⼀定范围内造成不良影响的。 责令限期改正。

经营性互联⽹⽂化单位：（1）经执法部⻔责令改正违法⾏为后继续实施
同⼀违法⾏为的。（2）因同种违法⾏为⼀年内受到三次及以上⾏政处罚
的。（3）隐匿、破坏、销毁、篡改有关证据，或者拒不配合、阻碍、以
暴⼒威胁执法⼈员依法执⾏职务的。（4）经营活动取得5000元以上盈利
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7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经营性互联⽹⽂化单位：（1）责令限期改正后，拒不改正的。（2）
拒不配合、阻碍、以暴⼒威胁执法⼈员依法执⾏职务的。 责令停⽌互联⽹⽂化活动，并处50元以下罚款。

较轻违法情节：（1）初次违法（2）增设艺术品经营业务后，超过备案规定时间1个⽉以内
未到有关部⻔进⾏备案的。 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3000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1）初次违法（2）增设艺术品经营业务后超过备案规定时间1个⽉以上3个
⽉以下仍未备案的。 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3000元以上7000元以下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1）增设艺术品经营业务后超过3个⽉仍未备案，或者⾸次经执法部⻔责令
改正后1个⽉内尚未备案的。（2）被处罚后再次实施同⼀性质违法⾏为被查处的。 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7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较轻违法情节：所经营的艺术品应当标注的作者、年代、尺⼨、材料、保存状况和销售价格
等主要信息不全⾯或不规范的，不影响艺术品真实性的。 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9000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违法，及时停⽌销售造成后果较轻的。 责令停⽌违法活动，并处9000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再次被查处的，造成⼀定影响的。 责令停⽌违法活动，并处9000元以上21000元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1）经执法部⻔责令改正违法⾏为后，继续实施同⼀违法⾏为的。（2）因
同种违法⾏为⼀年内受到三次及以上⾏政处罚的。 责令停⽌违法活动，并处2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较轻违法情节：（1）初次违法（2）经营的互联⽹⽂化产品内容不含禁⽌内容的。（3）调
查期间主动关停相关经营项⽬。（4）经营活动处于亏损状态。 责令停⽌经营性互联⽹⽂化活动，警告，处9000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1）初次违法，造成⼀定危害后果或社会影响较⼤的。（2）提供含有禁⽌
内容的⽹络⽂化产品。（3）调查期间主动关停相关经营项⽬。

责令停⽌经营性互联⽹⽂化活动，警告，处9000元以上21000元以下罚款
。

较重违法情节：（1）被处罚后再次实施同⼀⾏为，危害后果特别⼤或社会影响特别⼤，或
拒不停⽌经营活动的。（2）提供含有禁⽌内容的⽹络⽂化产品较多的。（3）经营活动处于
盈利状态。

（1）处2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2）依法列⼊⽂化市场⿊名
单，予以信⽤惩戒。

经营性互联⽹⽂化单位：（1）初次违法，尚未造成不良影响的。（2）
在调查过程中表示主动改正违规⾏为。（3）经营活动未处于盈利状态的
。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3000元以下罚款。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并处违
法所得1倍以上1.6倍以下的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并处1万
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并处违
法所得1.6倍以上2.4倍以下的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并处1.6
万元以上2.4万元以下的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并处违
法所得2.4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并处2.4
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1个⽉⾄6个⽉。 责令停业整顿1个⽉⾄6个⽉。

1.天津市未经批准擅⾃开办艺术考级活动+（津）⽂综罚字〔2021〕F-000140号2.天津市未经批准
擅⾃开办艺术考级活动+（津）⽂综罚字〔2020〕F-000052号

1.天津市未按规定将承办单位的基本情况和合作协议备案+（津）⽂综罚字〔2021〕F-000178号

1.北⾠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北⾠）⽂综罚字〔2022〕F-000005号
2.北⾠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北⾠）⽂综罚字〔2022〕F-000004号
3.北⾠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北⾠）⽂综罚字〔2022〕F-000001号
4.北⾠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北⾠）⽂综罚字〔2021〕F-000008号
5.津南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津南）⽂综罚字〔2022〕F-000007号
6.东丽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东丽）⽂综罚字〔2022〕F-000004号
7.蓟州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蓟州）⽂综罚字〔2021〕F-000018号
8.⻄⻘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综罚字〔2021〕F-000026号
9.⻄⻘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综罚字〔2021〕F-000021号
10.⻄⻘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罚字〔2020〕第F-000001号
11.东丽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东丽）⽂综罚字〔2021〕F-000006号
12.南开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南开）⽂罚字〔2019〕第F-000027号
13.北⾠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北⾠）⽂罚字〔2019〕第F-000004号
14.北⾠区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北⾠）⽂罚字〔2019〕第F-000016号

1.河⻄区个⼈在禁⽌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吸烟且不听劝阻＋（河⻄）⽂罚字〔2019〕第F-000028号
2.河⻄区个⼈在禁⽌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吸烟且不听劝阻＋（河⻄）⽂罚字〔2019〕第F-000027号
3.河⻄区个⼈在禁⽌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吸烟且不听劝阻＋（河⻄）⽂罚字〔2020〕第F-000001号
4.河⻄区个⼈在禁⽌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吸烟且不听劝阻＋（河⻄）⽂罚字〔2019〕第F-000026号
5.河⻄区个⼈在禁⽌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吸烟且不听劝阻＋（河⻄）⽂罚字〔2019〕第F-000025号
6.河⻄区个⼈在禁⽌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吸烟且不听劝阻＋（河⻄）⽂罚字〔2019〕第F-000024号

1.歌舞娱乐场所播放、表演的节⽬含有《条例》第⼗三条禁⽌内容＋（津）⽂综罚字〔2021〕F-
000097号
2.东丽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禁⽌内容＋（东丽）⽂
综罚字〔2021〕F-000017号
3.滨海新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禁⽌内容＋（滨海）
⽂综罚字〔2021〕F-000028号
4.滨海新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禁⽌内容＋（滨海）
⽂综罚字〔2021〕F-000029号
5.滨海新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禁⽌内容＋（滨海）
⽂综罚字〔2021〕F-000027号
6.滨海新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禁⽌内容＋（滨海）
⽂综罚字〔2021〕F-000026号
7.滨海新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禁⽌内容＋（滨海）
⽂综罚字〔2021〕F-000025号
8.滨海新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禁⽌内容＋（滨海）
⽂综罚字〔2021〕F-000024号
9.滨海新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禁⽌内容＋（滨海）
⽂综罚字〔2021〕F-000023号
10.滨海新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禁⽌内容＋（滨海）
⽂综罚字〔2021〕F-000021号
11.滨海新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禁⽌内容＋（滨海）
⽂综罚字〔2021〕F-000020号
12.武清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表演的节⽬含有《条例》第⼗三条禁⽌内容＋（津辖武）⽂综罚字
〔2021〕F-000009号
13.河东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禁⽌内容＋（河东）⽂
综罚字〔2021〕F-000007号
14.河东区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含有《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禁⽌内容＋（河东）⽂
综罚字〔2021〕F-0000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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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重违法情节

《社会艺术⽔平考级管理办法》
第⼆⼗四条：未经批准擅⾃开办艺术考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化
⾏政部⻔或者⽂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停⽌违法活动，并处10000
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社会艺术⽔平考级管理办法》
第⼆⼗五条：艺术考级机构有下列⾏为之⼀的，由县级以上⽂化⾏
政部⻔或者⽂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
以下罚款：（⼀）组织艺术考级活动前未向社会发布考级简章或考
级简章内容不符合规定的；（⼆）未按规定将承办单位的基本情况
和合作协议备案的；（三）组织艺术考级活动未按规定将考级简章
、考级时间、考级地点、考⽣数量、考场安排、考官名单等情况备
案的；（四）艺术考级活动结束后未按规定报送考级结果的；
（五）艺术考级机构主要负责⼈、办公地点有变动未按规定向审批
机关备案的。

《互联⽹上⽹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擅⾃从事互联⽹上⽹服务经营活动的,由⽂化⾏政部⻔或者由⽂
化⾏政部⻔会同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取缔,查封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
场所,扣押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具、设备;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
关于⾮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化
⾏政部⻔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具、设备;违
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
经营额不⾜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天津市⽂明⾏为促进条例》
第六⼗四条：在禁⽌吸烟的场所和区域吸烟不听劝阻的，由有关⾏
政管理部⻔处五⼗元以上⼆百元以下罚款.
2.《天津市控制吸烟条例》
第⼗九条：市和区、县⼈⺠政府的有关⾏政管理部⻔按照以下规定
实施控制吸烟⼯作的监督执法:(⼆)⽂化市场⾏政执法机构负责⽂化、
艺术、娱乐场所以及⽂物保护单位的监督执法。
第六条：禁⽌在下列场所吸烟:（四）图书馆（室）、档案馆、博物
馆、纪念馆、科技馆(官)、美术馆、展览馆、影剧院、⾳乐厅、⽂化
馆（官）、⻘年官及其他科教、⽂化、艺术场所的室内区域;（五)录
像厅(室）、游艺厅（室）等娱乐场所和互联⽹上⽹服务营业场所的
室内区域:(⼋)⽂物保护单位、公园等场所的室内区域;（九）宾馆、
旅店等提供住宿服务场所的室内公共区域和⽆烟客房。

1.《娱乐场所管理办法》
第⼆⼗九条：歌舞娱乐场所违反本办法第⼆⼗条规定的，由县级以
上⼈⺠政府⽂化主管部⻔依照《条例》第四⼗⼋条予以处罚。
第⼆⼗条：歌舞娱乐场所经营应当符合以下规定:(⼀)播放、表演的节
⽬不得含有《条例》第⼗三条禁⽌内容；(三)不得将场所使⽤的歌曲
点播系统连接⾄境外曲库。
2.《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三条：国家倡导弘扬⺠族优秀⽂化，禁⽌娱乐场所内的娱乐活
动含有下列内容：(⼀)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统
⼀、主权或者领⼟完整的；(三)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
利益的；(四)煽动⺠族仇恨、⺠族歧视，伤害⺠族感情或者侵害⺠族
⻛俗、习惯，破坏⺠族团的；(五)违反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迷
信的；(六)宣扬淫秽、赌博、暴⼒以及与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活动，
或者教唆犯罪的；(七)违背社会公德或者⺠族优秀⽂化传统的；(⼋)
侮辱、诽谤他⼈，侵害他⼈合法权益的；(九)法律、⾏政法规禁⽌的
其他内容。
第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的，由县级⼈⺠政
府⽂化主管部⻔没收违法所得和⾮法财物，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1万元的，并处1万
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6个
⽉：(⼀)歌舞娱乐场所的歌曲点播系统与境外的曲库联接的；(⼆)歌
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屏幕画⾯或者游艺娱乐场所电⼦游戏机内
的游戏项⽬含有本条例第⼗三条禁⽌内容的；(三)歌舞娱乐场所接纳
未成年⼈的；(四)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游戏机在国家法定节假⽇
外向未成年⼈提供的；(五)娱乐场所容纳的消费者超过核定⼈数的。

对未经批准擅⾃开办艺
术考级活动的⾏政处罚

对组织艺术考级活动未
按规定将考级简章、考
级时间、考级地点、考
⽣数量、考场安排、考
官名单等情况备案等⾏

为的⾏政处罚

对违反《互联⽹上⽹服
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的规定擅⾃从事互联⽹
上⽹服务经营活动的⾏

政强制

对违反《天津市⽂明⾏
为促进条例》规定在禁
⽌吸烟的场所和区域吸
烟不听劝阻的⾏政处罚

对歌舞娱乐场所播放、
表演的节⽬含有禁⽌内
容等⾏为的⾏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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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轻违法情节：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由⽂化⾏政部⻔或者由⽂化⾏政部⻔会同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取缔,查封其
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场所,扣押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具、设备；由
⽂化⾏政部⻔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具、设备，并
处5万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同⼀⾃然年内因同类违法⾏为初次被处罚。

由⽂化⾏政部⻔或者由⽂化⾏政部⻔会同公安机关予以取缔,查封其从事
违法经营活动的场所,扣押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具、设备；由⽂化
⾏政部⻔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具、设备，并处5
倍以上7.5倍以下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同⼀⾃然年内因同类违法⾏为两次及以上被处罚。

由⽂化⾏政部⻔或者由⽂化⾏政部⻔会同公安机关予以取缔,查封其从事
违法经营活动的场所,扣押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具、设备；由⽂化
⾏政部⻔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具、设备，并处
7.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较轻违法情节：个⼈在禁⽌吸烟场所吸烟且不听劝阻的。 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个⼈在禁⽌吸烟场所吸烟且不听劝阻的，且具有其它从重情形。 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个⼈在禁⽌吸烟场所吸烟且不听劝阻的，第⼆次及以上受到⾏政处罚。
处200元罚款。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违反。

⼀般违法情节：两年内两次违反。

两年内三次违反。

两年内四次及以上违反，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考级活动尚未进⾏被及时发现制⽌，尚未造成不良影响的。 责令停⽌违法活动，并处10000元以上16000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1）被⽂化⾏政部⻔查处，在规定的时间内整改的。（2）考级活动开始之
前采取有效措施终⽌违法⾏为并且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事件的。 责令停⽌违法活动，并处16000元以上27000元以下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1）不按规定整改，给社会造成恶劣影响的。（2）经执法部⻔责令改正后
仍开办艺术考级活动，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事件的。 责令停⽌违法活动，并处27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较轻违法情节：（1）⾸次违规，主动说明情况并提供相关材料，且积极纠正整改的。（2）
开展考级活动前备案时间不⾜10⽇的并且考级活动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事件的。（3）艺术
考级机构主要信息⾃发⽣变动之⽇起20⽇后⾄40⽇内，未备案的。

警告，责令改正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1）实际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或属于第⼆次违规的。（2）开展考级活动前
备案时间不⾜5⽇的并且考级活动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事件的。（3）艺术考级机构主要信息
⾃发⽣变动之⽇起40⽇后⾄60⽇内，未备案的。

警告，责令改正并处3000元以上7000元以下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1）经查处后继续进⾏考级活动的。（2）⾄考级活动结束仍未备案的或者
考级活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事件的。（3）艺术考级机构主要信息⾃发⽣变动之⽇起超过60
⽇仍未备案，或者经责令改正后超过1个⽉尚未改正的。

警告，责令改正并处7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有下列情形之⼀的：1.两年内三次及
以上发现违反规定的；2.提供含有禁
⽌内容的⽹络⽂化产品10个以上，
20个以下的。

有下列情形之⼀的：1.经责令改正后
仍拒不改正的；2.提供含有禁⽌内容
的⽹络⽂化产品20个以上的。

对单位 对个⼈

由旅游主管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
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由旅游主管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
部⻔对有关责任⼈员处2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

由旅游主管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
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3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

由旅游主管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
部⻔对有关责任⼈员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罚款。

由旅游主管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
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罚款；违法所得不⾜10万元的，
并处6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违
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
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由旅游主管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
部⻔对有关责任⼈员，处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由旅游主管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
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由旅游主管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
部⻔对有关责任⼈员，处1.5万元以
上2万元以下罚款。

1.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津）⽂综罚字〔2021〕F-000002号
2.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津）⽂综罚字〔2022〕F-000106号
3.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津）⽂综罚字〔2022〕F-000075号
4.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津）⽂综罚字〔2022〕F-000077号
5.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津）⽂综罚字〔2022〕F-000076号
6.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津）⽂综罚字〔2021〕F-000130号
7.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津）⽂综罚字〔2021〕F-000090号
8.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津）⽂综罚字〔2021〕F-000089号
9.静海区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静海）⽂综罚字〔2022〕F-000001号
10.河东区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河东）⽂综罚字〔2022〕F-000003号
11.河东区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河东）⽂综罚字〔2022〕F-000001号
12.河东区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河东）⽂综罚字〔2021〕F-000018号
13.河东区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河东）⽂综罚字〔2021〕F-000019号
14.河东区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河东）⽂综罚字〔2021〕F-000016号
15.河东区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河东）⽂综罚字〔2021〕F-000020号
16.滨海新区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滨海）⽂综罚字〔2022〕F-000023号
17.滨海区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滨海）⽂综罚字〔2021〕F-000030号
18.滨海新区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滨海）⽂综罚字〔2021〕F-000017号
19.河⻄区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河⻄）⽂综罚字〔2021〕F-000019号
20.河⻄区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河⻄）⽂综罚字〔2021〕F-000023号

1.滨海新区未按规定建⽴从业⼈员名簿＋（滨海）⽂罚字〔2019〕第F-000001号

1.经营性互联⽹⽂化单位提供含有宣扬淫秽、赌博、暴⼒或者教唆犯罪内容的互联⽹⽂化产品＋
（津）⽂综罚字〔2021〕F-000128号
2.经营性互联⽹⽂化单位提供含有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族优秀⽂化传统内容的互联⽹⽂化产品＋
（津）⽂综罚字〔2021〕F-000126号
3.经营性互联⽹⽂化单位提供含有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族优秀⽂化传统内容的互联⽹⽂化产品＋
（津）⽂综罚字〔2020〕F-000037号
4.经营性互联⽹⽂化单位提供含有宣扬淫秽、赌博、暴⼒或者教唆犯罪内容的互联⽹⽂化产品＋
（津⽂执）⽂罚字〔2019〕第F-000056号
5.经营性互联⽹⽂化单位提供含有宣扬淫秽、赌博、暴⼒或者教唆犯罪内容的互联⽹⽂化产品＋
（津⽂执）⽂罚字〔2019〕第F-000038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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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重违法情节

对经营性互联⽹
单位的处罚

对⾮经营性互联
⽹单位的处罚

较重违法情节

1.《娱乐场所管理办法》
第三⼗⼆条：娱乐场所违反本办法第⼆⼗三条规定对违法违规⾏为
未及时采取措施制⽌并依法报告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化主管
部⻔依照《条例》第五⼗条予以处罚。
第⼆⼗三条：娱乐场所应当建⽴⽂化产品内容⾃审和巡查制度，确
定专⼈负责管理在场所内提供的⽂化产品和服务。巡查情况应当记
⼊营业⽇志。
消费者利⽤娱乐场所从事违法违规活动的，娱乐场所应当制⽌，制
⽌⽆效的应当及时报告⽂化主管部⻔或者公安机关。
2.《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五⼗条：娱乐场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建⽴从业⼈员名簿、营业⽇
志，或者发现违法犯罪⾏为未按照本条例规定报告的，由县级⼈⺠
政府⽂化主管部⻔、县级公安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3个⽉。

《互联⽹⽂化管理暂⾏规定》
第⼆⼗⼋条：经营性互联⽹⽂化单位提供含有本规定第⼗六条禁⽌
内容的互联⽹⽂化产品，或者提供未经⽂化部批准进⼝的互联⽹⽂
化产品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化⾏政部⻔或者⽂化市场综合执
法机构责令停⽌提供，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吊销《⽹络⽂化经营许可
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经营性互联⽹⽂化单
位，提供含有本规定第⼗六条禁⽌内容的互联⽹⽂化产品，或者提
供未经⽂化部批准进⼝的互联⽹⽂化产品的，由县级以上⼈⺠政府
⽂化⾏政部⻔或者⽂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停⽌提供，处1000元
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经营性互联⽹⽂化
单位，提供含有本规定第⼗六条禁⽌内容的互联⽹⽂化产品，或者
提供未经⽂化部批准进⼝的互联⽹⽂化产品的，由县级以上⼈⺠政
府⽂化⾏政部⻔或者⽂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停⽌提供，处1000
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条：互联⽹⽂化单位不得提供载有以下内容的⽂化产品：
（⼀）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统⼀、主权和
领⼟完整的；（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
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族仇恨、⺠族歧视，破坏⺠族团结，或
者侵害⺠族⻛俗、习惯的；（五）宣扬邪教、迷信的；（六）散布
谣⾔，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淫秽、赌博、
暴⼒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侵害他⼈合法权
益的；（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族优秀⽂化传统的；（⼗）有法
律、⾏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的其他内容的。

《中华⼈⺠共和国旅游法》
第九⼗五条第⼀款: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的,由旅游
主管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万元
以上⼗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倍以
上五倍以下罚款;对有关责任⼈员,处⼆千元以上⼆万元以下罚款。

对娱乐场所发现消费者
利⽤娱乐场所从事违法
违规活动未及时采取措
施制⽌并依法报告的⾏

政处罚

对经营性互联⽹⽂化单
位提供禁⽌内容的互联
⽹⽂化产品等⾏为的⾏

政处罚

对未经许可经营旅⾏社
业务的⾏政处罚

27

28

29

较重违法情节：有下列情形之⼀的：1.两年内三次及以上发现违反规定
的；2.提供含有禁⽌内容的⽹络⽂化产品20个以上的。 责令停⽌提供，并处7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违反，且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万元。

⼀般违法情节：两年内2次违反，或者违法所得⼀万元以上⼗万元以下。

两年内3次以上违反，或者违法所得⼗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违法所得三⼗万元以上，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查获娱乐场所发现违法犯罪⾏为未按规定报告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般违法情节：两年内两次查获娱乐场所发现违法犯罪⾏为未按规定报告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责令停业整顿1-2个⽉。

较重违法情节：两年内三次以上查获娱乐场所发现违法犯罪⾏为未按规定报告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责令停业整顿2-3个⽉。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发现违反规定的。 责令停⽌提供，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16000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有下列情形之⼀的：1.两年内⼆次发现违反规定的；2.提
供含有禁⽌内容的⽹络⽂化产品5个以上，10个以下的。 责令停⽌提供，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提供，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4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直⾄吊销《⽹络⽂化经营许可证》。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发现违反规定的。 责令停⽌提供，并处300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有下列情形之⼀的：1.两年内⼆次发现违反规定的；2.提
供含有禁⽌内容的⽹络⽂化产品10个以上，20个以下的。 责令停⽌提供，并处300元以上7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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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位 对个⼈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
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责令停业整
顿1个⽉以下。

对有关责任⼈员、直接负责的主管
⼈员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万
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10
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
3倍以下罚款。责令停业整顿1个⽉
⾄2个⽉。

对有关责任⼈员、直接负责的主管
⼈员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6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
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
上5倍以下罚款。责令停业整顿2个
⽉⾄3个⽉。

对有关责任⼈员、直接负责的主管
⼈员处1万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
。

吊销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有关责任⼈员、直接负责的主管
⼈员处1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

对单位 对个⼈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员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罚款。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
元以上35000千元以下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员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员处1万元以上15000元以下
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1个⽉⾄3个⽉。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员处1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
罚款。

吊销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员处1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
罚款。

对单位 对个⼈

由旅游主管部⻔或者有关部⻔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
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由旅游主管部⻔或者有关部⻔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员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

由旅游主管部⻔或者有关部⻔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
上35000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5万
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
倍以下罚款。

由旅游主管部⻔或者有关部⻔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员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由旅游主管部⻔或者有关部⻔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5000元
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5万
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
倍以下罚款。

由旅游主管部⻔或者有关部⻔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员处1万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
。

由旅游主管部⻔或者有关部⻔责令
停业整顿1个⽉⾄3个⽉。

由旅游主管部⻔或者有关部⻔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员处15000千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
款。

由旅游主管部⻔或者有关部⻔吊销
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由旅游主管部⻔或者有关部⻔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员处15000千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
款。

1.未经许可经营出境旅游业务＋（津）⽂综罚字〔2020〕F-000021号
2.未经许可经营出境旅游业务＋（津）⽂综罚字〔2020〕F-000022号
3.未经许可经营出境旅游业务，未被指定经营⼤陆居⺠赴台旅游业务＋（津）⽂罚字〔2020〕第
F-000022号
4.未经许可经营出境旅游业务＋（津）⽂综罚字〔2020〕F-000021号
5.未经许可经营出境旅游业务，未被指定经营⼤陆居⺠赴台旅游业务＋（津）⽂罚字〔2020〕第
F-000011号
6.出租、出借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式⾮法转让旅⾏社业务经营许可＋（津）⽂综
罚字〔2020〕F-000048号
7.出租、出借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式⾮法转让旅⾏社业务经营许可＋（津）⽂综
罚字〔2020〕F-000047号
8.滨海新区出租、出借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式⾮法转让旅⾏社业务经营许可＋
（滨海）⽂综罚字〔2021〕F-000018号

1.未按照规定为出境或者⼊境团队旅游安排领队或者导游全程陪同＋（津）⽂综罚字〔2020〕F-
000062号
2.安排未取得导游证的⼈员提供导游服务或者安排不具备领队条件的⼈员提供领队服务＋（津）
⽂罚字〔2020〕第F-000016号
3.安排未取得导游证的⼈员提供导游服务或者安排不具备领队条件的⼈员提供领队服务＋（津）
⽂综罚字〔2022〕F-000008号
4.安排未取得导游证的⼈员提供导游服务或者安排不具备领队条件的⼈员提供领队服务＋（津）
⽂综罚字〔2022〕F-000009号
5.未按照规定为出境或者⼊境团队旅游安排领队或者导游全程陪同，对同⼀旅游团队的旅游者提
出与其他旅游者不同合同事项＋（津）⽂综罚字〔2020〕F-000061号
6.河北区安排未取得导游证的⼈员提供导游服务或者安排不具备领队条件的⼈员提供领队服务＋
（河北）⽂综罚字〔2021〕F-000013号

1.向不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津）⽂综罚字〔2021〕F-000144号
2.向不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津）⽂综罚字〔2021〕F-000109号
3.向不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津）⽂综罚字〔2021〕F-000110号

8

6

4

较重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中华⼈⺠共和国旅游法》
第九⼗五条第⼆款：旅⾏社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本法第⼆
⼗九条第⼀款第⼆项、第三项业务，或者出租、出借旅⾏社业务经
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式⾮法转让旅⾏社业务经营许可的，除依
照前款规定处罚外，并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旅⾏社业
务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处⼆千元以上⼆万元以下
罚款。
第⼆⼗九条第⼀款第⼆项、第三项:旅⾏社可以经营下列业务:(⼆)出
境旅游；(三)边境旅游。

《中华⼈⺠共和国旅游法》
第九⼗六条：旅⾏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为之⼀的，由旅游主
管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责任⼈员，处⼆千元以上⼆万元
以下罚款：
（⼀）未按照规定为出境或者⼊境团队旅游安排领队或者导游全程
陪同的；
（⼆）安排未取得导游证的⼈员提供导游服务或者安排不具备领队
条件的⼈员提供领队服务的；
（三）未向临时聘⽤的导游⽀付导游服务费⽤的；
（四）要求导游垫付或者向导游收取费⽤的。

《中华⼈⺠共和国旅游法》
第九⼗七条：旅⾏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为之⼀的，由旅游主
管部⻔或者有关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倍以上五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旅⾏社业务经营
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责任⼈员，处⼆千元以
上⼆万元以下罚款：
（⼀）进⾏虚假宣传，误导旅游者的；
（⼆）向不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的；
（三）未按照规定投保旅⾏社责任保险的。

对旅⾏社未按照规定为
出境或者⼊境团队旅游
安排领队或者导游全程
陪同等⾏为的⾏政处罚

对旅⾏社进⾏虚假宣
传,误导旅游者,情节严
重等⾏为的⾏政处罚

对旅⾏社未经许可经营
出境旅游、边境旅游业
务,或者出租、出借旅
⾏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或者以其他⽅式⾮法转
让旅⾏社业务经营许可

的⾏政处罚。

30

31

32

有下列情形之⼀：1.两年内再次违法；2.造成旅游安全事故；3.造成较⼤
社会影响；4.费⽤在五千元以上⼆万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1.两年内多次违法；2.造成重⼤旅游安全事故；3.造成
严重社会影响；4.费⽤在⼆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费⽤在五万元以上。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违法，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在⼀万元以下

⼀般违法情节：初次违法，违法所得在⼀万元以上⼗万元以下或者逾期⼀个⽉内未投保。

有下列情形之⼀：1.两年内再次违法；2.逾期⼀个⽉以上三个⽉以下未投
保；3.造成旅游安全事故；4.造成较⼤社会影响；5.违法所得在⼗万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1.两年内多次违法；2.逾期三个⽉以上六个⽉以下未投
保；3.造成重⼤旅游安全事故；4.造成严重社会影响；5.违法所得在三⼗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1.逾期六个⽉以上未投保；2.违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上
。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违反，且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万元。

⼀般违法情节：初次违法，违法所得在⼀万元以上⼆⼗万元以下或者造成⼀定社会影响。

有下列情形之⼀：1.两年内再次违法；2.违法所得在⼆⼗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3.造成旅游安全事故；4.造成较⼤社会影响。

有下列情形之⼀：1.两年内多次违法；2.违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上；3.造
成重⼤旅游安全事故；4.造成严重社会影响。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违法。

⼀般违法情节：初次违法，费⽤在五千元以下。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对单位 对个⼈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责令停业
整顿1个⽉以下。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员，没收违法所得，处2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并暂扣导
游证1个⽉以下。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
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责令停
业整顿1个⽉⾄2个⽉。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员，没收违法所得，处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并暂扣导游
证1个⽉⾄2个⽉以下。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
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责令停
业整顿2个⽉⾄3个⽉；违法所得30
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
5倍以下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员，没收违法所得，处1万元
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并暂扣导游
证2个⽉⾄3个⽉。

吊销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员，没收违法所得，处15000
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并吊销导游
证

对单位 对个⼈

责令改正，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1个⽉⾄2个
⽉。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员，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罚款，并暂扣导游证1个⽉以下。

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17万元以
下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2个⽉⾄3
个⽉。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员，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罚款，并暂扣导游证1个⽉⾄2个⽉
。

责令改正，处17万元以上24万元以
下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3个⽉⾄4
个⽉。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员，处⼀万元以上⼀万五千
元以下罚款，并暂扣导游证2个⽉⾄
3个⽉。

责令改正，处24万元以上30万元以
下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4个⽉⾄6
个⽉。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员，处15000元以上2万元以
下罚款，并吊销导游证。

吊销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员，处15000元以上2万元以
下罚款，并吊销导游证。

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 违法所得不⾜10万元的

由旅游⾏政管理部⻔或者⼯商⾏政
管理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2.2倍以下
的罚款。

由旅游⾏政管理部⻔或者⼯商⾏政
管理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10万元以上22万元以下的
罚款。

由旅游⾏政管理部⻔或者⼯商⾏政
管理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2.2倍以上3.8倍以
下的罚款。

由旅游⾏政管理部⻔或者⼯商⾏政
管理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22万元以上38万元以下的
罚款。

由旅游⾏政管理部⻔或者⼯商⾏政
管理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3.8倍以上5倍以下
的罚款。

由旅游⾏政管理部⻔或者⼯商⾏政
管理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38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罚款。

1.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付费旅游项⽬获取回扣
等不正当利益＋（津）⽂综罚字〔2021〕F-000113号
2.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付费旅游项⽬获取回扣
等不正当利益＋（津）⽂综罚字〔2021〕F-000114号
3.河东区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付费旅游项⽬获
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河东）⽂综罚字〔2021〕F-000010号
4.河东区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付费旅游项⽬获
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河东）⽂综罚字〔2021〕F-000009号

1.滨海新区在旅游⾏程中擅⾃变更旅游⾏程安排，严重损害旅游者权益＋（滨海）⽂综罚字〔
2021〕F-000031号

1.不具备资质从事导游领队活动＋（津）⽂罚字〔2020〕第F-000002号
2.河北区未取得导游证⽽从事导游活动＋（河北）⽂综罚字〔2021〕F-000010号
3.河北区未取得导游证⽽从事导游活动＋（河北）⽂综罚字〔2021〕F-000007号
4.河北区未取得导游证⽽从事导游活动＋（河北）⽂综罚字〔2021〕F-000012号

1.旅⾏社服务⽹点未接受旅⾏社的统⼀管理，从事招徕、咨询以外的旅⾏社业务经营活动＋
（津）⽂罚字〔2020〕第F-000021号

5

1

5

1

较重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中华⼈⺠共和国旅游法》
第九⼗⼋条：旅⾏社违反本法第三⼗五条规定的，由旅游主管部⻔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三万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三⼗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倍以上五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责任⼈员，没收违法所得，处⼆千元以上
⼆万以下罚款，并暂扣或者吊销导游证。
第三⼗五条：旅⾏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
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付费旅游项⽬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
。
  旅⾏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
付费旅游项⽬。但是，经双⽅协商⼀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
其他旅游者⾏程安排的除外。
  发⽣违反前两款规定情形的，旅游者有权在旅游⾏程结束后三⼗⽇
内，要求旅⾏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垫付退货货款，或者退还另⾏
付费旅游项⽬的费⽤。

《中华⼈⺠共和国旅游法》
第⼀百条：旅⾏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为之⼀的，由旅游主管
部⻔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停业整
顿；造成旅游者滞留等严重后果的，吊销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责任⼈员，处⼆千元以上⼆万元
以下罚款，并暂扣或者吊销导游证：
（⼀）在旅游⾏程中擅⾃变更旅游⾏程安排，严重损害旅游者权益
的；
（⼆）拒绝履⾏合同的；
（三）未征得旅游者书⾯同意，委托其他旅⾏社履⾏包价旅游合同
的。

《中华⼈⺠共和国旅游法》
第⼀百零⼆条第⼀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导游证或者不具备领
队条件⽽从事导游、领队活动的，由旅游主管部⻔责令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千元以上⼀万元以下罚款，予以公告。

《旅⾏社条例》
第四⼗六条第三项：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的，由旅
游⾏政管理部⻔或者⼯商⾏政管理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违
法所得不⾜10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三）旅⾏社服务⽹点从事招徕、咨询以外的旅⾏社业务经营活动
的。

对旅⾏社以不合理的低
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
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
物或者另⾏付费旅游项
⽬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
益等⾏为的⾏政处罚

对旅⾏社在旅游⾏程中
擅⾃变更游⾏程安排,
严重损害旅游者权益等

⾏为的⾏政处罚

对未取得导游证或者不
具备领队条件⽽从事导
游、领队活动的⾏政处

罚

对旅⾏社服务⽹点从事
招徕、咨询以外的旅⾏
社业务经营活动的⾏政

处罚

33

34

35

36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违法，没有造成旅游者经济损失。

⼀般违法情节：初次违法，造成旅游者经济损失在五千元以下或者造成⼀定社会影响。

有下列情形之⼀：1.两年内再次违法；2.造成旅游者经济损失在五千元以
上⼆万元以下；3.造成旅游安全事故；4.造成较⼤社会影响。

有下列情形之⼀：1.两年内多次违法；2.造成旅游者经济损失在⼆万元以
上；3.造成重⼤旅游安全事故；4.造成严重社会影响。

造成旅游者滞留等严重后果。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被查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元以上3700元以下的罚款，予以公
告。

⼀般违法情节：两年内再次被查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700元以上7300元以下的罚款，予以公
告。

较重违法情节：两年内3次以上违反，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73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予以公告
。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违反，且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五万元。

⼀般违法情节：两年内2次违反，或者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较重违法情节：有下列情形之⼀：1.两年内3次以上违反；2.违法所得三⼗万元以上；3.具有
其他严重情节。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违法。

⼀般违法情节：有下列情形之⼀：1.初次违法且安排购物⼀次；2.初次违法且造成⼀定社会
影响；3.违法所得在三⼗万元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1.两年内再次违法；2.两年内安排购物⼆次；3.造成旅
游安全事故；4.造成较⼤社会影响；5.违法所得在三⼗万元以上⼀百万元
以下。

有下列情形之⼀：1.两年内多次违法；2.两年内多次安排购物；3.违法所
得在⼀百万元以上；4.造成重⼤旅游安全事故；5.造成严重社会影响。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37

对旅⾏社未在规定期限
内向其质量保证⾦账户
存⼊、增存、补⾜质量
保证⾦或者提交相应的
银⾏担保且拒不改正的

⾏政处罚

《旅⾏社条例》
第四⼗⼋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旅⾏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
保证⾦账户存⼊、增存、补⾜质量保证⾦或者提交相应的银⾏担保
的，由旅游⾏政管理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吊销旅⾏社业务
经营许可证。

2

1.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账户存⼊、增存、补⾜质量保证⾦或者提交相应的银⾏担保且
拒不改正＋（津）⽂综罚字〔2022〕F-000059号
2.河东区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账户存⼊、增存、补⾜质量保证⾦或者提交相应的银⾏
担保且拒不改正＋（河东）⽂综罚字〔2022〕F-000002号

对单位 对个⼈

责令改正，对旅⾏社处2万元以上6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导游⼈员、领队⼈员处4000元以
上8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对旅⾏社处6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导游⼈员、领队⼈员处8000元以
上12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旅⾏社停业整顿1个⽉⾄3个⽉
。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员，处12000元以上16000万
元以下罚款。

吊销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员，处12000元以上16000万
元以下罚款，吊销导游证。

1.对同⼀旅游团队的旅游者提出与其他旅游者不同合同事项，变更名称、经营场所、法定代表⼈
等登记事项或者终⽌经营，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原许可的旅游⾏政管理部⻔备案，换领或者交回旅
⾏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且拒不改正＋（津）⽂综罚字〔2020〕F-000004号
2.河东区设⽴分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分社所在地旅游⾏政管理部⻔备案且拒不改正＋（河东）⽂
综罚字〔2020〕F-000011号

1.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津）⽂综罚字〔2021〕F-000157号
2.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津）⽂综罚字〔2021〕F-000084号
3.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津）⽂综罚字〔2021〕F-000139号
4.静海区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静海）⽂综罚字〔2021〕F-000013号
5.河东区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河东）⽂综罚字〔2021〕F-000017号
6.河东区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河东）⽂综罚字〔2022〕F-000004号
7.河东区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河东）⽂综罚字〔2021〕F-000003号
8.河东区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河东）⽂综罚字〔2020〕F-000010号
9.滨海新区与旅游者签订的旅游合同未载明规定的事项＋（滨海）⽂综罚字〔2021〕F-000019号
10.未将旅游⽬的地接待旅⾏社的情况告知旅游者，与旅游者签订的旅游合同未载明规定的事项，
不向接受委托的旅⾏社⽀付接待和服务费⽤＋（津）⽂综罚字〔2021〕F-000158号

1.未将旅游⽬的地接待旅⾏社的情况告知旅游者，与旅游者签订的旅游合同未载明规定的事项，
不向接受委托的旅⾏社⽀付接待和服务费⽤＋（津）⽂综罚字〔2021〕F-000158号

1.对可能危及⼈⾝安全的情况未向旅游者作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或者未采取防⽌危害发⽣的措
施，未妥善保存各类旅游合同及相关⽂件、资料，保存期不够两年＋（津）⽂综罚字〔2021〕F-
000183号

1

1

4

13

较重违法情节

《旅⾏社条例》
第六⼗⼆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的，由旅游⾏政
管理部⻔责令改正，停业整顿1个⽉⾄3个⽉；情节严重的，吊销旅
⾏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旅⾏社不向接受委托的旅⾏社⽀付接待和服务费⽤的；
（⼆）旅⾏社向接受委托的旅⾏社⽀付的费⽤低于接待和服务成本
的；
（三）接受委托的旅⾏社接待不⽀付或者不⾜额⽀付接待和服务费
⽤的旅游团队的。

《旅⾏社条例》
第六⼗三条第⼀项：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旅⾏社及其委派的导游⼈
员、领队⼈员有下列情形之⼀的，由旅游⾏政管理部⻔责令改正，
对旅⾏社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导游⼈员、领队⼈员处
4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旅⾏社停业整顿1
个⽉⾄3个⽉，或者吊销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导游证：
（⼀）发⽣危及旅游者⼈⾝安全的情形，未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并
及时报告的。

《旅⾏社条例》
第五⼗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旅⾏社有下列情形之⼀的，由旅游
⾏政管理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变更名称、经营场所、法定代表⼈等登记事项或者终⽌经
营，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原许可的旅游⾏政管理部⻔备案，换领或者
交回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
（⼆）设⽴分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分社所在地旅游⾏政管理部⻔备
案的；
（三）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旅游⾏政管理部⻔报送经营和财务信
息等统计资料的。

《旅⾏社条例》
第五⼗五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旅⾏社有下列情形之⼀的，由旅
游⾏政管理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3个⽉：
（⼀）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
（⼆）与旅游者签订的旅游合同未载明本条例第⼆⼗⼋条规定的事
项；
（三）未取得旅游者同意，将旅游业务委托给其他旅⾏社；
（四）将旅游业务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旅⾏社；
（五）未与接受委托的旅⾏社就接待旅游者的事宜签订委托合同。
第⼆⼗⼋条：旅⾏社为旅游者提供服务，应当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
同并载明下列事项：
（⼀）旅⾏社的名称及其经营范围、地址、联系电话和旅⾏社业务
经营许可证编号；
（⼆）旅⾏社经办⼈的姓名、联系电话；
（三）签约地点和⽇期；
（四）旅游⾏程的出发地、途经地和⽬的地；
（五）旅游⾏程中交通、住宿、餐饮服务安排及其标准；
（六）旅⾏社统⼀安排的游览项⽬的具体内容及时间；
（七）旅游者⾃由活动的时间和次数；
（⼋）旅游者应当交纳的旅游费⽤及交纳⽅式；
（九）旅⾏社安排的购物次数、停留时间及购物场所的名称；
（⼗）需要旅游者另⾏付费的游览项⽬及价格；
（⼗⼀）解除或者变更合同的条件和提前通知的期限；
（⼗⼆）违反合同的纠纷解决机制及应当承担的责任；
（⼗三）旅游服务监督、投诉电话；
（⼗四）双⽅协商⼀致的其他内容。

对旅⾏社变更名称、经
营场所、法定代表⼈等
登记事项或者终⽌经
营,未在规定期限内向
原许可的旅游⾏政管理
部⻔备案,换领或者交
回旅⾏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且拒不改正等⾏为的

⾏政处罚

对旅⾏社未与旅游者签
订旅游合同等⾏为的⾏

政处罚

对旅⾏社不向接受委托
的旅⾏社⽀付接待和服
务费⽤等⾏为的⾏政处

罚

对旅⾏社及其委派的导
游⼈员、领队⼈员发⽣
危及旅游者⼈⾝安全的
情形,未采取必要的处
置措施并及时报告的⾏

政处罚

41

38

39

40

较重违法情节：两年内3次以上违反，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 吊销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违法。

⼀般违法情节：初次被查处，引发⼀般旅游投诉，造成了⼀定的不良影响。

有下列情形之⼀：1.两年内再次被查处；2.引发较⼤旅游投诉；3.造成旅
游安全事故；4.造成较⼤社会影响。

有下列情形之⼀：1.两年内第三次以上被查处；2.引发重⼤旅游投诉；3.
造成较⼤旅游安全事故；4.造成严重社会影响。

违反《旅⾏社条例》第四⼗⼋条的规定，拒不改正的。 责令改正，吊销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较轻违法情节：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处3000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两年内违反本项内同⼀违法⾏为已被⾏政处罚过1次，再次违反经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 处3000元以上7000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两年内违反本项内同⼀违法⾏为已被⾏政处罚过2次以上，再次违反经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 处7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违反。 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般违法情节：两年内2次违反。 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两年内3次以上违反，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 责令停业整顿1个⽉⾄3个⽉。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违反。 责令改正，停业整顿1个⽉⾄2个⽉。

⼀般违法情节：两年内2次违反。 责令改正，停业整顿2个⽉⾄3个⽉。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有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
所得1倍以上1.6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
所得1.6倍以上2.4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7000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
所得2.4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处7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
所得1倍以上1.6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
所得1.6倍以上2.4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7000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
所得2.4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处7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1.设⽴服务⽹点未在规定期限内备案＋（津）⽂综罚字〔2021〕F-000068号
2.河⻄区未悬挂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登记证明＋（河⻄）⽂综当罚字〔2021〕C-000005
号
3.河北区未悬挂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登记证明＋（河北）⽂综罚字〔2020〕F-000004号
4.河北区未悬挂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登记证明＋（河北）⽂综罚字〔2020〕F-000005号

1.武清区为接待旅游者选择的交通、住宿、餐饮、景区等企业，不具有接待服务能⼒＋（津辖
武）⽂综罚字〔2022〕F-000003号

1.对同⼀旅游团队的旅游者提出与其他旅游者不同合同事项＋（津）⽂综罚字〔2020〕F-000016
号
2.对同⼀旅游团队的旅游者提出与其他旅游者不同合同事项＋（津）⽂罚字〔2020〕第F-000007
号
3.未经许可经营旅⾏社业务，同⼀旅游团队中，因旅游者存在的年龄上的差异，提出与其他旅游
者不同的合同事项＋（津）⽂综罚字〔2020〕F-000003号
4.对同⼀旅游团队的旅游者提出与其他旅游者不同合同事项，变更名称、经营场所、法定代表⼈
等登记事项或者终⽌经营，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原许可的旅游⾏政管理部⻔备案，换领或者交回旅
⾏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且拒不改正＋（津）⽂综罚字〔2020〕F-000004号
5.安排未取得导游证的⼈员提供导游服务或者安排不具备领队条件的⼈员提供领队服务，对同⼀
旅游团队的旅游者提出与其他旅游者不同合同事项＋（津）⽂罚字〔2020〕第F-000016号

1.未将旅游⽬的地接待旅⾏社的情况告知旅游者，与旅游者签订的旅游合同未载明规定的事项，
不向接受委托的旅⾏社⽀付接待和服务费⽤＋（津）⽂综罚字〔2021〕F-000158号

1.未妥善保存各类旅游合同及相关⽂件、资料，保存期不够两年＋（津）⽂综罚字〔2021〕F-
000080号
2.河北区未妥善保存各类旅游合同及相关⽂件、资料，保存期不够两年＋（河北）⽂综罚字〔
2021〕F-000005号
3.对可能危及⼈⾝安全的情况未向旅游者作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或者未采取防⽌危害发⽣的措
施，未妥善保存各类旅游合同及相关⽂件、资料，保存期不够两年＋（津）⽂综罚字〔2021〕F-
000183号

5

1

6

1

5

《旅⾏社条例实施细则》
第五⼗七条：违反本实施细则第⼗⼆条第三款、第⼆⼗三条、第⼆
⼗六条的规定，擅⾃引进外商投资、设⽴服务⽹点未在规定期限内
备案，或者旅⾏社及其分社、服务⽹点未悬挂旅⾏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备案登记证明的，由县级以上旅游⾏政管理部⻔责令改正，可
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条第三款：外商投资旅⾏社的，适⽤《条例》第三章的规定
。未经批准，旅⾏社不得引进外商投资。
第⼆⼗三条：设⽴社向服务⽹点所在地⼯商⾏政管理部⻔办理服务
⽹点设⽴登记后，应当在3个⼯作⽇内，持下列⽂件向服务⽹点所在
地与⼯商登记同级的旅游⾏政管理部⻔备案：（⼀）服务⽹点的《
营业执照》；（⼆）服务⽹点经理的履历表和⾝份证明。
没有同级的旅游⾏政管理部⻔的，向上⼀级旅游⾏政管理部⻔备案
。
第⼆⼗六条：旅⾏社及其分社、服务⽹点，应当将《旅⾏社业务经
营许可证》、《旅⾏社分社备案登记证明》或者《旅⾏社服务⽹点
备案登记证明》，与营业执照⼀起，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显要位置。

《旅⾏社条例实施细则》
第六⼗条：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三⼗⼋条的规定，旅⾏社为接待旅游
者选择的交通、住宿、餐饮、景区等企业，不具有合法经营资格或
者接待服务能⼒的，由县级以上旅游⾏政管理部⻔责令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但最⾼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条：旅⾏社招徕、组织、接待旅游者，其选择的交通、住
宿、餐饮、景区等企业，应当符合具有合法经营资格和接待服务能
⼒的要求。

《旅⾏社条例实施细则》
第六⼗⼀条：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三⼗九条的规定，要求旅游者必须
参加旅⾏社安排的购物活动、需要旅游者另⾏付费的旅游项⽬，或
者对同⼀旅游团队的旅游者提出与其他旅游者不同合同事项的，由
县级以上旅游⾏政管理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九条第⼆款：同⼀旅游团队中，旅⾏社不得由于下列因素，
提出与其他旅游者不同的合同事项：
（⼀）旅游者拒绝参加旅⾏社安排的购物活动或者需要旅游者另⾏
付费的旅游项⽬的；
（⼆）旅游者存在的年龄或者职业上的差异。但旅⾏社提供了与其
他旅游者相⽐更多的服务，或者旅游者主动要求的除外。

1.《旅⾏社条例实施细则》
第六⼗⼆条：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四⼗条第⼆款的规定，旅⾏社未将
旅游⽬的地接待旅⾏社的情况告知旅游者的，由县级以上旅游⾏政
管理部⻔依照《条例》第五⼗五条的规定处罚。
第四⼗条第⼆款：旅⾏社对接待旅游者的业务作出委托的，应当按
照《条例》第三⼗六条的规定，将旅游⽬的地接受委托的旅⾏社的
名称、地址、联系⼈和联系电话，告知旅游者。
2.《旅⾏社条例》
第三⼗六条：旅⾏社需要对旅游业务作出委托的，应当委托给具有
相应资质的旅⾏社，征得旅游者的同意，并与接受委托的旅⾏社就
接待旅游者的事宜签订委托合同，确定接待旅游者的各项服务安排
及其标准，约定双⽅的权利、义务。
第五⼗五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旅⾏社有下列情形之⼀的，由旅
游⾏政管理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3个⽉：
（⼀）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
（⼆）与旅游者签订的旅游合同未载明本条例第⼆⼗⼋条规定的事
项；
（三）未取得旅游者同意，将旅游业务委托给其他旅⾏社；
（四）将旅游业务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旅⾏社；
（五）未与接受委托的旅⾏社就接待旅游者的事宜签订委托合同。

《旅⾏社条例实施细则》
第六⼗五条：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五⼗条的规定，未妥善保存各类旅
游合同及相关⽂件、资料，保存期不够两年，或者泄露旅游者个⼈
信息的，由县级以上旅游⾏政管理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但最⾼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条：旅⾏社应当妥善保存《条例》规定的招徕、组织、接待
旅游者的各类合同及相关⽂件、资料，以备县级以上旅游⾏政管理
部⻔核查。
前款所称的合同及⽂件、资料的保存期，应当不少于两年。
旅⾏社不得向其他经营者或者个⼈，泄露旅游者因签订旅游合同提
供的个⼈信息；超过保存期限的旅游者个⼈信息资料，应当妥善销
毁。

对擅⾃引进外商投资,
设⽴服务⽹点未在规定
期限内备案,或者旅⾏
社及其分社、服务⽹点
未悬挂旅⾏社业务经营
许可证,备案登记证明

的⾏政处罚

对旅⾏社为接待旅游者
选择的交通、住宿、餐
饮景区等企业,不具有
接待服务能⼒的⾏政处

罚

对同⼀旅游团队旅游者
提出与其他旅游者不同
合同事项的⾏政处罚

对旅⾏社未将旅游⽬的
地接待旅⾏社的情况告
知旅游者的⾏政处罚

对旅⾏社未妥善保存各
类旅游合同及相关⽂件
、资料,保存期不够两
年,或者泄露旅游者个
⼈信息的⾏政处罚

42

43

44

45

46

较重违法情节：两年内3次以上违反，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

⼀般违法情节：两年内2次违反。

较重违法情节：两年内3次以上违反，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违反。 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

⼀般违法情节：两年内2次违反。 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7000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两年内3次以上违反，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 责令改正，处7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未将旅游⽬的地接待旅⾏社的情况告知旅游者的。 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般违法情节：初次因未将旅游⽬的地接待旅⾏社的情况告知旅游者被处罚后，第⼆次从事
该类违法⾏为的。 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两次实施该类违法⾏为被处罚，第三次及以上实施该类违法⾏为的或造成恶
劣影响的。 责令停业整顿1个⽉⾄3个⽉。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违反。

⼀般违法情节：两年内2次违反。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被查处。 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

⼀般违法情节：在规定期限内未能改正，再次被查处。 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7000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有下列情形之⼀：1.两年内第三次以上被查处；2.造成严重社会影响。 责令改正，处7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违反。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对组团社对可能危及⼈⾝安全的情
况未向旅游者作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或者未采取防⽌危害发⽣的
措施的⾏政处罚

对旅游团队领队对可能危及⼈⾝安
全的情况未向旅游者作出真实说明
和明确警示，或者未采取防⽌危害
发⽣的措施的⾏政处罚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暂停其出国
旅游业务经营资格1个⽉以下，并处
5000元以上95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暂扣导游证1
个⽉以下。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暂停其出国
旅游业务经营资格1个⽉以上2个⽉
以下，并处9500元以上1550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暂扣导游证1
个⽉⾄3个⽉。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暂停其出国
旅游业务经营资格2个⽉以上3个⽉
以下，并处15500元以上20000元以
下的罚款。

吊销其导游证。

对旅⾏社的处罚 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员的处罚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0元以上，
37000元以下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

处2000元以上，7400元以下的罚款
。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7000元以上，
73000元以下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

处7400元以上，14600元以下的罚款
。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73000元以上，
10000元以下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

处146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
款。

1.河北区进⾏导游活动，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者购买旅游者的物品＋（河北）⽂综罚字〔2022〕
F-000001号

1.对可能危及⼈⾝安全的情况未向旅游者作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或者未采取防⽌危害发⽣的措
施+（津）⽂综罚字〔2021〕F-000183号

1.未被指定经营⼤陆居⺠赴台旅游业务+（津）⽂罚字〔2020〕第F-000011号

1.蓟州区未取得质量标准、信⽤等级使⽤相关称谓和标识+（蓟州）⽂综罚字〔2021〕F-000016
号

1.北⾠区未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填报包价旅游合同有关信息+（北⾠）⽂综罚字〔2021〕F-
000012号

1

1

2

1

2

较重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导游⼈员管理条例》
第⼆⼗三条：导游⼈员进⾏导游活动，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者购买
旅游者的物品的，或者以明示或者暗示的⽅式向旅游者索要⼩费
的，由旅游⾏政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省、⾃治区、直
辖市⼈⺠政府旅游⾏政部⻔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对委派该导游
⼈员的旅⾏社给予警告直⾄责令停业整顿。

《中国公⺠出国旅游管理办法》
第⼆⼗九条：组团社或者旅游团队领队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款
、第⼗⼋条的规定,对可能危及⼈⾝安全的情况未向旅游者作出真实
说明和明确警示,或者未采取防⽌危害发⽣的措施的,由旅游⾏政部⻔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对组团社暂停其出国旅游业务经
营资格,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旅游团队领队可以暂扣
直⾄吊销其导游证；造成⼈⾝伤亡事故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承
担赔偿责任。
⼗四条第⼆款：组团社应当保证所提供的服务符合保障旅游者⼈⾝
、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旅游者⼈⾝安全的情况，应当向旅
游者作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并采取有效措施,防⽌危害的发⽣。
第⼗⼋条：旅游团队领队在带领旅游者旅⾏、游览过程中，应当就
可能危及旅游者⼈⾝安全的情况，向旅游者作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
示，并按照组团社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防⽌危害的发⽣。

《⼤陆居⺠赴台湾地区旅游管理办法》第⼗六条：违反本办法规
定，未被指定经营⼤陆居⺠赴台旅游业务，或者旅⾏社及从业⼈员
有违反本办法规定⾏为的，由旅游主管部⻔根据《旅游法》和《旅
⾏社条例等规定予以处罚。有关单位和个⼈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
定的，由有关部⻔依法予以处理。

《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规定》第三⼗四条：在线旅游经营者
违反本规定第⼗⼆条第⼀款有关规定，未取得质量标准、信⽤等级
使⽤相关称谓和标识的，由县级以上⽂化和旅游主管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可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条第⼀款：在线旅游经营者应当提供真实、准确的旅游服务
信息，不得进⾏虚假宣传；未取得质量标准、信⽤等级的，不得使
⽤相关称谓和标识，平台经营者应当以显著⽅式区分标记⾃营业务
和平台内经营者开展的业务。

《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规定》第三⼗五条：违反本规定第⼗
六条规定，未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填报包价旅游合同有关信息
的，由县级以上⽂化和旅游主管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
正的,处⼀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条：在线旅游经营者为旅游者提供包价旅游服务的，应当依
法与旅游者签订合同，并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填报合同有关信
息。

对未被指定经营⼤陆居
⺠赴台旅游业务，或者
旅⾏社及从业⼈员违反
《⼤陆居⺠赴台湾地区
旅游管理办法》规定的

⾏政处罚

对在线旅游经营者未取
得质量标准、信⽤等级
使⽤相关称谓和标识的

⾏政处罚

对在线旅游经营者未在
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
填报包价旅游合同有关

信息的⾏政处罚

对导游⼈员进⾏导游活
动,向旅游者兜售物品
或者购买旅游者的物品

的⾏政处罚

对组团社或者旅游团队
领队对可能危及⼈⾝安
全的情况未向旅游者作
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

示，或者未采取防⽌危
害发⽣的措施的⾏政处

罚

47

48

49

50

51

较轻违法情节：违法所得1万元以下的。

⼀般违法情节：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较重违法情节：违法所得3万元以上的。

较轻违法情节：违法⾏为初次被查处。 责令改正，警告，可并处9000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两年内两次被查处的。 责令改正，警告，并处9000元以上21000元以下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1）两年内第三次以上被查处；（2）冒⽤其他旅游社的资质在在线平台备
案从事在线旅游经营服务活动；（3）具有其他严重情节。 责令改正，警告，并处2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违法⾏为初次被查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较重违法情节：违法⾏为被查处后，拒不改正违法⾏为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违法,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者购买旅游者的物品的，⾦额在1千元以下的
。

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97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
违法所得。对委派该导游⼈员的旅⾏社给予警告。

⼀般违法情节：初次违法，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者购买旅游者的物品的，⾦额在1千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9700元以上213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
违法所得。对委派该导游⼈员的旅⾏社给予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1.两年内再次违法;2.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者购买旅游者
的物品的，⾦额在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213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
收违法所得。对委派该导游⼈员的旅⾏社责令停业整顿1个⽉⾄3个⽉。

有下列情形之⼀：1.两年内多次违法；2.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者购买旅游
者的物品的，⾦额在2万元以上的。

由省、⾃治区、直辖市⼈⺠政府旅游⾏政部⻔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对
委派该导游⼈员的旅⾏社责令停业整顿3个⽉⾄6个⽉。

⼀般违法情节：初次违法，且情节较轻。

（1）两年内两次违反；（2）造成五⼈以下旅游者轻伤的。（3）不积极
配合案件的调查，导致案件延期办理。

（1）两年内三次违反。（2）造成五⼈以上旅游者轻伤的或者三⼈以下
重伤的；（3）初次违法造成旅游者死亡的。

（1）两年内四次以上违反；（2）造成旅游者死亡，或者三⼈以上重伤
的；（3）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提供⼀次性⽇⽤品类别三个以下的 提供⼀次性⽇⽤品类别三个以上的

罚款500元。 罚款1000元。

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处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处3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罚款。 处4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转让、出租、出借旅⾏社业务经营
许可证的

受让或者租借旅⾏社业务经管许可
证的

责令停业整顿1个⽉，并没收违法所
得。

责令停⽌⾮法经营，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10万元以上22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2个⽉，并没收违法所
得。

责令停⽌⾮法经营，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22万元以上38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吊销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并没
收违法所得。

责令停⽌⾮法经营，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38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罚款。

对个⼈ 对单位

没收安装和使⽤的卫星地⾯接收设
施，可以并处1500元以下罚款。

没收安装和使⽤的卫星地⾯接收设
施，可以并处1.5万元以下罚款。

没收安装和使⽤的卫星地⾯接收设
施，可以并处1500元以上3500以下
罚款。

没收安装和使⽤的卫星地⾯接收设
施，对单位可以并处1.5万元以上3.5
万元以下罚款。

没收安装和使⽤的卫星地⾯接收设
施，可以并处35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罚款，

没收安装和使⽤的卫星地⾯接收设
施，可以并处3.5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罚款。

旅游、住宿经营者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客房⼀次性⽇⽤品+（津）⽂综罚字〔2022〕F-000089号

1.出租、出借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式⾮法转让旅⾏社业务经营许可+（津）⽂综罚
字〔2020〕F-000047号

1.侵占、⼲扰⼴播电视专⽤频率，擅⾃截传、⼲扰、解扰⼴播电视信号+﹝津﹞⽂综罚字﹝2021
﹞F-000063号

1.擅⾃安装和使⽤卫星地⾯接收设施+（津）⽂综罚字〔2020〕第F-000032号
2.⻄⻘区擅⾃安装和使⽤卫星地⾯接收设施+（⻄⻘）⽂综罚字〔2022〕F-000010号
3.静海区擅⾃安装和使⽤卫星地⾯接收设施+（静海）⽂综罚字〔2021〕F-000009号
4.河北区擅⾃安装和使⽤卫星地⾯接收设施+（河北）⽂综罚字〔2021〕F-000017号
5.河东区擅⾃安装和使⽤卫星地⾯接收设施+（河东）⽂综罚字〔2021〕F-000008号
6.东丽区擅⾃安装和使⽤卫星地⾯接收设施+（东丽）⽂综罚字〔2020〕F-000001号

3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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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活垃圾管理条例》
第六⼗四条第⼆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旅游、住宿经营者主动向消费
者提供客房⼀次性⽇⽤品的，由⽂化和旅游部⻔责令改正；拒不改
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旅⾏社条例》第四⼗七条：旅⾏社转让、出租、出借旅⾏社业务
经营许可证的，由旅游⾏政管理部⻔责令停业整顿1个⽉⾄3个⽉，
并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旅⾏社业经营许可证。受让或
者租借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由旅游⾏政管理部⻔责令停⽌⾮
法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四)(五)(七)项：违反本条例规
定，有下列⾏为之⼀的，由县级以上⼈⺠政府⼴播电视⾏政部⻔责
令停⽌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
⼯具、设备，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
关吊销许可证：（四）对未经批准，擅⾃以卫星等传输⽅式进⼝、
转播境外⼴播电视节⽬的，由县级以上⼈⺠政府⼴播电视⾏政部⻔
责令停⽌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
⽤⼯具、设备，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五）对未经批准，擅
⾃利⽤有线⼴播电视传输覆盖⽹播放节⽬的，由县级以上⼈⺠政府
⼴播电视⾏政部⻔责令停⽌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
从事违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七）
对侵占、⼲扰⼴播电视专⽤频率，擅⾃截传、⼲扰、解扰⼴播电视
信号的，由县级以上⼈⺠政府⼴播电视⾏政部⻔责令停⽌违法活
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具、设备，
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

《卫星电视⼴播地⾯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条第三款：违反本规
定，擅⾃安装和使⽤卫星地⾯接收设施的，由⼴播电视⾏政部⻔没
收其安装和使⽤的卫星地⾯接收设施，对个⼈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旅游、住宿经营者违
反《天津市⽣活垃圾管
理条例》规定主动向消
费者提供客房⼀次性⽇

⽤品的⾏政处罚

对受让或者租借旅⾏社
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政

处罚

对未经批准，擅⾃以卫
星等传输⽅式进⼝、转
播境外⼴播电视节⽬,
擅⾃利⽤有线⼴播电视
传输覆盖⽹播放节⽬，
以及对侵占⼲扰⼴播电
视专⽤频率等⾏为的⾏

政处罚

对单位、个⼈擅⾃安装
和使⽤卫星地⾯接收设

施的⾏政处罚

52

53

54

55

⼀般违法情节：初次发现旅游、住宿经营者有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客房⼀次性⽇⽤品违法⾏为
被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仍不改正的。

较重违法情节：旅游、住宿经营者1次以上被处罚款并被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仍不改正的。

较轻违法情节：违法所得1万元以下的。

⼀般违法情节：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较重违法情节：违法所得3万元以上的。

较轻违法情节：违法⾏为初次被查处 责令停⽌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具
、设备，可以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般违法情节：2年内2次被查处的 责令停⽌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具
、设备，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2年内3次以上被查处的 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

较轻违法情节：违法⾏为初次被发现的。

⼀般违法情节：经责令改正仍不改正的。

较重违法情节：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发现旅游、住宿经营者有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客房⼀次性⽇⽤品的违法⾏
为。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对个⼈ 对单位

可给予警告，500元以上1850元以下
罚款、没收其使⽤的卫星地⾯接收
设施。

可给予警告，1000元以上15700元以
下罚款、没收其使⽤的卫星地⾯接
收设施。

可给予警告、1850元以上3650元以
下罚款、没收其使⽤的卫星地⾯接
收设施。

可给予警告，15700元以上35300元
以下罚款、没收其使⽤的卫星地⾯
接收设施。

可给予警告，并处3650元以上5000
元以下罚款、没收其使⽤的卫星地
⾯接收设施，吊销《许可证》。

可给予警告，并处35300元以上
50000元以下罚款、没收其使⽤的卫
星地⾯接收设施，吊销《许可证》
。

1.⻄⻘区未持有《许可证》的单位设置卫星地⾯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罚
字〔2019〕第F-000013号
2.未持有《许可证》的单位设置卫星地⾯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津）⽂综罚字〔
2020〕F-000007号
3.北⾠区未持有《许可证》的单位设置卫星地⾯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北⾠）⽂罚
字〔2019〕第F-000012号
4.滨海区未持有《许可证》的单位设置卫星地⾯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滨海）⽂罚
字〔2019〕第F-000052号
5.和平区未持有《许可证》的个⼈设置卫星地⾯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和平）⽂当
罚字〔2019〕第C-000002号
6.宁河县未持有《许可证》的个⼈设置卫星地⾯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宁河）⽂罚
字〔2019〕第F-000006号
7.河⻄区未持有《许可证》的单位设置卫星地⾯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河⻄）⽂罚
字〔2019〕第F-000007号
8.未持有《许可证》的单位设置卫星地⾯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津⽂执）⽂罚字〔
2019〕第F-000012号
9.武清区未持有《许可证》的个⼈设置卫星地⾯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武清）⽂罚
字〔2019〕第F-000010号
10.未持有《许可证》的单位设置卫星地⾯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津⽂执）⽂罚字
〔2019〕第F-000016号

1.天津市擅⾃从事互联⽹视听节⽬服务。
(1)（津）⽂综当罚字〔2021〕C-000002号1

44

擅⾃从事互联⽹
视听节⽬服务的
。

传播的视听节⽬
内容违反本规定
的。

未按照许可证载
明或备案的事项
从事互联⽹视听
节⽬服务的或违
规播出时政类视
听新闻节⽬的。

转播，能接，聚
合、集成⾮法的
⼴播电视频道和
视听节⽬⽹站内
容的，擅⾃插播
、截留视听节⽬
信号的。

1.《互联⽹视听节⽬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条：擅⾃从事互联⽹视听节⽬服务的，由县级以上⼴播电
影电视主管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根据《⼴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四⼗七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传播的视听节⽬内容违反本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播电影电视主管
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根
据《⼴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四⼗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未按照许可证载明或备案的事项从事互联⽹视听节⽬服务的或违规
播出时政类视听新闻节⽬的，由县级以上⼴播电影电视主管部⻔⼦
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根据《⼴
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五⼗条之规定予以处罚。
转播，能接，聚合、集成⾮法的⼴播电视频道和视听节⽬⽹站内容
的，擅⾃插播、截留视听节⽬信号的，由县级以上⼴播电影电视主
管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根据《⼴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五⼗⼀条之规定予以处罚。
2.《⼴播电视管理条例》
第四⼗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设⽴⼴播电台。电视台、教育
电视台、有线⼴播电视传输覆盖⽹、⼴播电视站的，由县级以上⼈
⺠政府⼴播电视⾏政部⻔予以取缔没收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并
处投资总额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私⾃设⽴⼴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微波站，卫星上⾏站的，由县
级以上⼈⺠政府⼴播电视⾏政部⻔予以取缔，没收其从事违法活动
的设备，并处投资总额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或者由⽆线电管理
机构依照国家⽆线电管理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制作、播放、向境外提供含有本条
例第三⼗⼆条规定禁⽌内容的节⽬的，由县级以上⼈⺠政府⼴播电
视⾏政部⻔责令停⽌制作，播放向境外提供，收缴其节⽇载体，并
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
可证：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为之⼀的，由县级以上⼈⺠
政府⼴播电视⾏政部⻔责令停⽌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
可证。
第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为之⼀的，由县级以上⼈
⺠政府⼴播电视⾏政部⻔责令停⽌违法活动，给⼦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产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

《<卫星电视⼴播地⾯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九条第⼀
款第(⼀)(⼆)项：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九⾄第⼗四条规定的单位
和个⼈，由县级以上(含县级）⼴播电视⾏政部⻔给予⾏政处罚。其
具体处罚措施如下：(⼀)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九、第⼗⼀、第⼗
⼆、第⼗三条规定的单位，可给予警告、⼀千⾄五万元罚款、没收
其使⽤的卫星地⾯接收设施、吊销《许可证》等处罚；（⼆)对违反
本《实施细则》第九、第⼗⼀、第⼗三条规定的个⼈，可给予警告
、五百⾄五千元罚款、没收其使⽤的卫星地⾯接收设施、吊销《许
可证》等处罚；
第九条：禁⽌未持有《许可证》的单位和个⼈设置卫星地⾯接收设
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
第⼗⼀条：持有《许可证》的单位和个⼈，必须按照《许可证》载
明的接收⽬的、接收内容、接收⽅式和收视对象范围等要求，接收
和使⽤卫星电视节⽬，持有《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许可证
》的涉外宾馆可以通过宾馆的有线（闭路）电视系统向客房传送接
收的境外电视节⽬。
持有《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许可证》的其他单位，要根据
⼯作需要限定收视⼈员范围，不得将接收设施的终端安置到超越其
规定接收范围的场所，禁⽌在本位的有线（闭路）电视系统中传送
所接收的境外电视节⽬。
禁⽌在⻋站、码头、机场、商店和影视厅、歌舞厅等公共场所播放
或以其它⽅式传播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禁⽌利⽤卫星地⾯接
收设施接收、传播反动淫秽的卫星电视节⽬。
第⼗⼆条：禁⽌电视台、电视转播台、电视差转台、有线电视台、
有线电视站、共⽤天线系统转播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
第⼗三条：《许可证》不得涂改或者转让。需要改变《许可证》规
定的内容或者不再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的单位，应按设置卫星
地⾯接收设施接收电视节⽬的申请程序，及时报请审批机关换发或
者注销《许可证》。

对未持有《许可证》的
单位和个⼈设置卫星地
⾯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
送的电视节⽬等⾏为的

⾏政处罚

对从事互联⽹视听节⽬
服务等⾏为的⾏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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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违法情节：违规⾏为造成损害，责令期未能改正的。 警告、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

较重违法情节：违规⾏为造成损害且限期内拒不整改的。 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

较轻违法情节：违规⾏为尚属⾸次且未造成危害后果并及时改正的。 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2万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违规⾏为造成损害，责令期未能改正的。 警告、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可以
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违规⾏为造成损害且限期内拒不整改的。 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

较轻违法情节：未持有《许可证》擅⾃设置卫星地⾯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10套
以下的；违法⾏为初次被查处的。

⼀般违法情节：未持有《许可证》擅⾃设置卫星地⾯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
10套以上20套以下的；责令整改违法⾏为，到期未及时整改的。

较重违法情节：未持有《许可证》擅⾃设置卫星地⾯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
20套以上的。

较轻违法情节：违规⾏为尚属⾸次且未造成危害后果并及时改正的。 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违规⾏为造成损害，责令期未能改正的。 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拒不改正或1年内3次或3次以上出现违规⾏为的。 取缔，没收⾮法财物，并处投资总额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较轻违法情节：违规⾏为尚属⾸次且未造成危害后果并及时改正的。 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违规⾏为造成损害，责令期未能改正的。 收缴其节⽇载体，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节⽬中含有反动、淫秽、违法内容的，情节恶劣的。 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

较轻违法情节：违规⾏为尚属⾸次且未造成危害后果并及时改正的。 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2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1.天津市传播的视听节⽬内容违反《互联⽹视听节⽬服务管理规定》，擅⾃从事专⽹及定向传播
视听节⽬服务。
(1)（津⽂执）⽂罚字〔2019〕第F-000028号

1.天津市传播的视听节⽬内容违反《互联⽹视听节⽬服务管理规定》，擅⾃从事专⽹及定向传播
视听节⽬服务。
(1)（津⽂执）⽂罚字〔2019〕第F-000028号

1.⻄⻘区施⼯单位未取得⽂物保护⼯程资质证书，擅⾃从事⽂物修缮、迁移、重建。
(1)（⻄⻘）⽂罚字〔2019〕第F-000019号

1.天津市擅⾃在⽂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建设⼯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
(1)（津）⽂综罚字〔2022〕F-000025号
(2)（津）⽂综罚字〔2022〕F-000026号
2.北⾠区擅⾃在⽂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建设⼯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
(1)（北⾠）⽂罚字〔2019〕第F-000006号
(2)（北⾠）⽂罚字〔2019〕第F-000007号
3.和平区擅⾃修缮不可移动⽂物，明显改变⽂物原状。
(1)（和平）⽂综罚字〔2021〕F-000009号
(2)（和平）⽂综罚字〔2022〕F-000006号
4.河⻄区擅⾃修缮不可移动⽂物，明显改变⽂物原状。
(1)（河⻄）⽂综罚字〔2021〕F-000022号
5.蓟州区擅⾃迁移、拆除不可移动⽂物，擅⾃在原址重建已全部毁坏的不可移动⽂物，造成⽂物
破坏。
(1)（蓟州）⽂综罚字〔2021〕F-000015号
6.河东区擅⾃迁移、拆除不可移动⽂物。
(1)（河东）⽂综罚字〔2020〕F-000008号
7.⻄⻘区施⼯单位未取得⽂物保护⼯程资质证书，擅⾃从事⽂物修缮、迁移、重建。
(1)（⻄⻘）⽂罚字〔2019〕第F-000019号
8.南开区在⽂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建设⼯程，其⼯程设计⽅案未经⽂物⾏政部⻔同
意、报城乡建设规划部⻔批准，对⽂物保护单位的历史⻛貌造成破坏。
(1)（南开）⽂罚字〔2019〕第F-000012号

1

1

1

11

1.《专⽹及定向传播视听节⽬服务管理规定》
第⼆⼗六条：擅⾃从事专⽹及定向传播视听节⽬服务的，由县级以
上⼈⺠政府⼴播电视⾏政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三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根据《⼴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四⼗七条的
规定予以处罚。
2.《⼴播电视管理条例》
第四⼗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设⽴⼴播电台、电视台、教育
电视台、有线⼴播电视传输覆盖⽹、⼴播电视站的，由县级以上⼈
⺠政府⼴播电视⾏政部⻔予以取缔没收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并
处投资总额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擅⾃设⽴⼴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微波站、卫星上⾏站的，由县
级以上⼈⺠政府⼴播电视⾏政部⻔予以取缔，没收其从事违法活动
的设备，并处投资总额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或者由⽆线电管理
机构依照国家⽆线电管理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1.《专⽹及定向传播视听节⽬服务管理规定》
第⼆⼗七条：专⽹及定向传播视听节⽬服务单位传播的节⽬内容违
反本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政府⼴播电视⾏政部⻔予以警告、责
令改正，可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根据《⼴播电视管
理条例》第四⼗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2.《⼴播电视管理条例》
第四⼗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制作、播放、向境外提供含有本条
例第三⼗⼆条规定禁⽌内容的节⽬的，由县级以上⼈⺠政府⼴播电
视⾏政部⻔责令停⽌制作、播放向境外提供，收缴其节⽬载体，并
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
可证；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共和国⽂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第五⼗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相应等级的⽂物保护⼯程资
质证书，擅⾃承担⽂物保护单位的修缮、迁移、重建⼯程的，由⽂
物⾏政主管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中华⼈⺠共和国⽂物保护法》
第六⼗六条：有下列⾏为之⼀，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
政府⽂物主管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擅
⾃在⽂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建设⼯程或者爆破、钻探、挖
掘等作业的；(⼆)在⽂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建设⼯程，
其⼯程设计⽅案未经⽂物⾏政部⻔同意、报城乡建设规划部⻔批
准，对⽂物保护单位的历史⻛貌造成破坏的；(三)擅⾃迁移、拆除不
可移动⽂物的；(四)擅⾃修缮不可移动⽂物，明显改变⽂物原状的；
(五)擅⾃在原址重建已全部毁坏的不可移动⽂物，造成⽂物破坏的；
(六)施⼯单位未取得⽂物保护⼯程资质证书，擅⾃从事⽂物修缮、迁
移、重建的。

对擅⾃从事专⽹及定向
传播视听节⽬服务的⾏

政处罚

对专⽹及定向传播视听
节⽬服务单位传播的节
⽬内容违反《专⽹及定
向传播视听节⽬服务管
理规定》的⾏政处罚

对未取得相应等级的⽂
物保护⼯程资质证书，
擅⾃承担⽂物保护单位
的修缮、迁移、重建⼯

程的⾏政处罚

对擅⾃在⽂物保护单位
的保护范围内进⾏建设
⼯程或者爆破、钻探、
挖掘等作业等的⾏政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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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违规，责令改正积极配合、及时改正的。 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责令改正未及时整改到位。 责令停⽌制作、播放向境外提供，收缴其节⽬载体，并处3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责令改正，拒不整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 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

较轻违法情节：未取得相应等级的⽂物保护⼯程资质证书，擅⾃承担⽂物保护单位的修缮、
迁移、重建⼯程，逾期不改正，尚未破坏⽂物的。 处5万元以上18.5万元以下的罚款。

⼀般违法情节：未取得相应等级的⽂物保护⼯程资质证书，擅⾃承担⽂物保护单位的修缮、
迁移、重建⼯程，逾期不改正或造成⽂物破坏，但可以恢复原状的。 处18.5万元以上36.5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未取得相应等级的⽂物保护⼯程资质证书，擅⾃承担⽂物保护单位的修缮、
迁移、重建⼯程逾期不改正且造成⽂物破坏，⽆法完全恢复原状的。 处36.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违法情节：有第⼀项⾏为，未破坏历史⻛貌和⽂物本体的；有第⼆项⾏为，破坏历史⻛
貌较轻，可以⽴即恢复的；有第三、五项⾏为，⽂物破坏轻微，可以⽴即恢复原状的；有第
四项⾏为，明显改变⽂物原状，但可以⽴即恢复的；有第六项⾏为，尚未破坏⽂物的。

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7.5万元以下的罚款。

⼀般违法情节：有第⼀项⾏为，破坏历史⻛貌，尚未威胁⽂物安全的；有第⼆项⾏为，破坏
历史⻛貌，可以限期恢复的；有第三、五项⾏为，⽂物破坏较轻，可以限期恢复原状的；有
第四项⾏为，明显改变⽂物原状，但可以限期恢复的；有第六项⾏为，造成⽂物破坏，但可
以恢复原状的。

责令改正，处27.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有第⼀项⾏为，破坏历史⻛貌，威胁⽂物安全的；有第⼆项⾏为，破坏历史
⻛貌，部分⽆法恢复的；有第三、五项⾏为，⽂物破坏较重，不能完全恢复原状的；有第四
项⾏为，明显改变⽂物原状，不能完全恢复的；有第六项⾏为，造成⽂物破坏，不能全部恢
复原状，或两次擅⾃从事⽂物保护⼯程的。

责令改正，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初次违规，责令改正积极配合、及时改正的。 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2万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责令改正未及时整改到位。 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责令改正，拒不整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 取缔，没收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并处投资总额1.5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
款。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可以处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经营额5倍以上7.5倍以下的罚款。

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可以处2.5
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经营额7.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责令限期
停业整顿或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
证。

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责令限期
停业整顿或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
证。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下的。
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
违法所得，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
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1万以上3万元以下的。
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
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
7.5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

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
违法所得，可以处5.5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3万以上5万元以下的。
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
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7.5倍以
上10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
违法所得，并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5万以上的。
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
违法所得，并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下的。 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产品和违法
所得，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1万以上3万元以下的。
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产品和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7.5倍
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

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产品和违法
所得，可以处2.5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3万以上5万元以下的。
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产品和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7.5倍以上10
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产品和违法
所得，并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由新
闻出版总署吊销其复制经营许可证
。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5万以上的。

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产品和违法
所得，并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由新
闻出版总署吊销其复制经营许可证
。

1.天津市擅⾃从事中学⼩学教科书出版、发⾏业务，不具备中⼩学教科书发⾏资质的单位从事中
⼩学教科书发⾏活动。
(1)（津）⽂综罚字〔2020〕F-000041号；(2)（津）⽂综罚字〔2020〕F-000042号
2.天津市发⾏⾮法出版物，违反规定，超越发送范围发送内部资料，未从依法取得出版物批发、
零售资质的出版发⾏单位进货。
(1)（津）⽂综罚字〔2021〕F-000164号
3.津南区发⾏⾮法出版物，未经批准，擅⾃从事出版物发⾏业务。
(1)（津南）⽂综罚字〔2022〕F-000015号
4.天津市发⾏⾮法出版物，出版物发⾏单位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审批⼿续。
(1)（津）⽂综罚字〔2021〕F-000116号
5.蓟州区发⾏⾮法出版物，不具备中⼩学教科书发⾏资质的单位从事中⼩学教科书发⾏活动。
(1)（蓟州）⽂综罚字〔2020〕F-000003号
6.蓟州区发⾏⾮法出版物，发⾏侵犯他⼈著作权或者专有出版权的出版物。
(1)（蓟州）⽂综罚字〔2022〕F-000009号
7.河北区发⾏⾮法出版物，发⾏侵犯他⼈著作权或者专有出版权的出版物。
(1)（河北）⽂综罚字〔2020〕F-000008号
8.北⾠区发⾏⾮法出版物，未能提供近两年的出版物发⾏进销货清单等有关⾮财务票据。
(1)（北⾠）⽂综罚字〔2022〕F-000009号
9.天津市发⾏⾮法出版物，未能提供近两年的出版物发⾏进销货清单等有关⾮财务票据。
(1)（津）⽂综罚字〔2021〕F-000117号
10.滨海新区发⾏⾮法出版物，擅⾃设⽴出版单位，或者擅⾃从事出版物的出版业务。
(1)（滨海）⽂综罚字〔2021〕F-000048号
11.北⾠区未经著作权⼈许可复制其作品，发⾏⾮法出版物。
(1)（北⾠）⽂综罚字〔2021〕F-000009号
12.宝坻区发⾏⾮法出版物。
(1)（宝坻）⽂罚字〔2019〕第F-000022号
13.滨海新区发⾏⾮法出版物。
(1)（滨海）⽂罚字〔2019〕第F-000051号；(2)（滨海）⽂综罚字〔2020〕F-000008号
(3)（滨海）⽂综罚字〔2020〕F-000011号；(4)（滨海）⽂综罚字〔2021〕F-000016号
(5)（滨海）⽂综罚字〔2021〕F-000038号；(6)（滨海）⽂综罚字〔2022〕F-000008号
(7)（滨海）⽂综罚字〔2022〕F-000010号；(8)（滨海）⽂综罚字〔2022〕F-000011号
(9)（滨海）⽂综罚字〔2022〕F-000016号；(10)（滨海）⽂综罚字〔2022〕F-000021号
14.河北区发⾏⾮法出版物。
(1)（河北）⽂综罚字〔2021〕F-000019号
15.河⻄区发⾏⾮法出版物。
(1)（河⻄）⽂综罚字〔2020〕F-000004号；(2)（河⻄）⽂综罚字〔2020〕F-000005号
(3)（河⻄）⽂综罚字〔2020〕F-000007号；(4)（河⻄）⽂综罚字〔2022〕F-000005号
16.蓟州区发⾏⾮法出版物。
(1)（蓟州）⽂罚字〔2019〕第F-000017号；(2)（蓟州）⽂综罚字〔2022〕F-000003号
(3)（蓟州）⽂综罚字〔2022〕F-000004号
17.天津市发⾏⾮法出版物。
(1)（津）⽂综罚字〔2021〕F-000106号；(2)（津）⽂综罚字〔2021〕F-000152号
(3)（津）⽂综罚字〔2022〕F-000007号；(4)（津）⽂综罚字〔2022〕F-000054号
(5)（津）⽂综罚字〔2022〕F-000072号
18.津南区发⾏⾮法出版物。
(1)（津南）⽂综罚字〔2022〕F-000009号
19.南开区发⾏⾮法出版物。
(1)（南开）⽂综罚字〔2020〕F-000003号；(2)（南开）⽂综罚字〔2021〕F-000001号
(3)（南开）⽂综罚字〔2021〕F-000014号
20.武清区发⾏⾮法出版物。
(1)（武清）⽂罚字〔2019〕第F-000020号；(2)（武清）⽂综罚字〔2019〕第F-000032号
21.天津市印刷或者复制单位、发⾏单位或者个体⼯商户印刷或者复制、发⾏未署出版单位名称的
出版物。
(1)（津）⽂综罚字〔2021〕F-000059号
22.河北区印刷或者复制单位、发⾏单位或者个体⼯商户印刷或者复制、发⾏未署出版单位名称的
出版物。
(1)（河北）⽂罚字〔2019〕第F-000015号
23.天津市未经著作权⼈许可复制其作品，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接受⾮出版单位和个⼈的委托印刷或
者复制出版物。
(1)（津）⽂综罚字〔2021〕F-000115号
24.天津市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接受⾮出版单位和个⼈的委托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
(1)（津）⽂综罚字〔2020〕第F-000026号；(2)（津）⽂综罚字〔2021〕F-000011号
25.河⻄区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接受⾮出版单位和个⼈的委托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
(1)（河⻄）⽂罚字〔2019〕第F-000015号；(2)（河⻄）⽂罚字〔2019〕第F-000017号
26.红桥区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接受⾮出版单位和个⼈的委托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
(1)（红桥）⽂罚字〔2019〕第F-000007号
27.天津市擅⾃从事中学⼩学教科书出版、发⾏业务。
(1)（津）⽂综罚字〔2021〕F-000172号
28.滨海新区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未取得印刷或者复制许可⽽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
(1)（滨海）⽂罚字〔2019〕第F-0000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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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轻违法情节：

⼀般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较轻违法情节：

⼀般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违反《出版管理
条例》的。

违反《⾳像制品
管理条例》的。

1.《出版管理条例》
第六⼗五条：有下列⾏为之⼀的，由出版⾏政主管部⻔没收出版物
、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
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
2.《⾳像制品管理条例》
第四⼗⼆条：有下列⾏为之⼀的，由出版⾏政主管部⻔责令停⽌违
法⾏为，给予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
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
经营额不⾜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责
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3.《复制管理办法》
第四⼗条：有下列⾏为之⼀的，由新闻出版⾏政部⻔责令停⽌违法
⾏为，给予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产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
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
⾜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责令停
业整顿或者由新闻出版总署吊销其复制经营许可证。

对复制单位未按照《复
制管理办法》的规定验
证复制委托书及其他法
定⽂书等⾏为的⾏政处
罚(不包括吊销许可证)

62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1）如实供述出版物委印单位、个⼈和委印数量的；
（2）配合执法部⻔现场检查，停⽌印刷并主动上交出版物的。

⼀般违法情节：拒不配合执法部⻔现场检查，转移、藏匿出版物的；
（2）印刷的出版物中，违禁出版物或⾮法出版物占半数以上的。

较重违法情节：(1)印刷含有《出版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六条
内容的出版物；(2)被⾏政处罚后⼀年内⼜实施同类违法⾏为的；(3)拒不
停⽌、纠正违法⾏为，并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继续实施该违法⾏为的。

违反《复制管理
办法》的。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下的。

由新闻出版⾏政部⻔、⼯商⾏政部
⻔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出
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
专⽤⼯具、设备，可以处1.5万元以
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1万以上3万元以下的。

由新闻出版⾏政部⻔、⼯商⾏政部
⻔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出
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
专⽤⼯具、设备，并处违法经营额5
倍以上6.5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

由新闻出版⾏政部⻔、⼯商⾏政部
⻔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出
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
专⽤⼯具、设备，可以处1.5万元以
上3.5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3万以上5万元以下的。

由新闻出版⾏政部⻔、⼯商⾏政部
⻔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出
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
专⽤⼯具、设备，并处违法经营额
6.5倍以上8.5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由新闻出版⾏政部⻔、⼯商⾏政部
⻔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出
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
专⽤⼯具、设备，可以处3.5万元以
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5万以上的。

由新闻出版⾏政部⻔、⼯商⾏政部
⻔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出
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
专⽤⼯具、设备，并处违法经营额
8.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下的。

由新闻出版⾏政部⻔、⼯商⾏政部
⻔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出
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
专⽤⼯具、设备，并处1.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1万以上3万元以下的。

由新闻出版⾏政部⻔、⼯商⾏政部
⻔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出
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
专⽤⼯具、设备，并处违法经营额5
倍以上6.5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

由新闻出版⾏政部⻔、⼯商⾏政部
⻔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出
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
专⽤⼯具、设备，并处1.5万元以上
3.5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3万以上5万元以下的。

由新闻出版⾏政部⻔、⼯商⾏政部
⻔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出
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
专⽤⼯具、设备，并处违法经营额
6.5倍以上8.5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由新闻出版⾏政部⻔、⼯商⾏政部
⻔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出
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
专⽤⼯具、设备，并处3.5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5万以上的。

由新闻出版⾏政部⻔、⼯商⾏政部
⻔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出
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
专⽤⼯具、设备，并处违法经营额
8.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1.河东区未经著作权⼈许可，复制、发⾏、表演、放映、⼴播、汇编、通过信息⽹络向公众传播
其作品，擅⾃从事出版物的发⾏业务，未能提供近两年的出版物发⾏进销货清单等有关⾮财务票
据。
(1)（河东）⽂综罚字〔2021〕F-000022号
2.天津市未经著作权⼈许可，复制、发⾏、表演、放映、⼴播、汇编、通过信息⽹络向公众传播
其作品，擅⾃设⽴出版单位，或者擅⾃从事出版物的出版业务。
(1)（津）⽂综罚字〔2022〕F-000034号
3.天津市擅⾃设⽴出版单位，或者擅⾃从事出版物的出版业务，未经著作权⼈许可，复制其作
品，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
(1)（津）⽂综罚字〔2022〕F-000065号
4.北⾠区未经著作权⼈许可复制其作品，擅⾃从事出版物的发⾏业务。
(1)（北⾠）⽂罚字〔2019〕第F-000014号
5.天津市擅⾃设⽴出版单位，或者擅⾃从事出版物的出版业务。
(1)（津）⽂综罚字〔2022〕F-000100号
6.⻄⻘区擅⾃从事出版物的发⾏业务。
(1)（⻄⻘）⽂综罚字〔2022〕F-000004号；(2)（⻄⻘）⽂综罚字〔2022〕F-000006号
(3)（⻄⻘）⽂综罚字〔2022〕F-000007号；(4)（⻄⻘）⽂罚字〔2019〕第F-000018号
(5)（⻄⻘）⽂罚字〔2019〕第F-000022号；(6)（⻄⻘）⽂罚字〔2019〕第F-000023号
(7)（⻄⻘）⽂综罚字〔2020〕F-000001号；(8)（⻄⻘）⽂综罚字〔2020〕F-000008号
(9)（⻄⻘）⽂综罚字〔2021〕F-000007号；(10)（⻄⻘）⽂综罚字〔2021〕F-000019号
(11)（⻄⻘）⽂综罚字〔2021〕F-000022号；(12)（⻄⻘）⽂综罚字〔2021〕F-000023号
7.⻄⻘区擅⾃设⽴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或者擅⾃从事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业务。
(1)（⻄⻘）⽂综罚字〔2021〕F-000028号
8.北⾠区擅⾃从事出版物的发⾏业务。
(1)（北⾠）⽂综罚字〔2021〕F-000005号；(2)（北⾠）⽂综罚字〔2021〕F-000010号
(3)（北⾠）⽂综罚字〔2021〕F-000011号；(4)（北⾠）⽂综罚字〔2021〕F-000013号
(5)（北⾠）⽂综罚字〔2022〕F-000010号
9.滨海新区擅⾃设⽴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或者擅⾃从事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业务。
(1)（滨海）⽂综罚字〔2020〕F-000005号
10.东丽区擅⾃从事出版物的发⾏业务。
(1)（东丽）⽂罚字〔2019〕第F-000014号；(2)（东丽）⽂罚字〔2019〕第F-000019号
(3)（东丽）⽂罚字〔2019〕第F-000029号；(4)（东丽）⽂综罚字〔2020〕F-000008号
(5)（东丽）⽂综罚字〔2020〕F-000009号；(6)（东丽）⽂综罚字〔2021〕F-000001号
(7)（东丽）⽂综罚字〔2021〕F-000015号
11.和平区擅⾃从事出版物的发⾏业务。
(1)（和平）⽂罚字〔2019〕第F-000003号；(2)（和平）⽂罚字〔2019〕第F-000004号
(3)（和平）⽂罚字〔2019〕第F-000005号
12.和平区擅⾃设⽴出版单位，或者擅⾃从事出版物的出版业务。
(1)（和平）⽂罚字〔2019〕第F-000006号
13.和平区擅⾃设⽴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或者擅⾃从事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业务。
(1)（和平）⽂综罚字〔2020〕F-000007号；(2)（和平）⽂综罚字〔2020〕F-000008号
(3)（和平）⽂综罚字〔2020〕F-000009号
14.河北区擅⾃设⽴出版单位，或者擅⾃从事出版物的出版业务。
(1)（河北）⽂罚字〔2019〕第F-000011号
15.河北区擅⾃从事出版物的发⾏业务。
(1)（河北）⽂罚字〔2019〕第F-000014号
16.河东区擅⾃从事出版物的发⾏业务。
(1)（河东）⽂罚字〔2019〕第F-000022号
17.河⻄区擅⾃从事出版物的发⾏业务。
(1)（河⻄）⽂罚字〔2019〕第F-000008号；(2)（河⻄）⽂罚字〔2019〕第F-000009号
(3)（河⻄）⽂综罚字〔2020〕F-000006号；(4)（河⻄）⽂综罚字〔2020〕F-000008号
18.河⻄区擅⾃设⽴出版单位，或者擅⾃从事出版物的出版业务，擅⾃设⽴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
单位，或者擅⾃从事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业务。
(1)（河⻄）⽂罚字〔2019〕第F-000016号
19.河⻄区擅⾃设⽴出版单位，或者擅⾃从事出版物的出版业务。
(1)（河⻄）⽂综罚字〔2021〕F-000026号
20.红桥区擅⾃从事出版物的发⾏业务。
(1)（红桥）⽂综罚字〔2022〕F-000003号
21.天津市擅⾃从事出版物的发⾏业务。
(1)（津）⽂综罚字〔2020〕F-000031号；(2)（津）⽂综罚字〔2021〕F-000010号
(3)（津）⽂综罚字〔2021〕F-000022号；(4)（津）⽂综罚字〔2021〕F-000071号
(5)（津）⽂综罚字〔2021〕F-000105号；(6)（津）⽂综罚字〔2021〕F-000111号
(7)（津）⽂综罚字〔2022〕F-000039号
22.天津市擅⾃设⽴出版单位，或者擅⾃从事出版物的出版业务。
(1)（津）⽂综罚字〔2020〕F-000039号；(2)（津）⽂综罚字〔2020〕F-000088号
(3)（津）⽂综罚字〔2021〕F-000166号；(4)（津）⽂综罚字〔2021〕F-000174号
(5)（津⽂执）⽂罚字〔2019〕第F-000067号
23.天津市假冒出版单位名称出版出版物。
(1)（津⽂执）⽂罚字〔2019〕第F-000072号
24.津南区擅⾃从事出版物的发⾏业务。
(1)（津南）⽂罚字〔2020〕第F-000004号；(2)（津南）⽂罚字〔2020〕第F-000005号
(3)（津南）⽂综罚字〔2021〕F-000012号；(4)（津南）⽂综罚字〔2022〕F-0000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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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轻违法情节：

⼀般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较轻违法情节：

⼀般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1.《出版管理条例》
第六⼗⼀条：未经批准，擅⾃设⽴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
进⼝单位，或者擅⾃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发
⾏业务，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伪造、假冒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
版物的，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
以取缔；依照刑法关于⾮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
不够刑事处罚的，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
具、设备，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
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侵犯他⼈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事责任。
2.《复制管理办法》
第三⼗⼋条：未经批准，擅⾃设⽴复制单位或擅⾃从事复制业务
的，由新闻出版⾏政部⻔、⼯商⾏政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
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
处罚的，没收违法经营的复制产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违法活动的
专⽤⼯具、设备；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
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
款。
3.《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
第三⼗⼀条：未经批准，擅⾃从事出版物发⾏业务的，依照《出版
管理条例》第六⼗⼀条处罚。

对未经批准，擅⾃从事
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
、发⾏业务的⾏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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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违反《出版管理
条例》第六⼗⼀
条或《出版物市
场管理规定》第
三⼗⼀条的。

违反《复制管理
办法》第三⼗⼋
条的。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下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
违法所得，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
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1万以上3万元以下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
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
7.5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
违法所得，可以处2.5万元以下5万元
以上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3万以上5万元以下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
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7.5倍以
上10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
违法所得，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
证。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5万以上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
违法所得，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
证。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下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违法所
得，可以并处2.5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1万以上3万元以下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7.5倍以
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违法所
得，可以并处2.5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3万以上5万元以下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经营额7.5倍以上10倍
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违法所
得，由批准设⽴的新闻出版⾏政部
⻔吊销其复制经营许可证。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5万以上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违法所
得，由批准设⽴的新闻出版⾏政部
⻔吊销其复制经营许可证。

1.⻄⻘区印刷或者复制、发⾏明知或应知含有禁⽌内容的出版物。
(1)（⻄⻘）⽂罚字〔2019〕第F-000024号；(2)（⻄⻘）⽂综罚字〔2021〕F-000025号
2.河⻄区印刷或者复制、发⾏明知或应知含有禁⽌内容的出版物，发⾏进⼝出版物未从依法批准
的出版物进⼝经营单位进货。
(1)（河⻄）⽂综罚字〔2021〕F-000021号

3

较轻违法情节：

⼀般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较轻违法情节：

⼀般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1.《出版管理条例》
第六⼗⼆条：有下列⾏为之⼀，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出版⾏政主管部⻔责令
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
证：(⼀)出版、进⼝含有本条例第⼆⼗五条、第⼆⼗六条禁⽌内容的
出版物的；...或者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的。
第⼆⼗五条：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反对宪法确定的基
本原则的；...；(⼗)有法律⾏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的其他内容的。
第⼆⼗六条：以未成年⼈为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模
仿违反社会公德的⾏为和违法犯罪的⾏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
残酷等妨害未成年⼈⾝⼼健康的内容
2.《复制管理办法》
第三⼗九条：复制明知或者应知含有本办法第三条所列内容产品或
其他⾮法出版物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
够刑事处罚的，由新闻出版⾏政部⻔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违法
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
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由批准设⽴的新闻出版⾏政部⻔吊销其复制经营许可证。
如果当事⼈对所复制产品的来源作出说明、指认，经查证属实的，
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其他⾏政处罚。
3.《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
第三⼗九条：征订、储存、运输、邮寄、投递、散发、附送本规定
第⼆⼗条所列出版物的，按照本规定第三⼗⼆条进⾏处罚。第三⼗
⼆条：发⾏违禁出版物的，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第六⼗⼆条处罚
发⾏国家新闻出版⼴电总局禁⽌进⼝的出版物，或者发⾏未从依法
批准的出版物进⼝经营单位进货的进⼝出版物，依照《出版管理条
例》第六⼗三条处罚。发⾏其他⾮法出版物和出版⾏政主管部⻔明
令禁⽌出版、印刷或者复制、发⾏的出版物的，依照《出版管理条
例》第六⼗五条处罚。
发⾏违禁出版物或者⾮法出版物的，当事⼈对其来源作出说明，指
认，经查证属实的，没收出版物和⾮法所得，可以减轻或免除其他
⾏政处罚。

对印刷、复制、发⾏含
有《出版管理条例》第
⼆⼗五条、第⼆⼗六条
禁⽌内容的出版物等⾏
为的⾏政处罚(不包括

吊销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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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违反《出版管理
条例》第六⼗⼆
条的。

违反《复制管理
办法》第三⼗九
条的。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经营额3000元以下的。

由出版⾏政部⻔、⼯商⾏政管理部
⻔依据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印
刷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违法活动
的专⽤⼯具、设备，并处1万元以上
2.2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经营额1万以上8万元以下的。

由出版⾏政部⻔、⼯商⾏政管理部
⻔依据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印
刷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违法活动
的专⽤⼯具、设备，并处违法经营
额5倍以上6.5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经营额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
的。

由出版⾏政部⻔、⼯商⾏政管理部
⻔依据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印
刷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违法活动
的专⽤⼯具、设备，并处2.2万元以
上3.8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经营额8万以上20万元以下的。

由出版⾏政部⻔、⼯商⾏政管理部
⻔依据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印
刷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违法活动
的专⽤⼯具、设备，并处违法经营
额6.5倍以上8.5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经营额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

由出版⾏政部⻔、⼯商⾏政管理部
⻔依据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印
刷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违法活动
的专⽤⼯具、设备，并处3.8万元以
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经营额20万以上的。

由出版⾏政部⻔、⼯商⾏政管理部
⻔依据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印
刷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违法活动
的专⽤⼯具、设备，并处违法经营
额8.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经营额3000元以下的。

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出版⾏政
部⻔、公安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
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
得，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
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经营额1万以上3万元以下的。

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出版⾏政
部⻔、公安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
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7.5倍以
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经营额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
的。

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出版⾏政
部⻔、公安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
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
得，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
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3万以上5万元以下的。

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出版⾏政
部⻔、公安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
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经营额7.5倍以上10倍
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经营额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

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出版⾏政
部⻔、公安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
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
得，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经营额5万以上的。

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出版⾏政
部⻔、公安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
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
得，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1.天津市发⾏⾮法出版物，擅⾃从事印刷经营活动，未经著作权⼈许可，复制其作品，未经著作
权⼈许可，发⾏其作品。
(1)（津）⽂综罚字〔2022〕F-000063号
2.天津市擅⾃从事印刷经营活动。
(1)（津）⽂综罚字〔2021〕F-000193号；(2)（津⽂执）⽂罚字〔2019〕第F-000041号
3.武清区擅⾃从事印刷经营活动。
(1)（武清）⽂罚字〔2019〕第F-000009号

1.天津市印刷国家明令禁⽌出版的出版物或者⾮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
(1)（津）⽂综罚字〔2021〕F-000160号
2.天津市印刷含有禁⽌内容的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
(1)（津）⽂综罚字〔2022〕F-000104号
3.宝坻区印刷国家明令禁⽌出版的出版物或者⾮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
(1)（宝坻）⽂罚字〔2019〕第F-000001号

6

4

较轻违法情节：

⼀般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较轻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印刷业管理条例》
第三⼗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设⽴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
的企业或者擅⾃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的，由出版⾏政部⻔、⼯商⾏政
管理部⻔依据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
违法活动的专⽤⼯具、设备，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
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并处1万元
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内部设⽴的印刷⼚(所)未依照本条例第⼆章的规定办理⼿续，从
事印刷经营活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印刷业管理条例》
第三⼗⼋条：印刷业经营者印刷明知或者应知含有本条例第三条规
定禁⽌印刷内容的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的，或
者印刷国家明令禁⽌出版的出版物或者⾮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
的，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出版⾏政部⻔、公安部⻔依据法定职
权责令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
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条：印刷业经营者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讲求社会
效益。禁⽌印刷含有反动、淫秽、迷信内容和国家明令禁⽌印刷的
其他内容的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

对印刷业经营者印刷明
知或者应知含有《印刷
业管理条例》第三条规
定禁⽌印刷内容的出版
物、包装装潢印刷品或
者其他印刷品的，或者
印刷国家明令禁⽌出版
的出版物或者⾮出版单
位出版的出版物的⾏政
处罚(不包括吊销许可

证)

对擅⾃设⽴从事出版物
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或
者擅⾃从事印刷经营活
动等⾏为的⾏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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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般违法情节：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下的。 警告，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并
处1万元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1万以上3万元以下的。
警告，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7.5倍以下的罚
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

警告，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并
处3万元以5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3万以上5万元以下的。
警告，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经营额7.5倍以上10倍以下的
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警告，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责
令停业整顿或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
可证。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5万以上的。
警告，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责
令停业整顿或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
可证。

较轻违法情节：

⼀般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1.滨海新区变更名称、法定代表⼈或者负责⼈、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等主要登记事项不向原批准设
⽴的出版⾏政部⻔备案。
(1)（滨海）⽂综罚字〔2021〕F-000044号
2.北⾠区没有建⽴承印登记制度。
(1)（北⾠）⽂当罚字〔2019〕第C-000004号
3.滨海新区没有建⽴承印登记制度。
(1)（滨海）⽂综罚字〔2022〕F-000022号
4.东丽区没有建⽴承印登记制度。
(1)（东丽）⽂综罚字〔2020〕F-000003号
5.河⻄区没有建⽴承印登记制度。
(1)（河⻄）⽂综当罚字〔2022〕C-000003号
6.天津市没有建⽴承印登记制度。
(1)（津）⽂综罚字〔2020〕F-000002号；(2)（津）⽂综罚字〔2020〕F-000064号
(3)（津）⽂综当罚字〔2021〕C-000006号；(4)（津）⽂综当罚字〔2021〕C-000007号
(5)（津）⽂综当罚字〔2021〕C-000008号；(6)（津）⽂综当罚字〔2021〕C-000009号
(7)（津）⽂综当罚字〔2021〕C-000010号；(8)（津）⽂综当罚字〔2021〕C-000011号
(9)（津）⽂综当罚字〔2021〕C-000012号；(10)（津）⽂综当罚字〔2022〕C-000001号
(11)（津）⽂综当罚字〔2022〕C-000002号
7.北⾠区没有建⽴承印验证制度。
(1)（北⾠）⽂当罚字〔2019〕第F-000002号；(2)（北⾠）⽂当罚字〔2019〕第F-000003号
8.滨海新区没有建⽴承印验证制度。
(1)（滨海）⽂综罚字〔2021〕F-000012号
9.东丽区没有建⽴承印验证制度。
(1)（东丽）⽂综罚字〔2020〕F-000002号
10.河北区没有建⽴承印验证制度。
(1)（河北）⽂罚字〔2019〕第F-000013号
11.宁河区没有建⽴承印验证制度。
(1)（宁河）⽂综当罚字〔2021〕C-000009号
12.宝坻区没有建⽴承印验证制度，没有建⽴承印登记制度，没有建⽴印刷品保管制度，没有建⽴
承印刷品交付制度，没有建⽴印刷活动残次品销毁制度。
(1)（宝坻）⽂罚字〔2019〕第F-000025号
13.北⾠区没有建⽴承印验证制度，没有建⽴承印登记制度，没有建⽴印刷品保管制度，没有建⽴
承印刷品交付制度，没有建⽴印刷活动残次品销毁制度。
(1)（北⾠）⽂当罚字〔2019〕第C-000003号；(2)（北⾠）⽂综当罚字〔2021〕C-000002号
(3)（北⾠）⽂综当罚字〔2021〕C-000003号；(4)（北⾠）⽂综当罚字〔2022〕C-000001号
14.滨海新区没有建⽴承印验证制度，没有建⽴承印登记制度，没有建⽴印刷品保管制度，没有建
⽴承印刷品交付制度，没有建⽴印刷活动残次品销毁制度。
(1)（滨海）⽂综罚字〔2021〕F-000043号；(2)（滨海）⽂综罚字〔2021〕F-000045号
(3)（滨海）⽂综罚字〔2021〕F-000047号
15.天津市没有建⽴承印验证制度，没有建⽴承印登记制度，没有建⽴印刷品保管制度，没有建⽴
承印刷品交付制度，没有建⽴印刷活动残次品销毁制度。
(1)（津）⽂综罚字〔2021〕F-000175号
16.宁河区没有建⽴承印验证制度，没有建⽴承印登记制度，没有建⽴印刷品保管制度，没有建⽴
承印刷品交付制度，没有建⽴印刷活动残次品销毁制度。
(1)（宁河）⽂当罚字〔2019〕第C-000001号；(2)（宁河）⽂当罚字〔2019〕第F-000001号
(3)（宁河）⽂当罚字〔2019〕第F-000002号；(4)（宁河）⽂当罚字〔2019〕第F-000003号
(5)（宁河）⽂综当罚字〔2021〕C-000003号；(6)（宁河）⽂综当罚字〔2021〕C-000010号
(7)（宁河）⽂综当罚字〔2022〕F-000001号
17.⻄⻘区没有建⽴承印验证制度，没有建⽴承印登记制度，没有建⽴印刷品保管制度，没有建⽴
承印刷品交付制度，没有建⽴印刷活动残次品销毁制度。
(1)（⻄⻘）⽂综罚字〔2022〕F-000003号
18.北⾠区没有建⽴印刷活动残次品销毁制度。
(1)（北⾠）⽂当罚字〔2019〕第F-000001号
19.天津市没有建⽴印刷活动残次品销毁制度。
(1)（津）⽂综罚字〔2020〕F-000001号
20.天津市未依照规定留存备查的材料。
(1)（津）⽂综罚字〔2021〕F-000173号；(2)（津）⽂综罚字〔2021〕F-000176号
(3)（津）⽂综罚字〔2022〕F-000024号

1.南开区接受委托印刷其他印刷品，未验证有关证明。
(1)（南开）⽂综罚字〔2021〕F-0000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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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业管理条例》
第三⼗九条：印刷业经营者有下列⾏为之⼀的，由县级以上地⽅⼈
⺠政府出版⾏政部⻔、公安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没有建⽴承印验证制度、承印登记制度、印刷品保管制度、印刷品
交付制度、印刷活动残次品销毁制度等的；(⼆)在印刷经营活动中发
现违法犯罪⾏为没有及时向公安部⻔或者出版⾏政部⻔报告的；(三)
变更名称、法定代表⼈或者负责⼈、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等主要登记
事项，或者终⽌印刷经营活动，不向原批准设⽴的出版⾏政部⻔备
案的；(四)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留存备查的材料的。
单位内部设⽴印刷⼚(所)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没有向所在地县级以上
地⽅⼈⺠政府出版⾏政部⻔、保密⼯作部⻔办理登记⼿续的，由县
级以上地⽅⼈⺠政府出版⾏政部⻔、保密⼯作部⻔依据法定职权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印刷业管理条例》
第四⼗⼆条：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有下列⾏
为之⼀的，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出版⾏政部⻔给予警告，没收
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
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5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
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印刷业经营者没有建
⽴承印验证制度、承印
登记制度、印刷品保管
制度、印刷品交付制度
、印刷活动残次品销毁
制度等⾏为的⾏政处罚
(不包括吊销许可证)

对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
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
接受委托印刷其他印刷
品，未依照《印刷业管
理条例》的规定验证有
关证明等⾏为的⾏政处
罚(不包括吊销许可证)

67

68

较重违法情节：第三次发现经教育拒不改正的。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般违法情节：违法⾏为轻微，⾃⾏改正的。 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出版⾏政部⻔、保密⼯作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

较重违法情节：经教育未及时改正第⼆次发现的。 责令停业整顿。

印刷业经营者违
反的。

单位内部设⽴印
刷⼚(所)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没有
向所在地县级以
上地⽅⼈⺠政府
出版⾏政部⻔、
保密⼯作部⻔办
理登记⼿续的。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违法⾏为轻微，⾃⾏改正的。 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出版⾏政部⻔、公安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

⼀般违法情节：经教育未及时改正第⼆次发现的。 责令停业整顿。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下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
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违法所得1万以上3万元以下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
营额5倍以上7.5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万元以
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违法所得3万以上5万元以下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
营额7.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违法所得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
顿或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违法所得5万以上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
顿或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下的。

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
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
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
动的专⽤⼯具、设备，可以处1.5万
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1万以上3万元以下的。

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
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
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
动的专⽤⼯具、设备，并处违法经
营额5倍以上6.5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

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
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
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
动的专⽤⼯具、设备，可以处1.5万
元以上3.5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3万以上5万元以下的。

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
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
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
动的专⽤⼯具、设备，并处违法经
营额6.5倍以上8.5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
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
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
动的专⽤⼯具、设备，可以处3.5万
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5万以上的。

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
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
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
动的专⽤⼯具、设备，并处违法经
营额8.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较轻违法情节：

⼀般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较轻违法情节：

⼀般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1.天津市未验证、核查《商标注册证》复印件、注册商标图样或者注册商标使⽤许可合同复印件
。
(1)（津）⽂综罚字〔2022〕F-000023号

1.天津市未经批准，擅⾃设⽴图书出版单位，或者擅⾃从事图书出版业务。
(1)（津）⽂综罚字〔2022〕F-000099号

1

1

《印刷业管理条例》
第四⼗⼀条第⼀款：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有下
列⾏为之⼀的，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出版⾏政部⻔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
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
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接受委托印刷注册商标标
识，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验证、核查⼯商⾏政管理部⻔签章的《商
标注册证》复印件、注册商标图样或者注册商标使⽤许可合同复印
件的；(⼆)接受委托印刷⼴告宣传品、作为产品包装装潢的印刷品，
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验证委托印刷单位的营业执照或者个⼈的居⺠
⾝份证的，或者接受⼴告经营者的委托印刷⼴告宣传品，未验证⼴
告经营资格证明的；(三)盗印他⼈包装装潢印刷品的；(四)接受委托
印刷境外包装装潢印刷品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出版⾏政部⻔备案
的，或者未将印刷的境外包装装潢印刷品全部运输出境的。

1.《出版管理条例》
第六⼗⼀条：未经批准，擅⾃设⽴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
进⼝单位，或者擅⾃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发
⾏业务，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保造、假冒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
版物的，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
以取缔；依照刑法关于⾮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
不够刑事处罚的，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
具、设备，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
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侵犯他⼈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事责任。
2.《图书出版管理规定》
第四⼗七条：未经批准，擅⾃设⽴图书出版单位，或者擅⾃从事图
书出版业务，假冒、伪造图书出版单位名称出版图书的，依照《出
版管理条例》第六⼗⼀条处罚。

对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
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接
受委托印刷注册商标标
识，未依照《印刷业管
理条例》的规定验证、
核查⼯商⾏政管理部⻔
签章的《商标注册证》
复印件、注册商标图样
或者注册商标使⽤许可
合同复印件等⾏为的⾏

政处罚

对未经批准，擅⾃设⽴
图书出版单位或者擅⾃
从事图书出版业务，假
冒、伪造图书出版单位
名称出版图书的⾏政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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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下的。

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
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
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违法所得
以及进⾏违法活动的专⽤⼯具、设
备；可以处1.5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1万以上3万元以下的。

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
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
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违法所得
以及进⾏违法活动的专⽤⼯具、设
备；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6.5倍以
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

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
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
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违法所得
以及进⾏违法活动的专⽤⼯具、设
备；可以处1.5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3万以上5万元以下的。

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
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
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违法所得
以及进⾏违法活动的专⽤⼯具、设
备；并处违法经营额6.5倍以上8.5倍
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
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
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违法所得
以及进⾏违法活动的专⽤⼯具、设
备；可以处3.5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
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5万以上的。

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
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
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违法所得
以及进⾏违法活动的专⽤⼯具、设
备；并处违法经营额8.5倍以上10倍
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下的。

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
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
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违法所得
以及进⾏违法活动的专⽤⼯具、设
备；可以处1.5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1万以上3万元以下的。

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
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
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违法所得
以及进⾏违法活动的专⽤⼯具、设
备；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6.5倍以
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

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
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
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违法所得
以及进⾏违法活动的专⽤⼯具、设
备；可以处1.5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3万以上5万元以下的。

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
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
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违法所得
以及进⾏违法活动的专⽤⼯具、设
备；并处违法经营额6.5倍以上8.5倍
以下的罚款。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违法所得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
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
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违法所得
以及进⾏违法活动的专⽤⼯具、设
备；可以处3.5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
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5万以上的。

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
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没
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违法所得
以及进⾏违法活动的专⽤⼯具、设
备；并处违法经营额8.5倍以上10倍
以下的罚款。

较轻违法情节：

⼀般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较轻违法情节：

⼀般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1.武清区未经批准，擅⾃从事⾳像制品出版、制作、复制、进⼝、批发、零售经营活动。
(1)（津辖武）⽂综罚字〔2022〕F-000011号

1.武清区未经批准，擅⾃从事⾳像制品出版、制作、复制、进⼝、批发、零售经营活动。
(1)（津辖武）⽂综罚字〔2022〕F-000011号

1

1

《⾳像制品管理条例》
第三⼗九条：未经批准，擅⾃设⽴⾳像制品出版、进⼝单位，擅⾃
从事⾳像制品出版、制作、复制业务或者进⼝、批发、零售经营活
动的，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
取缔；依照刑法关于⾮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
够刑事处罚的，没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违法
活动的专⽤⼯具、设备；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
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
下的罚款。

1.《⾳像制品管理条例》
第三⼗九条：未经批准，擅⾃设⽴⾳像制品出版、进⼝单位，擅⾃
从事⾳像制品出版、制作、复制业务或者进⼝、批发、零售经营活
动的，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
取缔；依照刑法关于⾮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
够刑事处罚的，没收违法经营的⾳像制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违法
活动的专⽤⼯具、设备；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
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
下的罚款。
2.《⾳像制品制作管理规定》
第⼆⼗⼆条第⼀款：未经批准，擅⾃从事⾳像制品制作经营活动
的，依照《⾳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三⼗九条的规定处罚。

对未经批准，擅⾃设⽴
⾳像制品出版单位，擅
⾃从事⾳像制品出版业

务的⾏政处罚

对未经批准，擅⾃设⽴
⾳像制品制作单位，擅
⾃从事⾳像制品制作经

营活动的⾏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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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责令停业整顿，没收内部资料和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6.5倍以下
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没收内部资料和违法所
得，并处1万元以上2.2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没收内部资料和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经营额6.5倍以上8.5倍以下
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没收内部资料和违法所
得，并处2.2万元以上3.8万元以下罚款。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5
倍以上6.5倍以下罚款。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
2.2万元以下罚款。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
6.5倍以上8.5倍以下罚款。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2万元以上
3.8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
可证,并处违法经营额8.5倍以上10倍以下
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
可证,并处3.8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取缔，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
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并处违法经
营额5倍以上6.5倍以下罚款。

取缔，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
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并处1.5万元
以下罚款。

取缔，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
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并处违法经
营额6.5倍以上8.5倍以下罚款。

取缔，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
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并处1.5万元
以上3.5万元以下罚款。

取缔，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
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并处违法经
营额8.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取缔，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
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并处3.5万元
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1.天津市雅泽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国家明令禁⽌出版的出版物或者⾮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津）
⽂综罚字〔2022〕F-000104号
2.天津市雅泽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含有禁⽌内容的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津）
⽂综罚字〔2022〕F-000012号
3.天津鑫浩林云印科技有限公司印刷国家明令禁⽌出版的出版物或者⾮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
（津）⽂综罚字〔2021〕F-000160号
4.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国家明令禁⽌出版的出版物或者⾮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宝
坻）⽂罚字〔2019〕第F-000001号

1.天津中铁物资印业有限公司出版物印刷企业未按本规定承印内部资料（津⽂执）⽂罚字〔2019
〕第F-000042号

1.天津市宝坻区华瑞书店（⻩秀娥）发⾏⾮法出版物，违反规定，超越发送范围发送内部资料，
未从依法取得出版物批发、零售资质的出版发⾏单位进货（津）⽂综罚字〔2021〕F-000164号

10

71

5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第⼆⼗四条：出版物印刷企业未按本规定承印内部资料的，由县级以上新闻
出版⾏政部⻔依照《印刷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
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印刷业管理条例》
第四⼗条：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有下列⾏为之⼀的，由县级以上
地⽅⼈⺠政府出版⾏政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
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
机关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接受他⼈委托印
刷出版物，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验证印刷委托书，有关证明或者准印证，或
者未将印刷委托书报出版⾏政部⻔备案的；（⼆）假冒或者盗⽤他⼈名义，
印刷出版物的；（三）盗印他⼈出版物的；（四）⾮法加印或者销售受委托
印刷的出版物的；（五）征订、销售出版物的；（六）擅⾃将出版单位委托
印刷的出版物纸型及印刷底⽚等出售、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的；
（七）未经批准，接受委托印刷境外出版物的，或者未将印刷的境外出版物
全部运输出境的。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第⼆⼗⼆条第三款：未取得《准印证》，编印具有内部资料形式，但不符合
内部资料内容或发送要求的印刷品，经鉴定为⾮法出版物的，按照《出版管
理条例》第六⼗⼀条或第六⼗⼆条的规定处罚。
《出版管理条例》
第六⼗⼀条：未经批准，擅⾃设⽴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单
位，或者擅⾃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发⾏业务，假冒出
版单位名称或者伪造、假冒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的，由出版⾏政主管
部⻔、⼯商⾏政管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依照刑法关于⾮法经营罪
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
从事违法活动的专⽤⼯具，设备，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
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
罚款；侵犯他⼈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事责任。
第六⼗⼆条：有下列⾏为之⼀，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出版⾏政主管部⻔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
收出版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
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出版、进⼝含有本条例第⼆⼗六
条，第⼆⼗七条禁⽌内容的出版物的；（⼆）明知或者应知出版物含有本条
例第⼆⼗六条，第⼆⼗七条禁⽌内容⽽印刷或者复制、发⾏的；（三）明知
或者应知他⼈出版含有本条例第⼆⼗六条、第⼆⼗七条禁⽌内容的出版物⽽
向其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版
⾯，或者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的。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第⼆⼗三条：有下列情形的，由县级以上新闻出版⾏政部⻔依照《印刷业管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责令停业整顿，没收内部资料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并处1万元
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印刷业经营
者印刷明知或者应知含有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禁⽌内容的内部资料的；（⼆）⾮出
版物印刷企业印刷内部资料的。
第⼗三条：内部资料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危害国家统⼀、主权和领⼟完整的；（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
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族仇恨、⺠族歧视，破坏⺠族团结，或者
侵害少数⺠族⻛俗，习惯的；（五）宣扬邪教，迷信的：（六）扰乱社会秩序，破
坏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淫秽、赌博、暴⼒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
谤他⼈，侵害他⼈合法权益的；（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族优秀⽂化传统的；
（⼗）法律、⾏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的其他内容的。
《印刷业管理条例》
第三⼗七条：印刷业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为之⼀的，由县级以上地⽅
⼈⺠政府出版⾏政部⻔责令停⽌违法⾏为，责令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
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
额不⾜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取得出版⾏政部⻔的许可，擅
⾃经营或者变更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或者
擅⾃兼并其他印刷业经营者的；（⼆）因合并、分⽴⽽设⽴新的印刷业经营者，未
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续的；（三）出售、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印刷
经营许可证的。
第三⼗⼋条：印刷业经营者印刷明知或者应知含有本条例第三条规定禁⽌印刷内容
伪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的，或者印刷国家明令禁⽌出版的出版
物或者⾮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出版⾏政部⻔、公安
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并处1万元
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条：印刷业经营者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讲求社会效益。
禁⽌印刷含有反动、淫秽、迷信内容和国家明令禁⽌印刷的其他内容的出版物，包
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

对印刷业经营者印刷明知或
者应知含有《内部资料性出
版物管理办法》规定禁⽌内
容的内部资料等⾏为的⾏政
处罚(不包括吊销许可证)

对出版物印刷企业未按《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
法》承印内部资料的⾏政
处罚(不包括吊销许可证)

对未取得《准印证》,编印
具有内部资料形式,但不符
合内部资料内容或者发送
要求的印刷品,经鉴定为⾮
法出版物的⾏政处罚(不包
括吊销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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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轻违法情节：（1）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违法经营额不
⾜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下的；（2）社会影响较⼩⼜能及时改正的。

⼀般违法情节：（1）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违法经营额
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2）属于两年内再次违规的。

较重违法情节：（1）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50万元以上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时，违法经营额在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2）属于两年内再次违规；社会影响较⼤的。

较轻违法情节：（1）不以营利为⽬的违反本条规定的；（2）编印、发送⼀次性内部资料数量达100册
（含100册）以下；编印、发送连续性内部资料数量达500份（册）（含500份（册）以下。

⼀般违法情节：（1）以营利为⽬的的；（2）编印、发送⼀次性内部资料数量达100册以上300册（含
300册）以下；编印、发送连续性内部资料数量达500份（册）以上1000份（册）（含1000份（册）以
下。

较重违法情节：（1）以营利为⽬的，造成严重后果的；（2）编印、发送⼀次性内部资料数量达300册
以上；编印、发送连续性内部资料数量达1000份（册）以上。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1）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违法经营额不
⾜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下的；（2）社会影响较⼩⼜能及时改正的。

⼀般违法情节：（1）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违法经营额
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2）属于两年内再次违规的。

较重违法情节：（1）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50万元以上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时，违法经营额在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2）属于两年内再次违规，社会影响较⼤的。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不以营利为⽬的的 以营利为⽬的的

责令改正、停⽌违法⾏为，警告，并处
300元以下罚款，同时，对⾮法编印的内
部资料予以没收，超越发送范围的责令
收回。

责令改正、停⽌违法⾏为，并处1万元以
下罚款，同时，对⾮法编印的内部资料
予以没收，超越发送范围的责令收回。

责令改正、停⽌违法⾏为，警告，并处
300元以上700元以下罚款，同时，对⾮
法编印的内部资料予以没收，超越发送
范围的责令收回。

责令改正、停⽌违法⾏为，并处1万元以
上2万元以下罚款，同时，对⾮法编印的
内部资料予以没收，超越发送范围的责
令收回。

责令改正、停⽌违法⾏为，警告，并处
7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同时，对
⾮法编印的内部资料予以没收，超越发
送范围的责令收回。

责令改正、停⽌违法⾏为，并处2万元以
上3万元以下罚款，同时，对⾮法编印的
内部资料予以没收，超越发送范围的责
令收回。

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 违法经营额难以计算或者不⾜5万元的

责令停⽌侵权⾏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害化销毁处理侵权复制品以及
主要⽤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具
、设备等,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2.2倍
以下罚款。

责令停⽌侵权⾏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害化销毁处理侵权复制品以及
主要⽤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具
、设备等,并处7.5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侵权⾏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害化销毁处理侵权复制品以及
主要⽤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具
、设备等,并处违法经营额2.2倍以上3.8
倍以下罚款。

责令停⽌侵权⾏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害化销毁处理侵权复制品以及
主要⽤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具
、设备等,并处7.5万元以上17.5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停⽌侵权⾏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害化销毁处理侵权复制品以及
主要⽤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具
、设备等,并处违法经营额3.8倍以上5倍
以下罚款。

责令停⽌侵权⾏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害化销毁处理侵权复制品以及
主要⽤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具
、设备等,并处17.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
罚款。

1.天津⽂都知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编印内部资料（⻄⻘）⽂综罚字〔2021〕F-
000008号

1.天津志臻⾃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未经著作权⼈许可，复制其作品（津）⽂综罚字〔2022〕F-
000110号
2.北京转转精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宝坻）⽂综罚字〔2022〕F-
000016号
3.天津市河北区宏⼤书店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津）⽂综罚字〔2022〕F-000043号
4.天津市宝坻区星之源⽂具店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宝坻）⽂综罚字〔2022〕F-
000015号
5.天津市宝坻区新⽣书⾏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宝坻）⽂综罚字〔2022〕F-000014号
6.天津市河东区明伟⽂化⽤品超市（李雅军）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津）⽂综罚字〔
2022〕F-000048号
7.天津市宝坻区时尚优品⽂具商店（杨建忠）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宝坻）⽂综罚字
〔2022〕F-000011号
8.蓟县东鑫⾳像书店经营部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蓟州）⽂综罚字〔2022〕F-000012
号
9.袁铭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蓟州）⽂综罚字〔2022〕F-000011号
10.夏远震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津）⽂综罚字〔2022〕F-000046号
11.天津市河东区博特⽂具店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河东）⽂综罚字〔2022〕F-
000012号
12.天津市河东区书童办公⽤品经营店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津）⽂综罚字〔2022〕F-
000020号
13.张国良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静海）⽂综罚字〔2022〕F-000002号

1.天津阡陌商贸有限公司未经著作权⼈许可，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的软件，同时损害公共
利益（津辖武）⽂综罚字〔2022〕F-000024号
2.天津⽇晟地毯有限公司未经著作权⼈许可，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的软件，同时损害公共
利益（津辖武）⽂综罚字〔2022〕F-000023号
3.天津市武清区暮瑾家纺⻔市部未经著作权⼈许可，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的软件，同时损
害公共利益（津辖武）⽂综罚字〔2022〕F-0000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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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第⼆⼗⼆条第⼀款第(⼀)项:有下列⾏为之⼀
的,由县级以上地⽅⼈⺠政府新闻出版⾏政部⻔责令改正、停⽌违法⾏为,根
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处1千元以下的罚款;以营利为⽬的从事下列⾏为的,处3
万元以下罚款:(⼀)未经批准擅⾃编印内部资料的;(⼆)编印本办法第⼗三条规
定禁⽌内容的内部资料的;(三)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编印、发
送内部资料的。其中,有前款第(⼀)项⾄第(三)项违法⾏为的,对⾮法编印的内
部资料予以没收,超越发送范围的责令收回。

《中华⼈⺠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三条:有下列侵权⾏为的,应当根据情况,
承担本法第五⼗⼆条规定的⺠事责任;侵权⾏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由主管
著作权的部⻔责令停⽌侵权⾏为,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害化销毁
处理侵权复制品以及主要⽤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具、设备等,违法经
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
经营额、违法经营额难以计算或者不⾜五万元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经著作权⼈许可,复制、发⾏、表
演、放映、⼴播、汇编、通过信息⽹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
除外;(⼆)出版他⼈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三)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
录有其表演的录⾳录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本法另
有规定的除外;(四)未经录⾳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通过信息⽹络向公
众传播其制作的录⾳录像制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五)未经许可播放、复
制或者通过信息⽹络向公众传播⼴播、电视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六)未经
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故
意制造、进⼝或者向他⼈提供主要⽤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
的,或者故意为他⼈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的,法律、⾏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七)未经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许可,故意删除
或者改变作品、版式设计、表演、录⾳录像制品或者⼴播、电视上的权利管
理信息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品、版式设计、表演、录⾳录像制品或者⼴播
、电视上的权利管理信息未经许可被删除或者改变,仍然向公众提供的,法律
、⾏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制作、出售假冒他⼈署名的作品的。
《中华⼈⺠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六条:有著作权法第四⼗⼋条
(新修订的《中华⼈⺠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三条所列侵权⾏为,同时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著作权⾏政管理部⻔可处⾮法经营额
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法经营额或者⾮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著作权
⾏政管理部⻔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四条:除《中华⼈⺠共和国著作权法》、本条
例或者其他法律、⾏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软件著作权⼈许可,有下列侵权
⾏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事责任;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由著作权⾏政管理部⻔责令停⽌侵权⾏为,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政
管理部⻔并可以没收主要⽤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具、设备等;触犯刑
律的,依照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的软件的;(⼆)向公众发⾏、出租、通过
信息⽹络传播著作权⼈的软件的;(三)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权⼈为保护其软
件著作权⽽采取的技术措施的;(四)故意删除或者改变软件权利管理电⼦信息
的;(五)转让或者许可他⼈⾏使著作权⼈的软件著作权的。有前款第⼀项或者
第⼆项⾏为的,可以并处每件100元或者货值⾦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有前
款第三项、第四项或者第五项⾏为的,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未经批准擅⾃编印内部
资料的⾏政处罚

对未经著作权⼈许可,复制
、发⾏、表演、放映、⼴
播、汇编、通过信息⽹络
向公众传播其作品,同时损
害公共利益等⾏为的⾏政
处罚

对未经软件著作权⼈许可,
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
⼈的软件,同时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等⾏为的⾏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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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轻违法情节：①有第⼀、⼆项情形，货值⾦额不⾜5万元的；②有第三项情形，违法经营额不⾜1万
元的；③有第四项情形，故意删除或改变软件权利管理电⼦信息5件以下的；④有第五项情形，转让或
许可他⼈⾏使的软件著作权5件以下的。

有第⼀、⼆项情形的，责令停⽌侵权⾏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
品，可以并处每件100元或者货值⾦额1倍以上2.2倍以下的罚款。有第三、四、五
项情形的，责令停⽌侵权⾏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可以并
处6万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①有第⼀、⼆项情形，货值⾦额超过5万元不⾜10万元的；②有第三项情形，违法经营
额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③有第四项情形，故意删除或改变软件权利管理电⼦信息5件以上10件以下
的；④有第五项情形，转让或许可他⼈⾏使的软件著作权5件以上10件以下的。

有第⼀、⼆项情形的，责令停⽌侵权⾏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
品，可以并处每件100元或者货值⾦额2.2倍以上3.8倍以下的罚款，有第三、四、
五项情形的，责令停⽌侵权⾏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可以
并处6万元以上14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①有第⼀、⼆项情形，货值⾦额10万元以上的；②有第三项情形，违法经营额2万元以
上的；③有第四项情形，故意删除或改变软件权利管理电⼦信息5件以上10件以下的；④有第五项情
形，转让或许可他⼈⾏使的软件著作权超过10件的。

有第⼀、⼆项情形的，责令停⽌侵权⾏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
品，可以并处每件100元或者货值⾦额3.8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并可以没收主要⽤
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具、设备等，有第三、四、五项情形的，责令停⽌
侵权⾏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可以并处14万元以上20万元
以下罚款，并可以没收主要⽤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具、设备等。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1）编印⼀次性内部资料数量达100册（含100册）以下；编印连续性内部资料数量达
500份（册）（含500份（册）以下；（2）情节较轻并及时纠正的

⼀般违法情节：编印⼀次性内部资料数量达100册以上300册（含300册）以下；编印连续性内部资料数
量达500份（册）以上1000份（册）（含1000份（册）以下。

较重违法情节：（1）编印⼀次性内部资料数量达300册以上；编印连续性内部资料数量达1000份
（册）以上；（2）隐匿、销毁、转移证据，并造成危害后果和影响的；（3）抗拒检查，拒绝停⽌违
法⾏为的。

较轻违法情节：（1）不存在侵犯他⼈著作权的故意；（2）积极配合执法部⻔调查；（3）违法经营额
5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违法经营额难以计算或者不⾜5万元时，没有违
法经营额或违法经营额在1万元以下的。

⼀般违法情节：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违法经营额难以计
算或者不⾜5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较重违法情节：（1）抗拒检查，拒不纠正违法⾏为；（2）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50
万元以上的；违法经营额难以计算或者不⾜5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法经营额可以计算的 ⾮法经营额难以计算的

责令停⽌侵权⾏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法经营额1倍以下罚款。

责令停⽌侵权⾏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3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侵权⾏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法经营额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

责令停⽌侵权⾏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3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侵权⾏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法经营额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责令停⽌侵权⾏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侵权⾏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法经营额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责令停⽌侵权⾏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取缔，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
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并处违法经
营额5倍以上6.5倍以下罚款。

取缔，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
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并处1.5万元
以下罚款。

取缔，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
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并处违法经
营额6.5倍以上8.5倍以下罚款。

取缔，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
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并处1.5万元
以上3.5万元以下罚款。

取缔，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
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并处违法经
营额8.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取缔，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
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并处3.5万元
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6.5倍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法所
得,并处1.5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经营额6.5倍以上8.5倍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法所
得,并处1.5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罚款。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1.张强（⽜坨⼦⼤集书摊）印刷或者复制、发⾏明知或应知含有禁⽌内容的出版物（⻄⻘）⽂综
罚字〔2021〕F-000025号
2.天津名筑图书销售有限公司印刷或者复制、发⾏明知或应知含有禁⽌内容的出版物（⻄⻘）⽂
罚字〔2019〕第F-000024号

1.天津志臻⾃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未经著作权⼈许可，复制其作品（津）⽂综罚字〔2022〕F-
000110号
2.北京转转精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宝坻）⽂综罚字〔2022〕F-
000016号
3.天津市河北区宏⼤书店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津）⽂综罚字〔2022〕F-000043号
4.天津市宝坻区星之源⽂具店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宝坻）⽂综罚字〔2022〕F-
000015号
5.天津市宝坻区新⽣书⾏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宝坻）⽂综罚字〔2022〕F-000014号
6.天津市河东区明伟⽂化⽤品超市（李雅军）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津）⽂综罚字〔
2022〕F-000048号
7.天津市宝坻区时尚优品⽂具商店（杨建忠）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宝坻）⽂综罚字
〔2022〕F-000011号
8.蓟县东鑫⾳像书店经营部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蓟州）⽂综罚字〔2022〕F-000012
号
9.袁铭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蓟州）⽂综罚字〔2022〕F-000011号
10.夏远震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津）⽂综罚字〔2022〕F-000046号
11.天津市河东区博特⽂具店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河东）⽂综罚字〔2022〕F-
000012号
12.天津市河东区书童办公⽤品经营店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津）⽂综罚字〔2022〕F-
000020号
13.张国良未经著作权⼈许可，发⾏其作品（静海）⽂综罚字〔2022〕F-000002号

1.天津进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擅⾃设⽴出版单位，或者擅⾃从事出版物的出版业务（津）⽂综罚
字〔2022〕F-000100号
2.天津市⻄⻘区夏永艳⻝品经营部擅⾃从事出版物的发⾏业务（⻄⻘）⽂综罚字〔2022〕F-
000004号
3.天津市⻄⻘区渤发⻝品便利店擅⾃从事出版物的发⾏业务（⻄⻘）⽂综罚字〔2022〕F-000006
号
4.天津市北⾠区⾦地佳美⽂具店擅⾃从事出版物的发⾏业务（北⾠）⽂综罚字〔2022〕F-000010
号
5.天津市⻄⻘区墨⾹⽂具⽤品店擅⾃从事出版物的发⾏业务（⻄⻘）⽂综罚字〔2022〕F-00000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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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三条:有下列侵权⾏为的,应当根据情况,
承担本法第五⼗⼆条规定的⺠事责任;侵权⾏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由主管
著作权的部⻔责令停⽌侵权⾏为,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害化销毁
处理侵权复制品以及主要⽤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具、设备等,违法经
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
经营额、违法经营额难以计算或者不⾜五万元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经著作权许可,复制、发⾏、表演
、放映、⼴播、汇编、通过信息⽹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
外;(⼆)出版他⼈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三)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录
有其表演的录⾳录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本法另有
规定的除外;(四)未经录⾳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通过信息⽹络向公众
传播其制作的录⾳录像制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五)未经许可,播放、复制
或者通过信息⽹络向公众传播⼴播、电视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六)未经著
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故意
制造、进⼝或者向他⼈提供主要⽤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的,
或者故意为他⼈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的,法律、⾏政法规另有
规定的除外;(七)未经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许可,故意删除或者
改变作品、版式设计、表演、录⾳录像制品或者⼴播、电视上的权利管理信
息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品、版式设计、表演、录⾳录像制品或者⼴播、电
视上的权利管理信息未经许可被删除或者改变,仍然向公众提供的,法律、⾏
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制作、出售假冒他⼈署名的作品的。
《互联⽹著作权⾏政保护办法》第⼗⼀条:互联⽹信息服务提供者明知互联⽹
内容提供者通过互联⽹实施侵犯他⼈著作权的⾏为,或者虽不明知,但接到著
作权⼈通知后未采取措施移除相关内容,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著作权⾏
政管理部⻔可以根据《中华⼈⺠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七条(新修订的《
中华⼈⺠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三条的规定责令停⽌侵权⾏为,并给予下列
⾏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处以⾮法经营额3倍以下的罚款;⾮法经菅额
难以计算的,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出版管理条例》第六⼗⼀条:未经批准,擅⾃设⽴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
复制、进⼝单位,或者擅⾃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发⾏业
务,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伪造、假冒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的,由出版
⾏政主管部⻔、⼯商⾏政管理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依照刑法关于⾮法
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
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具、设备,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
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l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侵
犯他⼈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事责任。

《出版管理条例》第六⼗⼆条:有下列⾏为之⼀,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有关规
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出版⾏政主管部⻔责令限期停业
整顿,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
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出版、进⼝含有本条例第⼆⼗五条、第⼆
⼗六条禁⽌内容的出版物的;(⼆)明知或者应知出版物含有本条例第⼆⼗五条
、第⼆⼗六条禁⽌内容⽽印刷或者复制、发⾏的;(三)明知或者应知他⼈出版
含有本条例第⼆⼗五条、第⼆⼗六条禁⽌内容的出版物⽽向其出售或者以其
他形式转让本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版⾯,或者出租本单位的
名称、刊号的。第⼆⼗五条: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反对宪法确定
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统⼀、主权和领⼟完整的;(三)泄露国家秘密、危
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族仇恨、⺠族歧视,破坏⺠
族团结,或者侵害⺠族⻛俗、习惯的;(五)宣扬邪教、迷信的;(六)扰乱社会秩序,
破坏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淫秽、赌博、暴⼒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
谤他⼈,侵害他⼈合法权益的;(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族优秀⽂化传统的;(⼗)
有法律、⾏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的其他内容的。第⼆⼗六条:以未成年⼈为
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为和违法犯罪的
⾏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健康的内容。

对互联⽹信息服务提供者
明知互联⽹内容提供者通
过互联⽹实施受犯他⼈著
作权的⾏为,或者虽不明

知,但接到著作权⼈通知后
未采取措施移除有关内容,
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政处罚

对未经批准,擅⾃设⽴出版
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
、进⼝单位,或者擅⾃从事
出版物的出版、进⼝等业
务的⾏政处罚

对出版、进⼝含有《出版
管理条例》第⼆⼗五条、
⼆⼗六条禁⽌内容的出版
物等⾏为的⾏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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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轻违法情节：（1）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六⼗九条，对⾮法出版物的来源作出说明、指认，经查
证属实的，主动消除危害影响，没有造成危害结果的；（2）含有禁⽌性内容的出版物没有上市流通
的；（3）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取证，主动消除影响的；（4）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下的。

⼀般违法情节：（1）能够停⽌违规⾏为；（2）未产⽣不良影响或后果的；（3）能够配合调查取证
的；（4）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较重违法情节：（1）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未停⽌违规⾏为；（3）不能配合⾏政执法和案件调查
的；（4）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50万元以上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
额在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年内⾸次违规的。

⼀般违法情节：⼀年内⼆次违规的。

较重违法情节：⼀年内三次违规的。

较重违法情节：⼀年内三次（含）以上违规的。

较轻违法情节：（1）主动停⽌违规⾏为，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取证，主动
消除影响；（3）有⽴功表现的；（4）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下的。

⼀般违法情节：（1）能够停⽌违规⾏为；（2）未产⽣不良影响或后果的；（3）能够配合调查取证
的；（4）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较重违法情节：（1）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未停⽌违规⾏为；（3）不能配合⾏政执法和案件调查
的；（4）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50万元以上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
额在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责令停⽌违法⾏为，没收出版物、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6.5倍以
下罚款。

责令停⽌违法⾏为，没收出版物、违法
所得，并处1.5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违法⾏为，没收出版物、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6.5倍以上8.5倍以
下罚款。

责令停⽌违法⾏为，没收出版物、违法
所得，并处1.5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罚款
。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
销许可证，并处违法经营额8.5倍以上10
倍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
销许可证，并处3.5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经营额5倍以上6.5倍以下罚款。

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并处1.5万
元以下罚款。

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经营额6.5倍以上8.5倍以下罚款。

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并处1.5万
元以上3.5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许可证，并处违法经营额8.5
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许可证，并处3.5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罚款。

1.⾼俊杰发⾏进⼝出版物未从规定的进⼝经营单位进货（南开）⽂综罚字〔2021〕F-000015号
2.天津市南开区雪海书屋发⾏进⼝出版物未从规定的进⼝经营单位进货（南开）⽂罚字〔2020〕
第F-000008号
3.天津市南开区阿秋书屋发⾏进⼝出版物未从规定的进⼝经营单位进货（南开）⽂罚字〔2020〕
第F-000003号
4.中创乐⾳（天津）⽂化传播有限公司发⾏进⼝出版物未从规定的进⼝经营单位进货（津⽂执）
⽂罚字〔2019〕第F-000070号
5.天津市河东区知⾳雅韵⾳像制品经营部发⾏进⼝出版物未从规定的进⼝经营单位进货（河东）
⽂罚字〔2019〕第F-000014号

1.天津市和平区博伟书店擅⾃从事中学⼩学教科书出版、发⾏业务（津）⽂综罚字〔2021〕F-
000172号
2.天津兴湘印务有限公司未经著作权⼈许可复制其作品，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接受⾮出版单位和个
⼈的委托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津）⽂综罚字〔2021〕F-000115号
3.致⼀律信教育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印刷或者复制单位、发⾏单位或者个体⼯商户印刷或者复
制、发⾏未署出版单位名称的出版物（津）⽂综罚字〔2021〕F-000059号
4.天津中铁物资印务有限公司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接受⾮出版单位和个⼈的委托印刷或者复制出版
物（津）⽂综罚字〔2021〕F-000011号
5.豪彩印刷（天津）有限公司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接受⾮出版单位和个⼈的委托印刷或者复制出版
物（津）⽂综罚字〔2020〕第F-000026号
6.天津市汇丰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接受⾮出版单位和个⼈的委托印刷或者复制出
版物（河⻄）⽂罚字〔2019〕第F-000015号7.李祖华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接受⾮出版单位和个⼈的
委托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红桥）⽂罚字〔2019〕第F-000007号
8.袁武（天津市滨海新区建豪图⽂设计店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接受⾮出版单位和个⼈的委托印刷或
者复制出版物（河⻄）⽂罚字〔2019〕第F-000017号
9.正⼼⾏（天津）⽂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或者复制单位、发⾏单位或者个体⼯商户印刷或者复制
、发⾏未署出版单位名称的出版物（河北）⽂罚字〔2019〕第F-000015号
10.天津医科⼤学临床医学院⽂印部（李志军）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未取得印刷或者复制许可⽽印刷
或者复制出版物（滨海）⽂罚字〔2019〕第F-000046号

1.⾼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综罚字〔2021〕F-
000182号
2.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综罚字〔2021〕
F-000194号
3.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综罚字〔2021
〕F-000181号
4.天津⾃贸试验区晨轩⽂具⽤品经营部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
未办理审批、变更登记⼿续（滨海）⽂综罚字〔2021〕F-000046号
5.天津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执）⽂罚字〔2019〕
第F-000022号
6.天津浩林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执）⽂罚字〔2019
〕第F-000023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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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管理条例》第六⼗三条:有下列⾏为之⼀的,由出版⾏政主管部⻔责令
停⽌违法⾏为,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
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进⼝、印
刷或者复制、发⾏国务院出版⾏政主管部⻔禁⽌进⼝的出版物的;(⼆)印刷或
者复制⾛私的境外出版物的;(三)发⾏进⼝出版物未从本条例规定的出版物进
⼝经营单位进货的。

《出版管理条例》
第六⼗五条：有下列⾏为之⼀的，由出版⾏政主管部⻔没收出版
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期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
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
证：（⼀）出版单位委托未取得出版物印刷或者复制许可的单位印
刷或者复制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未取得印刷或者复
制许可⽽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的；（三）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接受⾮
出版单位和个⼈的委托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的；（四）印刷或者复
制单位未履⾏法定⼿续印刷或者复制境外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
的境外出版物没有全部运输出境的；（五）印刷或者复制单位、发
⾏单位或者个体⼯商户印刷或者复制，发⾏未署出版单位名称的出
版物的；（六）印刷或者复制单位，发⾏单位或者个体⼯商户印刷
或者复制，发⾏伪造，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报纸，期刊名称的出
版物的；（七）出版，印刷、发⾏单位出版、印刷、发⾏未经依法
审定的中学⼩学教科书，或者⾮依照本条例规定确定的单位从事中
学⼩学教科书的出版，发⾏业务的。

《出版管理条例》第六⼗七条：有下列⾏为之⼀的，由出版⾏政主
管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
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合并或者分⽴，出版新的报纸、期刊，
或者报纸、期刊改变名称，以及出版单位变更其他事项，未依照本
条例的规定到出版⾏政主管部⻔办理审批、变更登记⼿续的；
（⼆）出版单位未将其年度出版计划和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
⽅⾯的重⼤选题备案的；（三）出版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送交
出版物的样本的；（四）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留
存备查的材料的；（五）出版进⼝经营单位未将其进⼝的出版物⽬
录报送备案的；（六）出版单位擅⾃中⽌出版活动超过180⽇的；
（七）出版物发⾏单位、出版物进⼝经营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
办理变更审批⼿续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的

对出版单位委托未取得
出版物印刷或者复制许
可的单位印刷或者复制
出版物等⾏为的⾏政处

罚

出对版物质量不符合有
关规定和标准等⾏为的

⾏改处罚

对发⾏进⼝出版物未从《
出版管理条例》规定的出
版物进⼝经营单位进货等
⾏为的⾏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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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第⼀、七项情形，出版单位第三次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审批⼿续的；
②有第⼆项情形，未按规定备案3次的；③有第三项情形，出版单位未按
规定送交出版物的样本120天以上180天以下的；④有第四项情形，印刷
或者复制单位未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留存备查的材料3次的；⑤
有第五项情形，出版进⼝经营单位未将其进⼝的出版物⽬录报送备案3次
的；⑥有第六项情形，出版单位擅⾃中⽌出版活动超过300⽇短于360天
的；⑦有第⼋项情形，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3项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个⽉以上三个⽉以下。

①有第⼀、七项情形，出版单位第四次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审批⼿续的；
②有第⼆项情形，未按规定备案4次以上的；③有第三项情形，多次违反
本规定；④有第四项情形，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未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的
规定留存备查的材料4次以上的；⑤有第五项情形，出版进⼝经营单位未
将其进⼝的出版物⽬录报送备案4次以上的；⑥有第六项情形，出版单位
擅⾃中⽌出版活动超过360⽇的；⑦有第⼋项情形，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
关规定和标准4项以上的。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较重违法情节：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1）具有与经营项⽬相适应的资质资格；（2）违法经营尚属⾸次；（3）具备消除社
会影响和后果的各种条件并能主动消除的；（4）有重⼤⽴功表现的；（5）数量500册（张、盘）以
下；（6）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下的。

⼀般违法情节：（1）主动讲明原委，并经过证实属实的；（2）积极配合调查取证的；（3）数量500
册（张、盘）以上800册（张、盘）以下；（4）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0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较重违法情节：（1）⽆与经营项⽬相适应的资质资格；（2）年度内违法违章经营活动达到两次的；
（3）不能主动配合⾏政执法检查和案件调查的；（4）已经产⽣较⼤的社会影响和后果的；（5）数量
800册（张、盘）以上的；（6）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50万元以上的；违法经营额不
⾜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较轻违法情节：（1）具备与经营项⽬相适应的资质资格；（2）违法违规违章经营尚属⾸
次；（3）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取证，主动消除影响；（4）有⽴功表现；（5）违法经营额1万
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
3000元以下的。

⼀般违法情节：（1）能够停⽌违规⾏为；（2）未产⽣不良影响和后果的；（3）能够配合
调查取证的；（4）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违法
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较重违法情节：（1）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未停⽌违规⾏为；（3）不能配合⾏政执法
和案件调查的；（4）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50万元以上的；违法经营额不
⾜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般违法情节：①有第⼀、七项情形，出版单位第⼀次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审批⼿续的；②
有第⼆项情形，未按规定备案1次的；③有第三项情形，出版单位未按规定送交出版物的样
本60天以下的；④有第四项情形，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未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留存备
查的材料1次的；⑤有第五项情形，出版进⼝经营单位未将其进⼝的出版物⽬录报送备案1次
的；⑥有第六项情形，出版单位擅⾃中⽌出版活动超过180⽇短于240天的；⑦有第⼋项情
形，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仅1项的。

责令改正、警告。

①有第⼀、七项情形，出版单位第⼆次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审批⼿续的；
②有第⼆项情形，未按规定备案2次的；③有第三项情形，出版单位未按
规定送交出版物的样本60天以上120天以下的；④有第四项情形，印刷或
者复制单位未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留存备查的材料2次的；⑤有
第五项情形，出版进⼝经营单位未将其进⼝的出版物⽬录报送备案2次
的；⑥有第六项情形，出版单位擅⾃中⽌出版活动超过240⽇短于300天
的；⑦有第⼋项情形，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2项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个⽉。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
5倍以上6.5倍以下罚款。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
2.2万元以下罚款。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
6.5倍以上8.5倍以下罚款。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2万元以上
3.8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
销许可证，并处违法经营额8.5倍以
上10倍以下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
销许可证，并处3.8万元以上5万元以
下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6.5倍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法所
得，并处1.5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经营额6.5倍以上8.5倍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法所
得，并处1.5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罚款。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1.天津嘉恒印务有限公司未验证印刷委托书（津）⽂综罚字〔2022〕F-000053号
2.万卷书坊印刷（天津）有限公司未验证印刷委托书（津）⽂综罚字〔2022〕F-000040号
3.雅迪云印（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未验证印刷委托书（津）⽂综罚字〔2022〕F-000001号
4.天津联城印刷有限公司未将印刷委托书备案（津）⽂综罚字〔2021〕F-000196号
5.天津市天玺印务有限公司未验证印刷委托书（津）⽂综罚字〔2021〕F-000198号
6.天津梓和印刷有限公司未验证印刷委托书（宝坻）⽂罚字〔2019〕第F-000026号
7.天津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未验证印刷委托书（宝坻）⽂罚字〔2020〕第F-000001号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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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执）⽂罚字〔2019〕第F-
000040号
9.华睿林（天津）印刷有限公司未验证印刷委托书（宁河）⽂罚字〔2019〕第F-000001号

1.张强（⽜坨⼦⼤集书摊）印刷或者复制、发⾏明知或应知含有禁⽌内容的出版物（⻄⻘）⽂综
罚字〔2021〕F-000025号
2.天津名筑图书销售有限公司印刷或者复制、发⾏明知或应知含有禁⽌内容的出版物（⻄⻘）⽂
罚字〔2019〕第F-000024号

1.⾼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综罚字〔2021〕F-
000182号
2.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综罚字〔2021〕
F-000194号
3.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综罚字〔2021
〕F-000181号
4.天津⾃贸试验区晨轩⽂具⽤品经营部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
未办理审批、变更登记⼿续（滨海）⽂综罚字〔2021〕F-000046号
5.天津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执）⽂罚字〔2019〕
第F-000022号
6.天津浩林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执）⽂罚字〔2019
〕第F-0000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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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四⼗条: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有下
列⾏为之⼀的,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出版⾏政部⻔给予警告,没收
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
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l万元的,并处l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接受他⼈委托印刷出版物,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验
证印刷委托书、有关证明或者准印证,或者未将印刷委托书报出版⾏
政部⻔备案的;(⼆)假冒或者盗⽤他⼈名义,印刷出版物的;(三)盗印他⼈
出版物的;(四)⾮法加印或者销售受委托印刷的出版物的;(五)征订、销
售出版物的;(六)擅⾃将出版单位委托印刷的出版物纸型及印刷底⽚等
出售、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的;(七)未经批准,接受委托印
刷境外出版物的,或者未将印刷的境外出版物全部运输出境的。

《出版管理条例》第六⼗⼆条:有下列⾏为之⼀,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有关规
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出版⾏政主管部⻔责令限期停业
整顿,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菅额5倍以
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出版、进⼝含有本条例第⼆⼗五条、第⼆
⼗六条禁⽌内容的出版物的;(⼆)明知或者应知出版物含有本条例第⼆⼗五条
、第⼆⼗六条禁⽌内容⽽印刷或者复制、发⾏的;(三)明知或者应知他⼈出版
含有本条例第⼆⼗五条、第⼆⼗六条禁⽌内容的出版物⽽向其出售或者以其
他形式转让本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版⾯,或者出租本单位的
名称、刊号的。第⼆⼗五条: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反对宪法确定
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统⼀、主权和领⼟完整的;(三)泄露国家秘密、危
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族仇恨、⺠族歧视,破坏⺠
族团结,或者侵害⺠族⻛俗、习惯的;(五)宣扬邪教、迷信的;(六)扰乱社会秩序,
破坏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淫秽、赌博、暴⼒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
谤他⼈,侵害他⼈合法权益的;(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族优秀⽂化传统的;(⼗)
有法律、⾏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的其他内容的。第⼆⼗六条:以未成年⼈为
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为和违法犯罪的
⾏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健康的内容。《图书出
版管理规定》第四⼗⼋条:图书出版单位出版含有《出版管理条例》和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规定禁⽌内容图书的,由新闻出版总署或者省、⾃治区
、直辖市新闻出版⾏政部⻔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第六⼗⼆条处罚。

《出版管理条例》第六⼗七条:有下列⾏为之⼀的,由出版⾏政主管部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许可证:(⼀)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
务范围,合并或者分⽴,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者报纸、期刊改变名称,
以及出版单位变更其他事项,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到出版⾏政主管部
⻔办理审批、变更登记⼿续的;(⼆)出版单位未将其年度出版计划和涉
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的重⼤选题备案的;(三)出版单位未依照
本条例的规定送交出版物的样本的;(四)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未依照本条
例的规定留存备查的材料的;(五)出版进⼝经营单位未将其进⼝的出版
物⽬录报送备案的;(六)出版单位擅⾃中⽌出版活动超过180⽇的;(七)
出版物发⾏单位、出版物进⼝经营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变
更审批⼿续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的。
《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第五⼗条:图书出版单位有下列⾏为之⼀的,由
新闻出版总署或者省、⾃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政部⻔依照《出
版管理条例》第六⼗七条处罚:(⼀)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单
位、业务范围、合并或分⽴、改变资本结构,未依法办理审批⼿续的;
（⼆)未按规定将其年度出版计划备案的;(三)未按规定履⾏重⼤选题
备案的;(四)未按规定送交样书的。

对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
活动的企业接受他⼈委
托印刷出版物,未依照
《印刷业管理条例》的
规定验证印刷委托书、
有关证明或者准印证等

⾏为的⾏政处罚

对图书出版单位出版含有
《出版管理条例》和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
规定禁⽌内容图书的⾏政
处罚

对图书出版单位变更名
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
管单位、业务范围、合
并或分⽴、改变资本结
构,未依法办理审批⼿
续等⾏为的⾏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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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第⼀项情形，图书出版单位第三次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审批⼿续的；
②有第⼆、三项情形，未按规定备案3次的；③有第四项情形，出版单位

未按规定送交出版物的样本120天以上180天以下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个⽉以上三个⽉以下。

①有第⼀项情形，图书出版单位第四次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审批⼿续的；
②有第⼆、三项情形，未按规定备案4次以上的；③有第四项情形，出版

单位未按规定送交出版物的样本180天以上的。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较重违法情节：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1）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违
法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下的；（2）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般违法情节：（1）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违
法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较重违法情节：（1）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50万元以上的；违法经营额不
⾜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2）隐匿、销毁、转移证据的；（3）
抗拒检查，拒绝停⽌违规违法⾏为的；（4）造成严重危害后果和重⼤社会影响的。

较轻违法情节：（1）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六⼗九条，对⾮法出版物的来源作出说明、指认，经查
证属实的，主动消除危害影响，没有造成危害结果的；（2）含有禁⽌性内容的出版物没有上市流通
的；（3）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取证，主动消除影响的；（4）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下的。

⼀般违法情节：（1）能够停⽌违规⾏为；（2）未产⽣不良影响或后果的；（3）能够配合调查取证
的；（4）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
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较重违法情节：（1）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未停⽌违规⾏为；（3）不能配合⾏政执法和案件调查
的；（4）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50万元以上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
额在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般违法情节：①有第⼀项情形，图书出版单位第⼀次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审批⼿续的；②
有第⼆、三项情形，未按规定备案1次的；③有第四项情形，出版单位未按规定送交出版物
的样本60天以下的。

责令改正、警告。

①有第⼀项情形，图书出版单位第⼆次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审批⼿续的；
②有第⼆、三项情形，未按规定备案2次的；③有第四项情形，出版单位

未按规定送交出版物的样本60天以上120天以下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个⽉。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6.5
倍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
法所得,并处1.5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6.5倍以上8.5
倍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
法所得,并处1.5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
罚款。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取缔，责令关闭，删除全部相关⽹
络出版物,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
出版活动的主要设备、专⽤⼯具,并
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6.5倍以下罚款
。

取缔，责令关闭，删除全部相关⽹
络出版物，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
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备、专⽤⼯具,
并处1.5万元以下罚款。

取缔，责令关闭，删除全部相关⽹
络出版物，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
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备、专⽤⼯具,
并处违法经营额6.5倍以上8.5倍以下
罚款。

取缔，责令关闭，删除全部相关⽹
络出版物，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
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备、专⽤⼯具,
并处1.5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罚款。

取缔，责令关闭，删除全部相关⽹
络出版物，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
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备、专⽤⼯具,
并处违法经营额8.5倍以上10倍以下
罚款。

取缔，责令关闭，删除全部相关⽹
络出版物，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
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备、专⽤⼯具,
并处3.5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1.张强（⽜坨⼦⼤集书摊）印刷或者复制、发⾏明知或应知含有禁⽌内容的出版物（⻄⻘）⽂综
罚字〔2021〕F-000025号
2.天津名筑图书销售有限公司印刷或者复制、发⾏明知或应知含有禁⽌内容的出版物（⻄⻘）⽂
罚字〔2019〕第F-000024号

1.⾼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综罚字〔2021〕F-
000182号
2.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综罚字〔2021〕
F-000194号
3.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综罚字〔2021
〕F-000181号
4.天津⾃贸试验区晨轩⽂具⽤品经营部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
未办理审批、变更登记⼿续（滨海）⽂综罚字〔2021〕F-000046号
5.天津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执）⽂罚字〔2019〕
第F-000022号
6.天津浩林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执）⽂罚字〔2019
〕第F-000023号

1.天津⻛芒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擅⾃上⽹出版⽹络游戏(含境外著作权⼈授权的⽹络游戏)（津）⽂综
罚字〔2022〕F-000066号
2.天津神匠互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擅⾃上⽹出版⽹络游戏(含境外著作权⼈授权的⽹络游戏)（津）
⽂综罚字〔2022〕F-000028号
3.天津市⻰观科技有限公司擅⾃上⽹出版⽹络游戏(含境外著作权⼈授权的⽹络游（津）⽂综罚字
〔2022〕F-000014号
4.天津鸿萌科贸发展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从事⽹络出版服务（津）⽂综罚字〔2022〕F-
000013号
5.天津娱阅⽂化传媒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从事⽹络出版服务（津）⽂综罚字〔2021〕F-
000142号
6.天津航辉⽹络科技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从事⽹络出版服务（津）⽂综罚字〔2021〕F-
000134号
7.天津⾖⾖乐科技有限公司擅⾃上⽹出版⽹络游戏(含境外著作权⼈授权的⽹络游戏（津）⽂综罚
字〔2021〕F-000032号
8.天津狸猫科技有限公司擅⾃上⽹出版⽹络游戏(含境外著作权⼈授权的⽹络游戏)（津）⽂综罚字
〔2020〕F-000049号
9.联众易达（天津）⽹络科技有限公司擅⾃上⽹出版⽹络游戏(含境外著作权⼈授权的⽹络游戏)
（津）⽂综罚字〔2020〕F-000008号
10.天津量旭升科技有限公司擅⾃上⽹出版⽹络游戏(含境外著作权⼈授权的⽹络游戏)（津）⽂罚
字〔2020〕第F-0000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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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管理条例》
第六⼗⼆条:有下列⾏为之⼀,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出版⾏政主管部⻔责令限期停业整顿,
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
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出版、进⼝含有本条例
第⼆⼗五条、第⼆⼗六条禁⽌内容的出版物的;(⼆)明知或者应知出版
物含有本条例第⼆⼗五条、第⼆⼗六条禁⽌内容⽽印刷或者复制、
发⾏的;(三)明知或者应知他⼈出版含有本条例第⼆⼗五条、第⼆⼗六
条禁⽌内容的出版物⽽向其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出版单位的
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版⾯,或者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的。
第⼆⼗五条: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
原则的;(⼆)危害国家统⼀、主权和领⼟完整的;(三)泄露国家秘密、危
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族仇恨、⺠族歧
视,破坏⺠族团结,或者侵害⺠族⻛俗、习惯的;(五)宣扬邪教、迷信
的;(六)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淫秽、赌博、暴⼒或者
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侵害他⼈合法权益的;(九)危害社会
公德或者⺠族优秀⽂化传统的;(⼗)有法律、⾏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
的其他内容的.
第⼆⼗六条：以未成年⼈为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模
仿违反社会公德的⾏为和违法犯罪的⾏为的内容，不含有恐怖，残
酷等妨害未成年⼈⾝⼼健康的内容。《期刊出版管理规定》
第五⼗⼋条：出版含有《出版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国家规定禁载内容期刊的。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第六⼗⼆条处
罚。

《出版管理条例》第六⼗七条:有下列⾏为之⼀的,由出版⾏政主管部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许可证:(⼀)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
务范围,合并或者分⽴,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者报纸、期刊改变名称,
以及出版单位变更其他事项,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到出版⾏政主管部
⻔办理审批、变更登记⼿续的;(⼆)出版单位未将其年度出版计划和涉
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的重⼤选题备案的;(三)出版单位未依照
本条例的规定送交出版物的样本的;(四)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未依照本条
例的规定留存备查的材料的;(五)出版进⼝经营单位未将其进⼝的出版
物⽬录报送备案的;(六)出版单位擅⾃中⽌出版活动超过180⽇的;(七)
出版物发⾏单位、出版物进⼝经营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变
更审批⼿续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的。《期刊出
版管理规定》
第六⼗条：期刊出版单位有下列⾏为之⼀的，依照《出版管理条例
》第六⼗七条处罚：（⼀）期刊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主管单位、
业务范围、刊期，未依照本规定办理审批⼿续的；（⼆）期刊出版
单位变更名称，合并或分⽴，改变资本结构，出版新的期刊，未依
照本规定办理审批⼿续的；（三）期刊出版单位未将涉及国家安
全，社会安定等⽅⾯的重⼤选题备案的；（四）期刊出版单位未依
照本规定缴送样刊的。

《⽹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第五⼗⼀条:未经批准,擅⾃从事⽹络出版
服务,或者擅⾃上⽹出版⽹络游戏(含境外著作权⼈授权的⽹络游戏),
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六⼗⼀条、《互联⽹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第⼗九条的规定,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理部⻔依照法定
职权予以取缔,并由所在地省级电信主管部⻔依据有关部⻔的通知,按
照《互联⽹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给予责令关闭⽹站
等处罚;已经触犯刑法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删除全
部相关⽹络出版物,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备、
专⽤⼯具,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
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侵犯他⼈合
法权益的,依法承担⺠事责任。
《出版管理条例》第六⼗⼀条:未经批准,擅⾃设⽴出版物的出版、印
刷或者复制、进⼝单位,或者擅⾃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
、进⼝、发⾏业务,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伪造、假冒报纸、期刊名
称出版出版物的,由出版⾏政主管部⻔、⼯商⾏政管理部⻔依照法定
职权予以取缔;依照刑法关于⾮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
不够刑事处罚的,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具
、设备,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
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侵犯他⼈合法
权益的,依法承担⺠事责任。

对期刊出版单位出版含
有《出版管理条例》和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国家规定禁载内容期

刊的⾏政处罚

对期刊出版单位未依《
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缴
送样刊等⾏为的⾏政处

罚

对未经批准,擅⾃从事
⽹络出版服务,或者擅
⾃上⽹出版⽹络游戏
(含境外著作权⼈授权
的⽹络游戏)的⾏政处

罚

88

89

90

较轻违法情节：（1）责令改正及时改正的；（2）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下的。

⼀般违法情节：（1）责令改正仍不改正的；（2）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
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
的。

较重违法情节：（1）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2）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
时，违法经营额在50万元以上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6000元以上1万元
元以下的。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1）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六⼗九条，对⾮法出版物的来源作出说明、
指认，经查证属实的，主动消除危害影响，没有造成危害结果的；（2）含有禁⽌性内容的
出版物没有上市流通的；（3）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取证，主动消除影响的；（4）违法经营额
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
额在3000元以下的。

⼀般违法情节：（1）能够停⽌违规⾏为；（2）未产⽣不良影响或后果的；（3）能够配合
调查取证的；（4）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违法
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较重违法情节：（1）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未停⽌违规⾏为；（3）不能配合⾏政执法
和案件调查的；（4）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50万元以上的；违法经营额不
⾜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般违法情节：①有第⼀、⼆项情形，期刊出版单位第⼀次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审批⼿续
的；②有第三项情形，未按规定备案1次的；③有第四项情形，期刊出版单位未按规定送交
样刊60天以下的。

责令改正、警告。

①有第⼀、⼆项情形，期刊出版单位第⼆次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审批⼿续
的；②有第三项情形，未按规定备案2次的；③有第四项情形，期刊出版
单位未按规定送交样刊60天以上120天以下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个⽉。

①有第⼀、⼆项情形，期刊出版单位第三次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审批⼿续
的；②有第三项情形，未按规定备案3次的；③有第四项情形，期刊出版
单位未按规定送交样刊120天以上180天以下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个⽉以上三个⽉以下。

①有第⼀、⼆项情形，期刊出版单位第四次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审批⼿续
的；②有第三项情形，未按规定备案4次以上的；③有第四项情形，期刊
出版单位未按规定送交样刊180天以上的。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较重违法情节：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责令删除相关内容并限期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
6.5倍以下罚款。

责令删除相关内容并限期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1.5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删除相关内容并限期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6.5倍以上
8.5倍以下罚款。

责令删除相关内容并限期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1.5万元以上3.5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国家新闻
出版⼴电总局吊销《⽹络出版服务
许可证》,由电信主管部⻔依据出版
⾏政主管部⻔的通知吊销其电信业
务经营许可或者责令关闭⽹站，并
处违法经营额8.5倍以上10倍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国家新闻
出版⼴电总局吊销《⽹络出版服务
许可证》,由电信主管部⻔依据出版
⾏政主管部⻔的通知吊销其电信业
务经营许可或者责令关闭⽹站，并
处3.5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1.张强（⽜坨⼦⼤集书摊）印刷或者复制、发⾏明知或应知含有禁⽌内容的出版物（⻄⻘）⽂综
罚字〔2021〕F-000025号
2.天津名筑图书销售有限公司印刷或者复制、发⾏明知或应知含有禁⽌内容的出版物（⻄⻘）⽂
罚字〔2019〕第F-000024号

1.⾼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综罚字〔2021〕F-
000182号
2.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综罚字〔2021〕
F-000194号
3.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综罚字〔2021
〕F-000181号
4.天津⾃贸试验区晨轩⽂具⽤品经营部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
未办理审批、变更登记⼿续（滨海）⽂综罚字〔2021〕F-000046号
5.天津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执）⽂罚字〔2019〕
第F-000022号
6.天津浩林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津⽂执）⽂罚字〔2019
〕第F-000023号

1.天津鑫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未能提供近两年的出版物发⾏进销货清单等有关⾮财务票据（滨
海）⽂综罚字〔2022〕F-000019号
2.天津市宁河区⼩状元书店（贾⽴⾂）未能提供近两年的出版物发⾏进销货清单等有关⾮财务票
据（宁河）⽂综罚字〔2022〕F-000004号
3.天津巧艺⽂化传播有限公司未能提供近两年的出版物发⾏进销货清单等有关⾮财务票据（津）
⽂综罚字〔2022〕F-000061号
4.天津河⻄区⽂聚轩⽂化⽤品商店未能提供近两年的出版物发⾏进销货清单等有关⾮财务票据
（津）⽂综罚字〔2022〕F-000060号
5.天津市河⻄区海地⽂体⽤品商店（张淑英）未能提供近两年的出版物发⾏进销货清单等有关⾮
财务票据（津）⽂综罚字〔2022〕F-000049号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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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管理条例》第六⼗⼆条:有下列⾏为之⼀,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出版⾏政主管部⻔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经菅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可
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出版
、进⼝含有本条例第⼆⼗五条、第⼆⼗六条禁⽌内容的出版物的;(⼆)
明知或者应知出版物含有本条例第⼆⼗五条、第⼆⼗六条禁⽌内容
⽽印刷或者复制、发⾏的;(三)明知或者应知他⼈出版含有本条例第⼆
⼗五条、第⼆⼗六条禁⽌内容的出版物⽽向其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
转让本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版⾯,或者出租本单位
的名称、刊号的。第⼆⼗五条: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反
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统⼀、主权和领⼟完整的;(三)
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
族仇恨、⺠族歧视,破坏⺠族团结,或者侵害⺠族⻛俗、习惯的;(五)宣
扬邪教、迷信的;(六)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淫秽、赌
博、暴⼒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侵害他⼈合法权益
的;(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族优秀⽂化传统的;(⼗)有法律、⾏政法规
和国家规定禁⽌的其他内容的。第⼆⼗六条:以未成年⼈为对象的出
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为和违法犯罪的
⾏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健康的内容《
⽹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笫⼆⼗四条:⽹络出版物不得含有以下内
容:(⼀)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统⼀、主权和领⼟完
整的;(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
的;(四)煽动⺠族仇恨、⺠族歧视,破坏⺠族团结,或者侵害⺠族⻛俗、
习惯的;(五)宣扬邪教、迷信的;(六)散布谣⾔,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
稳定的;(七)宣扬淫秽、⾊情、赌博、暴⼒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
者诽谤他⼈,侵害他⼈合法权益的;(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族优秀⽂
化传统的;(⼗)有法律、⾏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的其他内容的。第⼆
⼗五条:为保护未成年⼈合法权益,⽹络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
模仿违反社会公德和违法犯罪⾏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残酷等妨
害未成年⼈⾝⼼健康的内容,不得含有披露未成年⼈个⼈隐私的内容
。第五⼗⼆条:出版、传播含有本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禁⽌
内容的⽹络出版物的,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六⼗⼆条、《互联⽹
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条的规定,由出版⾏政主管部⻔责令删除
相关内容并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l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
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国家新闻出版⼴电总
局吊销《⽹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由电信主管部⻔依据出版⾏政主管
部⻔的通知吊销其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或者责令关闭⽹站;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从事本条第⼀款⾏为的⽹络出版服务单位提
供⼈⼯⼲预搜索排名、⼴告、推⼴等相关服务的,由出版⾏政主管部
⻔责令其停⽌提供相关服务。

《出版管理条例》第六⼗七条:有下列⾏为之⼀的,由出版⾏政主管部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许可证:(⼀)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
务范围,合并或者分⽴,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者报纸、期刊改变名称,
以及出版单位变更其他事项,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到出版⾏政主管部
⻔办理审批、变更登记⼿续的;(⼆)出版单位未将其年度出版计划和涉
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的重⼤选题备案的;(三)出版单位未依照
本条例的规定送交出版物的样本的;(四)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未依照本条
例的规定留存备查的材料的;(五)出版进⼝经营单位未将其进⼝的出版
物⽬录报送备案的;(六)出版单位擅⾃中⽌出版活动超过180⽇的;(七)
出版物发⾏单位、出版物进⼝经营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变
更审批⼿续的;（⼋)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的。《⽹络出
版服务管理规定》
第五⼗四条：有下列⾏为之⼀的，根照《出版管理条例》第六⼗七
条的规定，由出版⾏政主管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
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国家新闻出版⼴电总局吊销《⽹络出
版服务许可证》：（⼀）⽹络出版服务单位变更《⽹络出版服务许
可证》登记事项，资本结构，超出批准的服务范围从事⽹络出版服
务，合并或者分⽴，设⽴分⽀机构，未根据本规定办理审批⼿续
的；（⼆）⽹络出版服务单位未按规定出版涉及重⼤选题出版物
的；（三）⽹络出版服务单位擅⾃中⽌⽹络出版服务超过180⽇的；
（四）⽹络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的。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三⼗七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为之⼀的,
由出版⾏政主管部⻔责令停⽌违法⾏为,予以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罚
款:(⼀)未能提供近两年的出版物发⾏进销货清单等有关⾮财务票据或
者清单、票据未按规定载明有关内容的;(⼆)超出出版⾏政主管部⻔核
准的经营范围经营的;(三)张贴、散发、登载有法律、法规禁⽌内容的
或者有欺诈性⽂字、与事实不符的征订单、⼴告和宣传画的;(四)擅⾃
更改出版物版权⻚的;(五)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未在经营场所明显处张挂
或者未在⽹⻚醒⽬位置公开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登载的有
关信息或者链接标识的;(六)出售、出借、出租、转让或者擅⾃涂改、
变造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七)公开宣传、陈列、展示、征订、销售或
者⾯向社会公众发送规定应由内部发⾏的出版物的;(⼋)委托⽆出版物
批发、零售资质的单位或者个⼈销售出版物或者代理出版物销售业
务的;(九)未从依法取得出版物批发、零售资质的出版发⾏单位进货
的;(⼗)提供出版物⽹络交易平台服务的经营者未按本规定履⾏有关审
查及管理责任的;(⼗⼀)应按本规定进⾏备案⽽未备案的;(⼗⼆)不按规
定接受年度核验的。

对出版、传播含有《⽹
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条、第⼆⼗五
条禁⽌内容的⽹络出版

物的⾏政处罚

对⽹络出版服务单位变
更《⽹络出版服务许可
证》登记事项、资本结
构未依据《⽹络出版服
务管理规定》办理审批
⼿续等⾏为的⾏政处罚

对未能提供近两年的出
版物发⾏进销货清单等
有关⾮财务票据或者清
单、票据未按规定载明
有关内容等⾏为的⾏政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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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轻违法情节：①有第⼀项情形，未能提供半年的出版物发⾏进销货清单等有关⾮财务票据
或者10-20张清单、票据未按规定载明有关内容；②有第⼆、⼗、⼗⼀项情形，超出出版⾏
政主管部⻔核准的经营范围经营、超过规定备案、年度核验期限6个⽉以内的；③有第三项
情形，张贴、散发、登载有法律、法规禁⽌内容的或者有欺诈性⽂字、与事实不符的征订单
、⼴告和宣传画500张以下；④有第四、七项情形，出版物500本以下的；⑤有第五项情形，
⼀年内第⼀次查实；⑥有第六项情形，违法经营额5000元以下；⑦有第⼋、九项情形，违法
经营额2000元以下；⑧有第⼗项情形，违法情节轻微。

责令停⽌违法⾏为，警告，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

⼀般违法情节：①有第⼀项情形，未能提供⼀年的出版物发⾏进销货清单等有关⾮财务票据
或者20-50张清单、票据未按规定载明有关内容；②有第⼆、⼗、⼗⼀项情形，超出出版⾏
政主管部⻔核准的经营范围经营、超过规定备案、年度核验期限6-12个⽉的；③有第三项情
形，张贴、散发、登载有法律、法规禁⽌内容的或者有欺诈性⽂字、与事实不符的征订单、
⼴告和宣传画500-1000张；④有第四、七项情形，出版物500-1000本的；⑤有第五项情
形，⼀年内第两次查实；⑥有第六项情形；违法经营额5000-2万元，⑦有第⼋、九项情形，
违法经营额2000-5000元；⑧有第⼗项情形，造成⼀般危害后果。

责令停⽌违法⾏为，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违法情节：①有第⼀项情形，未能提供两年的出版物发⾏进销货清单等有关⾮财务票据
或者100张以上清单、票据未按规定载明有关内容；②有第⼆、⼗、⼗⼀项情形，超出出版
⾏政主管部⻔核准的经营范围经营、超过规定备案、年度核验期限⼀年以上的；③有第三项
情形，张贴、散发、登载有法律、法规禁⽌内容的或者有欺诈性⽂字、与事实不符的征订单
、⼴告和宣传画1000张以上；④有第四、七项情形，出版物1000本以上的；⑤有第五项情
形，⼀年内第三次查实；⑥有第六项情形，违法经营额2万元以上；⑦有第⼋、九项情形，
违法经营额5000元以上；⑧有第⼗项情形，造成较重危害后果。

责令停⽌违法⾏为，警告，并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1）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六⼗九条，对⾮法出版物的来源作出说明、
指认，经查证属实的，主动消除危害影响，没有造成危害结果的；（2）含有禁⽌性内容的
出版物没有上市流通的；（3）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取证，主动消除影响的；（4）违法经营额
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
额在3000元以下的。

⼀般违法情节：（1）能够停⽌违规⾏为；（2）未产⽣不良影响或后果的；（3）能够配合
调查取证的；（4）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违法
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较重违法情节：（1）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未停⽌违规⾏为；（3）不能配合⾏政执法
和案件调查的；（4）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50万元以上的；违法经营额不
⾜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般违法情节：①有第⼀项情形，⽹络出版服务单位第⼀次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审批⼿续
的；②有第⼆项情形，未按规定备案1次的；有③第三项情形，⽹络出版服务单位擅⾃中⽌
⽹络出版服务超过180⽇短于240天的；④有第四项情形，⽹络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
标准1项的。

责令改正、警告。

①有第⼀项情形，⽹络出版服务单位第⼆次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审批⼿续
的；②有第⼆项情形，未按规定备案2次的；③有第三项情形，⽹络出版
服务单位擅⾃中⽌⽹络出版服务超过240⽇短于300天的；④有第四项情
形，⽹络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2项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个⽉。

①有第⼀项情形，⽹络出版服务单位第三次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审批⼿续
的；②有第⼆项情形，未按规定备案3次的；③有第三项情形，⽹络出版
服务单位擅⾃中⽌⽹络出版服务超过300天短于360天的；④有第四项情
形，⽹络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3项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个⽉以上三个⽉以下。

①有第⼀项情形，⽹络出版服务单位第四次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审批⼿续
的；②有第⼆项情形，未按规定备案4次以上的；③有第三项情形，⽹络
出版服务单位擅⾃中⽌⽹络出版服务超过360天的；④有第四项情形，⽹
络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4项以上的。

由国家新闻出版⼴电总局吊销《⽹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较重违法情节：



序号 执法事项 法定依据 执法事项涉及的案例数量 案件名称和案件号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 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6.5
倍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
法所得,并处1.5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6.5倍以上8.5
倍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
法所得,并处1.5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
罚款。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5万
元的 违法所得1.5万元以下的。

取缔，没收电影⽚和违法所得以及
从事违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可
以并处7.5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的 违法所得5万以上12.5万元以下的。

取缔，没收电影⽚和违法所得以及
从事违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并
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6.5倍以下的罚款
。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5万
元的

违法所得1.5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的
。

取缔，没收电影⽚和违法所得以及
从事违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可
以并处7.5万元以上17.5万元以下的
罚款。

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的 违法所得12.5万以上20万元以下的
。

取缔，没收电影⽚和违法所得以及
从事违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并
处违法所得6.5倍以上8.5倍以下的罚
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5万
元的 违法所得3.5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

取缔，没收电影⽚和违法所得以及
从事违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可
以并处17.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
罚款。

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的 违法所得20万以上的。

取缔，没收电影⽚和违法所得以及
从事违法活动的专⽤⼯具设备；并
处违法所得8.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
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5万
元的 违法所得1.5万元以下的。

由⼯商⾏政管理部⻔予以取缔，没
收违法经营的电影⽚和违法所得以
及进⾏违法经营活动的专⽤⼯具、
设备；并处20万元以上29万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的 违法所得5万以上12.5万元以下的。

由⼯商⾏政管理部⻔予以取缔，没
收违法经营的电影⽚和违法所得以
及进⾏违法经营活动的专⽤⼯具、
设备；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6.5倍以
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5万
元的

违法所得1.5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的
。

由⼯商⾏政管理部⻔予以取缔，没
收违法经营的电影⽚和违法所得以
及进⾏违法经营活动的专⽤⼯具、
设备；并处29万元以上41万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的 违法所得12.5万以上20万元以下的
。

由⼯商⾏政管理部⻔予以取缔，没
收违法经营的电影⽚和违法所得以
及进⾏违法经营活动的专⽤⼯具、
设备；并处违法所得6.5倍以上8.5倍
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5万
元的 违法所得3.5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

由⼯商⾏政管理部⻔予以取缔，没
收违法经营的电影⽚和违法所得以
及进⾏违法经营活动的专⽤⼯具、
设备；并处41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的 违法所得20万以上的。

由⼯商⾏政管理部⻔予以取缔，没
收违法经营的电影⽚和违法所得以
及进⾏违法经营活动的专⽤⼯具、
设备；并处违法所得8.5倍以上10倍
以下的罚款。

1.张强（⽜坨⼦⼤集书摊）印刷或者复制、发⾏明知或应知含有禁⽌内容的出版物（⻄⻘）⽂综
罚字〔2021〕F-000025号
2.天津名筑图书销售有限公司印刷或者复制、发⾏明知或应知含有禁⽌内容的出版物（⻄⻘）⽂
罚字〔2019〕第F-000024号

1.天津市未经著作权⼈许可，复制、发⾏、表演、放映、⼴播、汇编、通过信息⽹络向公众传播
其作品，擅⾃从事电影放映活动。
(1)（津）⽂综罚字〔2021〕F-000085号
2.和平区擅⾃从事电影放映活动。
(1)（和平）⽂罚字〔2019〕第F-000007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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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中华⼈⺠
共和国电影产业
促进法》第四⼗
七条或《点播影
院、点播院线管
理规定》第三⼗
条第⼀款的。

违反《电影管理
条例》第五⼗五
条的。

较轻违法情节：

⼀般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较轻违法情节：

⼀般违法情节：

较重违法情节：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
第⼆⼗条：任何单位和个⼈不得发⾏下列出版物：（⼀）含有《出
版管理条例》禁⽌内容的违禁出版；（⼆）各种⾮法出版物，包
括：未经批准擅⾃出版、印刷或者复制的出版物，伪造、假冒出版
单位或者报刊名称出版的出版物，⾮法进⼝的出版物；（三）侵犯
他⼈著作权或者专有出版权的出版物；（四）出版⾏政主管部⻔明
令禁⽌出版、印刷或者复制，发⾏的出版物。
第三⼗⼆条：发⾏违禁出版物的，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第六⼗⼆
条处罚。
发⾏国家新闻出版⼴电总局禁⽌进⼝的出版物，或者发⾏未从依法
批准的出版物进⼝经营单位进货的进⼝出版物，依照《出版管理条
例》第六⼗三条处罚。发⾏其他⾮法出版物和出版⾏政主管部⻔明
令禁⽌出版、印刷或者复制，发⾏的出版物的，依照《出版管理条
例》第六⼗五条处罚。
发⾏违禁出版物或者⾮法出版物的，当事⼈对其来源作出说明，指
认，经查证属实的，没收出版物和⾮法所得，可以减轻或免除其他
⾏政处罚。
第三⼗九条：征订，储存、运输、邮寄、投递、散发、附送本规定
第⼆⼗条所列出版物的，按照本规定第三⼗⼆条进⾏处罚。

1.《中华⼈⺠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第四⼗七条：违反本法规定擅⾃从事电影摄制、发⾏、放映活动
的，由县级以上⼈⺠政府电影主管部⻔予以取缔，没收电影⽚和违
法所得以及从事违法活动的专⽤⼯具设备；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
法所得不⾜五万元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2.《电影管理条例》
第五⼗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设⽴电影⽚的制⽚、发⾏、放
映单位，或者擅⾃从事电影制⽚、进⼝、发⾏、放映活动的，由⼯
商⾏政管理部⻔予以取缔；依照刑法关于⾮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没收违法经营的电影⽚和违法
所得以及进⾏违法经营活动的专⽤⼯具、设备；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
所得不⾜5万元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3.《点播影院、点播院线管理规定》
第三⼗条第⼀款：违反本规定，擅⾃从事点播影院、点播院线电影
放映、发⾏活动的，依照《中华⼈⺠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第四
⼗七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对征订、储存、运输、
邮寄、投递、散发、附
送《出版物市场管理规
定》第⼆⼗条所列出版

物的⾏政处罚

对违反《中华⼈⺠共和
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擅
⾃从事电影摄制、发⾏
、放映活动等⾏为的⾏

政处罚

94

95

违法行为的情节、程度 裁量基准

较轻违法情节：（1）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六⼗九条，对⾮法出版物的来源作出说明、
指认，经查证属实的，主动消除危害影响，没有造成危害结果的；（2）含有禁⽌性内容的
出版物没有上市流通的；（3）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取证，主动消除影响的；（4）违法经营额
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违法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
额在3000元以下的。

⼀般违法情节：（1）能够停⽌违规⾏为；（2）未产⽣不良影响或后果的；（3）能够配合
调查取证的；（4）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违法
经营额不⾜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

较重违法情节：（1）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未停⽌违规⾏为；（3）不能配合⾏政执法
和案件调查的；（4）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时，违法经营额在50万元以上的；违法经营额不
⾜1万元时，违法经营额在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