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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程度

违反《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 18、20 条。第 18 条:许可他人行使软件著作权的，应当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许可使用合同中软件著作权人未明确
许可的权利，被许可人不得行使。 第 20 条:转让软件著作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依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 24 条:应当根据情况，
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
转让或者许可他人行 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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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著作权人的软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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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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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
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理）

违反《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条 权利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受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保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八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之一的，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
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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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情节轻重，可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
通过信息网络擅自向
设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通过信息网络擅自向公众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二）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
公 众 提 供 他 人 的 作 的；
（三）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应
品、表演、录音录像制
知未经权利人许可而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四）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
品的。
演、录音录像制品超过规定范围，或者未按照公告的标准支付报酬，或者在权利人不同意提供其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后未立即删除的；
（五）通
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指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或者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称），或者
未支付报酬，或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未防止服务对象的复制
行为对权利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的。
（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移交同
级公安机关办理）
违反《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四条 为了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权利人可以采取技术措施。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
施，不得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公众提供主要用于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不得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
务。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避开的除外。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之一的，根据情况
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
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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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情节轻重，可处 25 万元
（一）通过信息
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网络擅自向公众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二）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
（三）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
术措施的。
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利人许可而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
息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四）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超过规定范围，或者未按照公告的标准
支付报酬，或者在权利人不同意提供其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后未立即删除的；
（五）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指
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或者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称），或者未支付报酬，或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采取技术措施防止
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未防止服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权利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的。
（违法情节符合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
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理）

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
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
供的作品、表演、录音
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
电子信息，或者通过
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
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
利人许可而被删除或
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
信息的作品、表演、录
音录像制品的。

违反《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五条 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下列行为：
（一）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
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无法避免删除或者改变的除外；
（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
应知未经权利人许可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
定，有下列侵权行为之一的，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
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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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情节轻重，可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通过信息网络擅自向公众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二）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
（三）故意删除
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利人许
可而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四）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超过规定范围，或者未按照公告的标准支付报酬，或者在权利人不同意提供其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后未立即删除的；
（五）通过信息网络提供
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指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或者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称），或者未支付报酬，或
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未防止服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权利人
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的。
（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
理）

违反《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九条 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免费提供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种植养
殖、防病治病、防灾减灾等与扶助贫困有关的作品和适应基本文化需求的作品，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提供前公告拟提供的作品及其作者、拟支付
报酬的标准。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提供其作品；
自公告之日起满 30 日，著作权人没有异议的，网络
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 服务提供者可以提供其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著作权人的作品后，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服
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 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删除著作权人的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提供作品期间的报酬。依照前款规定提供作品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
作品、表演、录音录像 获得经济利益。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之一的，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
制品超过规定范围，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上的，可处非
或者未按照公告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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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情节轻重，可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
准支付报酬，或者在 政管理部门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通过信息网络擅自向公众提供他人的作品、表
权利人不同意提供其 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二）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
（三）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
作品、表演、录音录像 理电子信息，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利人许可而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制 品 后 未 立 即 删 除 （四）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超过规定范围，或者未按照公告的标准支付报酬，或者在权利人不同意提
的。
供其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后未立即删除的；
（五）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指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
或者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称），或者未支付报酬，或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他人的
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未防止服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权利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的。
（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
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理）

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
人的作品、表演、录音 违反《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其作品的，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除本
录像制品，未指明作 条例第六条第一项至第六项、第七条规定的情形外，不得提供作者事先声明不许提供的作品；
（二）指明作品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名称）；
（三）依照
品、表演、录音录像制 本条例规定支付报酬；
（四）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著作权人的作品，并防止本条例
品的名称或者作者、第七条规定的服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著作权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
（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
表演者、录音录像制 例》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之一的，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
作者的姓名（名称），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上的，可处非法经营额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
或者未支付报酬，或 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下的，根据情节轻重，可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
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 的计算机等设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通过信息网络擅自向公众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二）故意避开或者破坏
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服 技术措施的；
（三）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
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 知或者应知未经权利人许可而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四）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
获得他人的作品、表 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超过规定范围，或者未按照公告的标准支付报酬，或者在权利人不同意提供其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后未立即删除
演、录音录像制品，或 的；
（五）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指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或者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
者未防止服务对象的 （名称），或者未支付报酬，或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未防止服
复制行为对权利人利 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权利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的。
（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
益 造 成 实 质 性 损 害 案件，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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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者故意为他人避开或
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
技术服务的。

违反《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四条 为了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权利人可以采取技术措施。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
施，不得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公众提供主要用于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不得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
务。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避开的除外。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著作权行政
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情节严重的，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
设备；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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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情节轻重，可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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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故意为
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的；
（二）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获得经济利益的；
（三）为扶助贫困通过信
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在提供前公告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
称）以及报酬标准的。
（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
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理）

违反《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条 权利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受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保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九
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情
人的作品、表演、录音 节严重的，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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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情节轻重，可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他人提供主
录像制品，获得经济 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或者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的；
（二）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
利益的。
录音录像制品，获得经济利益的；
（三）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在提供前公告作品、表演、录音录像
制品的名称和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称）以及报酬标准的。
（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
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理）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参考标准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法行为人是初犯，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
并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及时纠
收、销毁侵权复制品，
并处 5 万元的罚款。
正违法行为的。

一般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法行为人是再犯
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10 万元的罚
的，
或者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较大的。 款。

严重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法行为人是多次 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没收主要用于制作
违反的，或者经营行为对社会造成恶劣
影响，扰乱社会秩序，
破坏社会稳定的。 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并处 20
万的罚款。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非法经营额的。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下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非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 法经营额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可以
上的。
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
设备。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非法经营额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下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非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 法经营额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可以
上的。
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
设备。

轻微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 5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非法经营额的。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下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非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 法经营额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可以
上的。
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
设备。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非法经营额的。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下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非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 法经营额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可以
上的。
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
设备。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非法经营额的。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下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非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 法经营额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可以
上的。
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
设备。

轻微

没有非法经营额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主要用于
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下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主要用于
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上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主要用于
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处
非法经营额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可
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
等设备。

轻微

没有非法经营额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 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下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 2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

非法经营额 5 万元以上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非法经营额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可以没收主要
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完待续）

2018 年 2 月份东莞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情况

东莞12345政府服务热线
2018年第8期微信专题
[1]喜讯|东莞 12345 热线喜获市级
“巾帼文明岗”
称号！
[2]招聘|节后第一波招新，
要找工作的小伙伴快过来！
[3]注意|粤 S 车主，这样做会记 12 分+罚 5 千+行拘 15 天！
[4]违规|东莞房企拒绝公积金贷款，
今后将被严厉打击！
“东莞
东莞市 12345 热线管理中心 （详情请扫码关注
12345
热线”
微信公众号
）
2018 年 3 月 14 日

（逢周一、
周三刊登）东莞市政务服务办公室电话：
22831507

2018 年 2 月份，市镇
两级水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机构对养殖生产基地
的水产品进行药物残留
检测，共抽检水产品样本
93 个 ，合 格 率 为 100% 。
其中，市渔业质量监督检
验站共抽检养殖生产基
地 21 个 ，检 测 水 产 品 样
本 43 个，检测项目 258 批
次，
合格率为 100%。
东莞市海洋与渔业局
2018 年 3 月 14 日

注：
上表数据由东莞市渔
业质量监督检验站提供。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抽样地点
万江
东城
麻涌

道滘

寮步
沙田
高埗

万江新村 黄敬田养殖场
万江新村 胡展鹏养殖场
万江谷涌 庾汉球养殖场
万江谷涌 卢耀江养殖场
周屋 周海平养殖场
温塘 袁锐球养殖场
温塘下埔 杨燕发养殖场
泓升水产室内养殖场
麻一村 茹茹农果园
麻一村 莫羽棠养殖场
南城村 梁笑玲养殖场
南城村 袁明茅养殖场
闸口村 袁明茅养殖场
永庆村 袁耀芬养殖场
厚德村 叶寿朋养殖场
刘屋巷村十五水库
水坑养殖场
公岭蕉坑养殖场
杨公洲 水上人家
杨公洲 常胜钓鱼场
杨公洲 陈金桃养殖场
欧邓村 熊日彪养殖场
合计

检测样本数（个）

检测项目（批次）

2
2
2
2
3
1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43

12
12
12
12
18
6
6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258

不合格样本
数量和品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测
类别

水产养殖
生产基地
水产品药
物残留监
测（定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