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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权与版权法



版权

• 即著作权，是指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作者对
其作品享有的权利。

• 人身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
整权

• 财产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
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
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

• 邻接权



作品

• 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
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 版权法规定的作品：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
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美术建筑作
品；摄影作品；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
法创作的作品；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
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计算机软件；其
他作品。



版权法

• 调整版权人之间以及版权人与版权主管机关在作
品的创作、传播、使用、管理过程中产生的社会
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基本原则：（1）以鼓励创作、维护作者权益为核
心的原则。（2）版权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
众利益协调一致的原则。（3）符合版权国际保护
基本准则的原则。



版权法律体系

• 宪法： 《宪法》
• 法律：《民法通则》、《著作权法》、《专利法》、《商
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 国际条约：《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条约》、《录音
制品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视听表
演北京条约》……

• 行政法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著作权集
体管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我馆规定：《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版权管理办法》、《国
家图书馆文献采选条例》、《国家图书馆捐赠文献接受管
理办法》、《国家图书馆文献利用条例》……



二、数字资源建设的
版权法律环境



国际版权法律环境-国际条约
条约名称 图书馆复制发行例外概述

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 第九条2.成员国法律可允许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

复制作品，只要不损害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致无
辜侵害作者合法权益

世界版权公约 第四条之二（二）任何缔约国根据其国内法可以
对财产权利作出符合公约精神和内容的例外规定，
但必须对例外规定的各项权利给予合理、有效保
护。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WCT）

序言：承认有必要按《伯尔尼公约》所反映的保
持作者权利与广大公众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
获得信息的利益之间的平衡；

第十条：缔约各方在某些不与作品正常利用相抵
触、也不无理损害作者合法利益的特殊情况下，
可在其国内立法中规定限制或例外。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协议）

第十三条：各成员国对专有权作出的任何限制或
例外规定仅限于某些特殊情况，且与作品的正常
利用不相冲突，也不得无理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



国际版权法律环境-国际条约

• 保持作者权利与广大公众利益（尤其是教育、研
究和获得信息的利益）之间的平衡

• 与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冲突

• 不得无理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



国际版权法律环境-外国版权法
外国著作权法 图书馆复制发行例外概述

埃及知识产权保护法 第171条第八：图书馆提供个人合理使用复制、为保存原版本或者作为原版本丢
失、毁损的替代品且无法获得替代版本时进行复制。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 L.122-5 7）规定：图书馆可以复制，但仅限部分残疾人查询。国家书籍中心要
按照《数字经济信任法》第4条标准将电子文档提供给图书馆使用并确保文档保
密和访问下载。

德国著作权法 第52条b：非营利目的的图书馆，允许在该馆空间内的电子阅读场所公开提供馆
藏中已发表的著作。公开提供应适当支付报酬。

印度著作权法 第52条（p）：图书馆提供复制件给个人合理使用

意大利著作权法 第68条2.图书馆为本馆的服务、以非营利性自由复印馆藏作品，也可复制给读者

个人合理使用。但禁止向公众传播，也禁止任何与作者经济使用权构成竞争的
使用。

日本著作权法 第三十一条：提供给用户合理使用、提供给其他图书馆因绝版等难以获得的图
书。为避免原本灭失或损伤，可在必要限度内将特定作品进行电子化存储。

韩国著作权法 第31条：图书馆可复制作品提供个人合理使用、馆际互借、电子文献传递（出

版发行未满五年的除外，要依相关标准支付报酬）。图书馆可为保存版本进行
数字化复制。图书已经以数字化形式销售的，不得数字化复制。

英国版权法 第37.-第44.。其中第40A：公共图书馆出借公共出借权利方案内的书籍复制品，
不侵犯任何类型作品的版权。
第56.：购买人所制作的不随作品转移的任何复制品，不论为何种目的，在被转
移后应视为侵权复制品。

美国版权法 第108条：图书馆仅能因保存版本需要等理由以数字形式复制作品，以数字形式
制作的复制品必须未曾以数字形式发行或以数字形式向公众提供。



国际版权法律环境-外国版权法

• 同在国际条约框架下制定

• 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相似



我国版权法律环境-立法目的

• 第一条 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
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
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我国版权法律环境-许可使用

• 第二十四条 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版权人订立许
可使用合同，本法规定可以不经许可的除外。

• 第二十五条 转让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
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我国版权法律环境-公有领域

• 我国版权法规定：公民作品的权利保护期为作者终生
及其死后五十年；法人或其他组织作品的权利保护期
为首次发表后的五十年，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五十年
内没有发表的，不再受版权法保护。（版权法第二十
条、二十一条）

• 《著作权法》第五条本法不适用于：
（一）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
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
译文；

（二）时事新闻；
（三）历法、通用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我国版权法律环境-合理使用

• 《版权法》第二十二条
• 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

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版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八）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
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
• 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通过

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
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
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应当是已
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
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的作品。



我国版权法律环境-法定许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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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提供其作品；
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版权人没有异议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提供
其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版权人支付报酬。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
版权人的作品后，版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删
除版权人的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版权人支付提供作品期间的报
酬。

• 依照前款规定提供作品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



我国版权法律环境-法定缴送

• 音像电子出版物相关规定散见于相关行政法规与
部门规章：

• 出版管理条例23条
• 图书出版管理规定 第2、34条
•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12条2款
• 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第2、32、35条
• 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第43条
• 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45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3条



我国版权法律环境-政府信息公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

•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
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置政府信
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

行政机关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等场所、设施，公开政府信息。

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向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
信息。

• 第三十五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
（二）不及时更新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
息公开目录的；



数字资源建设版权法律环境分析

• 总的来说，著作权法侧重于保护作者权益，图书
馆限制和例外条款远远不能满足当前数字图书馆
建设的需要。

• 司法实践中已开始考虑利益衡平、图书馆功能和
价值的特殊性。



【例】陈兴良诉数字图书馆著作权侵权
纠纷案判决书
• “第二，图书馆是搜集、整理、收藏图书资料供
人阅览参考的机构，其功能在于保存作品并向社
会公众提供接触作品的机会。图书馆向社会公众
提供作品，对传播知识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特定的社会公众有阅览
资格的读者，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方式借阅，
才能接触到图书馆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作品。因此，
这种接触对作者行使著作权的影响是有限的，不
构成侵权。”



【例】殷志强与金陵图书馆侵犯著作权
纠纷案判决书
• “但是，在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的权利有限制的情形
下，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著作权人扩张其权利
或滥用权利的主张不应当得到支持……关于第一个争
议焦点，图书馆作为非营利性的文化事业单位，收藏
文献、保存信息、提供检索，并以“有限提供”的方
式向社会公众传播信息是其主要职能……关于第二个
争议焦点，金陵图书馆向读者提供馆藏《中国学术期
刊(光盘版)》及其数据库中有关文章的查询、打印，
与向读者提供馆藏纸质期刊杂志供读者借阅，在性质
上都是一种文化和信息的传播方式，符合我国著作权
法促进文化、科学和艺术作品传播的立法宗旨，而不
能将其雷同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发行行为。”



三、数字图书馆如何
应对当前版权法律环境



应对策略

• 原则上先获权后使用

• 充分利用法律限制和例外

• 合理规避法律风险

• 表达立法诉求



原则上先获权后使用

• 明确著作权人

• 签订著作权合同



【例】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常涉作品类型
与权利人



【例】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常涉作品类型
与权利人



【例】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获权

• 图书馆制定著作权许可使用格式合同，通过与出
版社、作者直接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协议的方式
解决版权授权问题。



【例】数字版权征集

• 指图书馆直接面向征集对象广泛征集数字资源。
可以由图书馆起草版权授权协议，并要求接受征
集的单位提供必要的版权授权证明与相关凭证。

• 自有版权与其他来源版权要求提供的版权授权证
明、相关材料要求不同。



• 人民网版权声明

人民网网页所涉及的任何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文字报导、图片、声音、录像、图表、广告、域
名、软件、程序、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
内容分类标准）的 版权均属人民网和资料提供者
所有。未经人民网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引用、
复制、转载、摘编或以其他任何方式非法使用人
民网的上述内容。对于有上述行为者， 人民网将
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例】信息网络资源采集



充分利用法律限制和例外

从获权成本角度考虑做如下选择顺序：

• 公有领域（不属限制和例外，此处仅为方便阐述）

• 合理使用

• 法定许可



【例】 公有领域图书筛查项目

• 2008-2013筛查：搜集并制作公有领域图书及相关
书目数据。
版权已经进入公有领域或在未来十年即将进入公
有领域的图书
于1912年1月1日以后创作、汇编、演绎的图书
由国家认可的出版机构公开出版发行的汉语版图
书

• 2014新增公有领域甄别：对已经数字化的民国图
书进行公有领域状态的核查和判别。



【例】公有领域图书筛查项目（续）

• 目前，确认公有领域书目数据累计达到148，327条；截至
2014年底，已经开展近5万种公有领域图书的数字化加工。

项目期数 时间 数量

一期 2008 977条规范，10056条书目

二期 2009-2010 4623条规范，35699条书目

三期 2011 211条规范，6606条书目

四期 2012 419条规范，13974条书目

五期 2013 1353条规范，42529条书目

六期 2014 甄别30246条，768条规范，20730条

总计 甄别30246条，8351条规范，129594条书目



【例】政府信息公开

• 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是国家图书馆联合公
共图书馆共同建设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
为社会提供政府信息服务，通过全面采集并整合我国
各级政府公开信息，构建一个方便、快捷的政府公开
信息整合服务门户，使用户能够一站式地发现并获取
政府公开信息资源及相关服务。

• 平台的终极目标是联合全国省、市、区、县各级公共
图书馆采用分层建设、共建共享的模式完成政府信息
的整合与服务，由国家图书馆整合中央级的政府信息，
省、市、区、县图书馆整合本行政区的政府信息，通
过合作共建实现公共图书馆在政府公开信息整合开发
方面的统筹协调发展，以实现对各级政府信息资源的
收集、整理、保存、开发、利用并服务于公众。



合理规避法律风险

• 格式合同：违约金、版权免责条款

• 版权声明：免责、通知-移除、补偿标准

• 注意义务：资源上的版权信息、第三方授权协议

• 技术措施：加密、水印



【例】孤儿作品版权声明



表达立法诉求

• 科研

• 会议

• 交流

• 立法建议

• ……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