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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出版权和出版者权

版权

版权 (Copyright) 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

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依法享有的一种民事权利。这

是对版权的狭义理解。

版权在大陆法系国家被称为作者权 (Author’s

right) 。在日本等国 ,被称为著作权。版权是英美法

系国家的提法 ,现在已被有关国际公约和许多国家

采用。我国《著作权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

的著作权即版权”。

版权从广义上理解 ,不仅包括作品的作者依法

享有的权利 ,还包括作品的传播者依法享有的权利。

后者又被称为版权的邻接权 ( Neighboring right ) 。

我国《著作权法》中将这种权利称为“与著作权有关

的权益”。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 ,对作者权与邻接权

加以严格区分 ,而英美法系国家 ,很少引入邻接权的

概念 ,将录音制作者、广播电视组织的权利直接列入

版权范围加以保护。

版权从其内容上可以分为财产权 (经济权利) 和

人身权 (精神权利) 两类。

出版权

出版权 ( Right of Publication) 是指作者或版权所

有人选择适当的方式、载体 ,将作品编辑加工后制作

复制品向公众发行的权利 ,是版权中一项最基本的

经济权利。

所谓出版 ( Publication) 是指将作品编辑加工后 ,

通过印刷、音像录制、缩微、数字化处理等手段制作

复制品向公众发行的行为。出版是一种特殊的、常

见的复制行为 ,其特点在于 :这种复制须经作者或版

权所有人同意才能进行 ;所复制的复制品数量须能

满足公众的合理需要 ;所复制的复制品要向公众提

供 ,包括出售、出租等方式。作品的出版是作者或版

权所有人行使其出版权的体现、形式和方法。

版权的产生 ,与出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

般认为版权是随着印刷术的出现而产生的 ,因此可

以说最早产生的版权是出版权。在当代 ,出版权仍

是可以先于、独立于版权出现并存在。在一些至今

还没有实行版权保护制度的国家 ,只要有印刷出版

业存在 ,就回避不了出版权 ,但却可以没有版权。

出版权在版权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主要的

版权国际公约 (如《伯尔尼公约》等) 都把作品的“首

次出版地”作为确认作品“国籍”的标准 ;少数实行注

册版权制的国家 ,作品出版、注册登记后才能受到版

权保护 ;作品出版后才便于作者行使版权中的其他

经济权利 ;出版是作品“发表”的重要形式之一 ,对于

那些在版权法中不承认版权精神权利的国家可以通

过出版权间接保护“发表权”。

在版权中 ,与出版关系最密切的是“复制权”、

“发行权”和“发表权”。

我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七条载明 :“本法第二条

所称的出版 ,指作品的复制、发行。”有些国家 (包括

我国) 并没有在版权法中明确“出版权”,而是将“出

版权”涵盖于“复制权”之中 ,但是单独列出“发行

权”;而另一些国家的版权法 (包括《伯尔尼公约》等

版权国际公约) 中 ,明确列有“出版权”,却没有列出

“发行权”,可以理解为“出版”中实际已包括了一部

分“发行”。但是出版与发行毕竟还是两种不同的行

为 ,“出版权”与“发行权”也可以分别行使 ,在一般的

出版发行合同中 ,对这两种权利都要分别加以明确

和认定。

出版者权

出版者权 ( Right of Publisher) 是指出版者依法

对其出版物享有的权利。出版者权属于版权的邻接

权 ,而不直接属于版权范畴。

所谓出版者是指从事出版行为的人 (或法人) ,

即从事将作品编辑加工后 ,通过印刷、音像录制、缩

微、数字化处理等手段制作复制品向公众发行的人

(或法人) 。出版者是作品的传播者 ,而不是作品的

创作者。出版者所制作的作品复制品被称为出

版物。

出版者权主要有两项 :一是对其出版物的版式

设计权 (或称版本权、版样权) ,通常包括对版心、排

式、字型、行距、标题、引文、标点符号等版面安排的

选择、确定 ,有时还涉及到序言、按语、目录、索引、附

录、版本记录、扉页、开本、装订、形式等项安排 ;另一

项是对其出版物的装帧设计权 ,一般包括对封面、封

底、版面装饰等设计。我国 2001 年修改《著作权法》

以后 ,装帧设计符合美术作品条件的 ,按美术作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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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保护 ,其余均按版式设计给予保护。此外 ,出版者

还有在其出版物上署名 ,表明是该出版物的出版者

的权利。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出版者有权

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

设计。

前款规定的权利 ,保护期为十年 ,截止于使用该

版式设计的图书、期刊首次出版后第十年的 12 月

31 日。”

出版者权是归出版者所有的权利 ,即可以由出

版者自主转让他人的权利 ,是一种具有所有权的权

利。而出版者依法可享有的权利 ,如果仅有使用权 ,

即便是独占使用权 ,而没有所有权 ,也不能称之为出

版者权。

最容易使人产生混淆的就是“出版权与出版者

权”,特别是所谓“专有出版权”。在我国《著作权法》

第三十条中规定 :“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

的作品 ,按照合同约定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

护 ,他人不得出版该作品。”有人据此把这种“专有出

版权”说成是出版者权 ,这是一种误解。

出版者所可以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并不是出版

者权 ,而是作者或版权所有人依合同有条件地许可

出版者使用的一部分版权 ,即版权中的出版权 ,这部

分版权仍归作者或版权所有人 ,而不归出版者所有。

出版者所享有的专有出版权 ,仅是版权出版权的独

占许可使用权 ,在合同约定的有效期内和地域内 ,具

有绝对排他性 ,可以禁止包括作者或版权所有人在

内的一切他人再出版同一作品 ;但是未经作者或版

权所有人的许可 ,出版者无权再许可他人行使这一

权利 ,也无权转让这一权利。而出版者权 ,即图书、

期刊的版式设计权 ,是归出版者独占的 ,出版者是

“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的。

综上所述 ,版权是作者依法享有的权利 ;出版权

是作者依法享有的版权经济权利中的一项 ;出版者

权是出版者依法享有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权。

就图书、期刊出版者而言 ,在图书、期刊出版活

动中 ,一般可以享有三类经济权利 :第一类是依法确

定的出版者权 (即版式设计权) ;第二类是自行设计

的符合美术作品条件的封面、封底、版面装饰的版

权 ;第三类是出版者依据合同取得的、作者或版权所

有人许可其使用的出版权。而专有出版权 ,仅是出

版者经作者或版权所有人许可使用的出版权中的一

种特殊类型 ,即版权出版权的独占许可使用权。 ■

普瑞 编

科技动态点滴
禽流感来势凶猛 　惟印度独善其身

2005 年 11 月 9 日 ,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盖奥拉迪奥

国家公园的园长阿伦·普拉萨德说 :“任何向我国飞来的

病鸟都得飞跃喜马拉雅山。我认为它们飞不到这里。它

们会在中途死去。喜马拉雅山可不是什么小山丘。”这个

公园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世界自然遗产 ,它是 375

种禽鸟的栖息地 ,其中有大约 100 种是每年冬季从欧洲、

西伯利亚和中国飞来的。普拉萨德说 :“每年冬天这里有

2 万只水禽。虽然主要的迁徙时间是 12 月 ,但是到 11 月

初已经有 5000 只黑鸭子、针尾鸭等飞来。”

最早天文观测台 　世界第一属中国

2005 年报道 ,中国发现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观测台 ,

距离今天 4100 多年。这个天文台位于山西省陶寺遗址 ,

那里是传说中的五帝 (公元前 2600 年至公元前 1600 年)

的都城。天文台遗址呈半环形 ,直径约 40 米。原来有 13

根 4 米以上的石杆 ,固定在第一个圆环的基部 ,在它们中

间形成了 12 个空隙。古人透过这些间隙来观察日出的

方向 ,以分辨季节。科学家发现 ,用这种方法观测出的季

节 ,与传统阴历的季节划分 ,仅仅相差一两天。这座天文

台还被用于祭祀活动。

人口分布的结构 　六十多年竟未变

胡焕庸教授在 1935 年发表中国等值线人口密度图。

“今试自黑龙江的爱晖 (今黑河 ———注) ,向西南作一直

线 ,至云南腾冲为止 ,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 :则此东

南部的面积计四百万平方公里 ,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36 % ;

西北部之面积 ,计七百万平方公里 ,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64 %。惟人口之分布 ,则东南计四亿四千万 ,约占总人口

的 96 % ;西北部之人口 ,仅一千八百万 ,约占总人口的

4 %。其多、寡之悬殊 ,有如此者。”卓莉等利用夜间灯光

平均强度的遥感数据 ,将县域人口统计数据分布到 1 平

方千米的网格上 ,得出 1998 年人口密度图。论文 2005 年

3 月发表在《地理学报》60 卷 2 期上。60 多年过去 ,中国

发生巨大变化 ,人口达到 13 亿 ,但人口分布结构竟然未

变 ,其背后应是某种有高度稳定性的规律。

洋山建成深水港 　上海市民多好奇

洋山开港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上海市民提出的问

题 ,对我们从事科技出版业的人 ,有很大启发。他们感兴

趣的问题有 :第一类 ,洋山为什么叫洋山 ? 港址为什么选

在洋山 ? 建设洋山港对市民有什么好处 ? 第二类 ,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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