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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音集协的公示信
息，该协会通过向音乐电视作
品著作权所有者签订音像著作
权集体管理合同，获得音乐电
视作品的分配权。协会再通过
向 KTV 等娱乐场所收取著作
权使用费，授权KTV使用音乐
电视作品供消费者演唱。中国
音集协再将各 KTV 场所收取
的著作权使用费，分配给著作
权所有人。中国音集协官网
称，获协会授权管理的音乐电
视作品，已占据国内KTV经营
场所使用曲库中歌曲的90%以
上。

昨日中国音集协在其官网
发文称：依据《著作权集体条
例》的相关规定，音集协只能代
表两会（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
管理协会和中国音乐著作
权协会）的会员所授权

的作品发放许可，所以非音集
协或音著协管理的作品均不在
许 可 范 围 内 。 本 次 公 布 的
6000 多首音乐电视作品的权
利人均非音集协会员，因此，音
集协依照法律规定，通知KTV
场 所 及 KTV 曲 库 上 线 渠 道
（VOD 商）予以全部删除是严
格依法办事、行使著作权集体
管理职责的行为。这 6000 多
首音乐电视作品的权利人或者
其委托的代理公司已经陆续
向 KTV 经营者提起侵权诉讼
或 者 即 将 提 起 侵 权 诉 讼 ，
KTV 经营者如果不予以
删除，将面临着诉讼赔
偿的风险，会给自
己 的 经 营 带
来损失。

我 很 慌 ！

中国音集协要求KTV经营者删除未经授权的作品

6000多首K歌唱不成
你的拿手曲目还能点吗
喜欢去KTV唱歌的你，有没

有发现最近部分KTV的点歌系
统中，一些以往耳熟能详经常唱
的歌不见了？近日，号称“我国
唯一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的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
会（以下简称“中国音集协”）发
出公告，要求KTV终端生产管理
商和卡拉 OK 经营者在今年 10
月31日前，删除或者不向消费
者提供非音集协管理的6000多
部音乐电视作品。

由于中国音集协发出公告
并要求各KTV下架音乐电视作
品，不少城市的KTV已受到公告
影响，有店家下架作品有店家观
望。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一下
子就被炸锅慌了，我的拿手曲目
还能点吗？
综合羊城晚报、欣华网等报道

发出公告的中国音集协是经国
家版权局批准，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
我国唯一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
织。上月22日，中国音集协在官方
网站发出《关于停止使用部分涉诉歌
曲的公告》，同时通过快递方式，向各
地行业协会及会员单位发出纸质版
公告。

根据公告内容，中国音集协在
2018年，已协助缴费卡拉OK经营场
所，处理了千余起被诉侵权案件。为
降低已获中国音集协许可的各使用
者的法律风险，公告要求所有卡拉
OK终端生产商在2018年 10月 31
日前，将公告附件中所列出的音乐电
视作品尽数删除，未接到书面通知前
勿重新上传；向中国音集协缴费的卡
拉OK经营者，也请删除各本地服务

器上所列明的涉及本次事
件的音乐电

视作品，未接到书面通知请勿重新使
用；如在2018年11月1日起凡因未
删除公告附件所列音乐电视作品而
遭权利人主张权利，使用者需自行承
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在公告中，中国音集协并未明确
说明需要下架的音乐电视作品涉及
什么诉讼。根据附件内容，记者发现
被要求下架的音乐电视作品一共有
6609部。不少社会上耳熟能详的歌
星及其电视音乐作品纷纷在列。如
英皇娱乐（香港）有限公司版本的陈
奕迅《LONELY CHRISTMAS》《天
下无双》《明年今日》，容祖儿《抱抱》
《逃避你》《全身暑假》，TWINS《恋爱
大过天》《明爱暗恋补习社》《士多啤
梨苹果橙》等；除了港台歌手，广东地
区具有知名度的毛宁、杨钰莹等歌手
作品，如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版本的
《一片艳阳天》《晚秋》《弯弯的月亮》
等，也在“下架”之列。

官方要求KTV下架“涉诉”音乐作品 若不下架将面临诉讼赔偿风险

一直以来，不养狗的居民和
“铲屎官”们总是矛盾不断。10月
29日，云南文山市政府发布了“关
于加强文山市区犬类管理的通
告”，被网友称为“史上最严遛狗规
定”。其中“携犬出户时，犬只必须
使用束犬链，犬链长度不得超过1
米，并由成年人牵引。7：00-22：00
禁止遛犬。”的规定引发网友热

议。一名持反对观点的网友表示：
“难道要我7点前早起遛狗，下班
回来后还要熬夜等着22点后遛狗
吗？”

云南文山市城管执法大队回
应称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以前遛狗
的人多，影响市民锻炼、上下班，每
天都有两三个投诉电话，通告出来
后，目前还没接到举报。 云信

昨日，西安摩摩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摩摩
公司”）在中国青年报06版发
布道歉信，为“暴走漫画”曾发
布损害叶挺烈士名誉的相关视
频表示道歉。

道歉信称，西安摩摩公司于
2018年5月8日在“今日头条”
上发布了时长1分09秒的短视
频，在视频中篡改了《囚歌》的内
容。该视频损害了叶挺烈士的
名誉，引发了舆论关注，造成了
一定社会影响，不仅给叶挺烈士
近亲属造成了精神痛苦，也伤害
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感情，
对此我们深感内疚和悔恨。“公
司现向叶挺烈士近亲属及社会
公众致以最诚挚的歉意，承诺在
今后的网络创作中定当尊重历
史、弘扬正气，同时感谢社会各
界的监督指正。”

今年5月8日，西安摩摩公
司通过其自媒体账号“暴走漫
画”，在“今日头条”上发布了时
长1分09秒的短视频，该视频的
内容竟然将叶挺烈士《囚歌》中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
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
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篡改
为“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
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
叫着！爬出来吧！无痛人
流！”该视频于2018年5月8日
至2018年5月16日在互联网平
台上发布传播后，多家新闻媒体
对此予以转载报道并批评，引起
了公众关注和网络热议。

而后，叶挺烈士近亲属叶正
光、叶大鹰、叶铁军、叶晓梅、叶
小燕、叶文、叶敏起诉西安摩摩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名誉侵权。

澎湃

近日，一则“小学生拾到6块钱
交岗亭 交警写‘证明’：迟到了，请
老师别批评”网帖走红网络。11月1
日一早，河北省沧州市实验二小二
年级的王一涵在自家地下车库捡到
6元钱，当即让父亲带她交给警察叔
叔。于是，父女二人来到沧州市交
警二大队煤建岗亭，小朋友亲手把
捡到的钱交给交警。在得知小朋友
因此事可能面临上学迟到的问题
时，交警吴吉国拿出纸、笔给孩子写
了一份“证明”给学校说明情况。“证
明”写着：贵学校二年级六班王一涵
同学，在上学途中拾到人民币陆元
整，交到煤建岗亭执勤交警手中。
该同学的行为值得表扬，如因此影
响到校的时间，请学校不要责备该
同学今天的迟到。拿着这张“证
明”，孩子高高兴兴地走了。

当天王一涵确实迟到了。班主
任了解情况后在课堂上表扬了王一
涵。班主任表示，这件事已经汇报
给学校，到时候学校还会通报表扬，
肯定孩子的行为，“这份童真难得，
值得我们好好呵护”。

网友称赞孩子有颗难能可贵的
公益心，父亲的耐心呵护孩子健康
成长，交警字美心更美。 北青

小学生捡钱交岗亭

交警帮写
迟到证明

给你俩点赞
云南文山出台养狗新规
7点至22点禁止遛狗

网友：难道要熬夜遛狗？

这两条规定引热议

随着取暖季的临近，一年一度
的取暖费又该收取了。连日来，河
南新乡县陆通龙园小区有居民向
记者反映，小区物业出了规定，不
用暖气却要交30%的“蹭暖费”。

近日，小区的供暖通知显示，
11月8日以前到物业办公室缴纳取
暖费按照每平方米18元收取，11月
9日至11月14日缴纳则按照每平
方米20元收取。已入住且不缴纳
供暖费用的，按供暖总费用的30%
收取蹭暖费。落款为陆通冷暖管理
处，时间为2018年10月31日。

“这种做法不合适吧？”有居民
称，“蹭暖费”这个名目的收费自己
从来没有听说过，不用暖气不缴费
天经地义。对于这种说法，小区物
业负责收费的工作人员称，周围的
住户都使用暖气，不开通的住户室
内温度肯定也会升高，这等于变相
的“蹭暖”，自然应该缴纳一部分费
用。该工作人员称，曾有正常缴费的
住户找到物业，以邻居不开通暖气，
造成自家温度流失为由表达不满。

律师认为，小区收取蹭暖费，
没有法律依据。 北晚

河南一小区规定惹争议
不用暖气要交“蹭暖费”

律师：没有法律依据

这两件事有了进展

“暴走漫画”登报道歉
向叶挺亲属致以最诚挚歉意

11月 3日晚，兰海高速兰
州南收费站发生一起特大交
通事故，致 15 人遇难。获悉
该事故后，兰州市检察院于当
晚派员赶赴现场了解情况，并
主动与公安机关对接。4日，

兰州市检察院依法提前介入
侦查，就案件定性、规范取证
等问题向公安机关提出建
议。目前，肇事司机李某已被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查中。 综合

兰州高速公路交通事故

肇事司机被刑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