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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许可
使用费决定机制检讨与改革
倪

静

（ 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上海 200042）
要： 有关集体管理组织许可使用费的决定及收取的关键不在于具体金额多寡 ，而在于程序的合
理性和公正性。我国目前集体管理组织许可使用费决定机制忽视使用人知情参与权 ，而著作权主管机
摘

关审查又仅流于形式，而且有关许可使用费争议在当前法律机制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 由于版权的私
权本质，有关版权许可费决定机制应当回归市场本位 ，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使用人自由磋商，同时
为了制衡集体管理组织滥用优势地位的可能性 ，应当采取由主管机关设立专门的争议解决机制来处理
双方之间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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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依据著作权人的授权对著作权进行集中管理的特定组织 ，该管理组织从事
与著作权使用人进行磋商、代为收取使用费、进行诉讼和发放使用费等活动，而收取著作权许可使用费
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最核心的职能之一 。但是，由于艺术品或者智力劳动成果本身是难以精确定价
［1］
的，因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运行中最容易引发争议的往往是它的收费标准 。 近年来，在我国有关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使用人及其相关行业就收取著作权许可使用费发生较大争议 ，版权使用人及其
2008 年 12 月
相关行业普遍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利用其垄断地位 ，收取过高的许可使用费。 比如，
昆明市 200 余家酒店联合抗议音乐著作权协会 （ 以下简称“音著协 ”） 云南办事处集中收取背景音乐著
［2］
作权使用费，代表这些酒店的昆明市饭店和餐饮行业协会对音著协的收费标准提出了质疑 。 中国音
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 以下简称“音集协 ”） 在 2008 年成立后，将收取版权费的职能委托北京天合文
化有限公司，立即遭遇缴费风波，比如广州设立的天合公司就遭遇了 40 多家 KTV 经营场所的联合抗
［3］
缴，这些 KTV 经营者普遍认为天合公司的收费不合理 。2009 年年初，新疆 8 家 KTV 经营商以“支持
收费，但是坚决杀价 ”为口号，成立“抱团杀价 ”联盟，该联盟曾几次与音集协委托收费方———新疆天合
［4］
文化有限公司展开洽谈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收取版权许可使用费本是代理权利人行使私权的正
当法律行为，但是由于相关集体管理组织相对于使用人具有优势地位 ，其往往滥用其垄断地位向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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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不合理的许可使用费。而广播、电视、卡拉 OK 经营者、宾馆、餐厅等大量使用音乐、录音或者录像
等著作的使用者，如果不与集体管理组织达成协议，几乎无法合法地利用著作权。 事实上，使用费标准
问题不仅涉及著作权人利益的实现 、作品的有效合理利用以及相关产业的生存发展 ，也影响着社会大众
接近作品、合理利用作品的公共利益。
一、我国现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许可使用费决定机制及其弊端
从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来看，《著作权法》第 27 条规定： “使用作品的付酬标准可以由当事人约定 ，
也可以按照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付酬标准支付报酬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
理条例》第 25 条规定： “除著作权法（ 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 等应当支付的使用费外，著作权集体管理组
织应当根据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公告的使用费收取标准 ，与使用者约定收取使用费的具体数额。”该
法第 27 条进一步规定： “使用者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使用费时 ，应当提供其使用的作品、录音录
像制品等的名称、权利人姓名或者名称和使用的方式 、数量、时间等有关使用情况。”
2006 年 7 月 19 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向国家版权局上报了《卡拉 OK 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
11 月 9 日国家版
准》，国家版权局于 2006 年 8 月 21 日至 9 月 20 日通过官方网站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
权局正式发布了公告 ①。2010 年 10 月 14 日国家版权局又公告了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 （ 以下简称“影
著协”） 上报的《电影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使用费收取标准 》②； 2011 年 1 月 27 日国家版权局对中国音
乐著作权协会上报的《使用音乐作品进行表演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标准 》进行了公告 ③等。
在实践中，作品使用人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获得授权许可所应当支付的报酬是按照国家版权
局公告的相关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标准进行 。而这类标准的出台，首先是由相关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拟定，后经过著作权主管机关的审查后公布 。标准公布以后，集体管理组织一般根据该标准在全国各地
收取许可使用费。虽然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拟定相关标准时尽量听取使用人及相关产业代表的
意见，而且法律设立著作权主管机关的事前审查机制也是为了保障相关标准的公平性与合理性 ，但是，
由于版权许可费的定价仍然采取“集体管理组织申报———政府审定———批准执行 ”的传统模式，并没有
建立起一套较为公平和完善的标准拟定及审查程序机制 ，在实践中引发较大争议，也导致相关标准的实
施遭遇很大的困难。具体而言，主要问题如下：
（ 一） 集体管理组织忽视相关利益方的知情参与权
集体管理组织出台的版权使用费收取标准中指出： “借鉴国内外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价格尺度，
结合目前中国版权交易的实际情况 ，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且充分听取权利人和使用者的意见而
制定。”④可以说，集体管理组织在重视利益方参与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 ，但是，无论是音著协，还是影著
协等集体管理组织都没有建立使用人及相关行业 、产业代表具体参与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标准制定程序
的制度体系，包括相关代表的选择程序、参与程序及方式、相关意见的效力等。 集体管理组织选择哪些
使用者，所选择使用者范围多大，如何听取使用者的意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听取等事项都没有明确规则
2009、
2010 三个年度卡拉 OK 版权费收费标准的公
可以遵循。事实上，音集协在其网站上公布了 2008、
告，其中对于全国不同地区的收费标准的差异仅使用“根据抽样计次数据和各地区的具体情况 ”十分简
短的表述进行了叙述。由于使用费标准制定是一套复杂的工作 ，包括参照标准、时间、方式以及地区差
异等诸多因素，因此，应当有权利人、使用人及相关行业代表的充分参与，才可能拟定一个符合实际，而
又相对令各方都能接受的使用费标准 。
事实上，通过邀请相关利益方的参与，使得其知情权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获得了直接参与定价的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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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机会，可以消除集体管理组织与使用人之间的误解和矛盾 ，增强使用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没有
相关利益方参与的情况下，相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单方出台标准的合理性 、公正性难免遭受质疑。实
践也证明，由于缺少参与，版权使用人对于集体管理组织收取许可使用费标准提出很多质疑 ，比如演出
行业认为： “音著协单方制定的付酬标准，比例高，形式单一，一刀切，对于本已经利润极低，勉强维持的
［5］

行业无异于雪上加霜，显失公平。”
（ 二） 主管机关审查流于形式

正是由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单方出台许可使用费标准可能存在的不公平 ，法律明确要求该标准
必须经过著作权主管机关的审查才能实施。 由此，主管机关对标准的审查应当成为实现公平争议的
“闸门”。但是，事实上，由于国家版权局对集体管理组织提交的有关版权许可使用费标准仅进行了形
式审查便予以公告，难以实现制度设计者的初衷。比如，音著协于 2006 年 7 月 19 日向国家版权局上报
了《卡拉 OK 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后，国家版权局仅通过官方网站向社会征求意见 ，后召开了相关
人员参加的征求意见座谈会后便通过了该标准 。主管机关对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标准的审查缺乏一套专
门的机制和程序，既没有审查的依据，也没有邀请相关利益方展开听证，过程仅流于形式。 正如有学者
指出，“国家版权局在做了象征性的沟通后便顺理成章地通过了卡拉 OK 版权使用费标准，而对于该标
［6］
准的反对意见，国家版权局仅仅是有些蛮横般地表示‘不交 KTV 版权费不许使用作品’” 。

（ 三） 争议解决机制的缺失
在国家版权主管机关公告了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标准后 ，如果使用人对该标准有异议，或者在与集体
管理组织就许可使用费收取协商过程中发生争议 ，目前没有一套专门的争议解决机制或者机构来进行
处理。
由于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具有事实上的垄断地位 ，如果使用人认为集体管理组织滥用垄断地
位收取不合理的使用费时，可以依据现行《反垄断法 》来救济。2008 年年底，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董正
伟律师因为对音集协向 KTV 行业收取著作权使用费过高，曾向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发改委举报，请求对
音集协开展反垄断执法。国家发改委将此举报转交北京发改委进行调查执法 。北京市发改委的最终结
论是“音集协对 KTV 收取版权费不构成价格垄断”。其结论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KTV 经营者对
音乐作品的使用具有选择权； 其二，音集协与 KTV 经营者是通过签订协议收取版权使用费的 ，双方是具
体的民事合同行为，公告的收费标准不具有强制性 ①。 但是，笔者以为这两点理由并不充分，其一，目
前，根据音集协在其 2008 年 12 月《关于卡拉 OK 版权许可使用工作相关问题的说明 》中指出，其已经有
注册会员 80 多家，已经获得授权管理的音乐电视作品已经占据国内 KTV 经营场所使用曲库中歌曲的
90% 以上②。由此，KTV 经营者几乎无法绕开音集协进行使用费谈判 。其二，公告的收费标准的确仅具
有参考性，但是，在集体管理组织具备垄断地位的情形下 ，使用人并没有很大的自由谈判的空间。 使用
者要想获得批量授权，只有通过集体管理组织才能做到。“对于便捷的许可和利用著作权“小权利 ”的
［7］

需求来说，（ 这一） 唯一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成了许可方与利用方仅有的沟通渠道。” 由此，集体管
理组织收取不合理许可使用费的行为是否构成价格垄断或者滥用市场垄断地位仍然值得进一步思考 。
总体上，我国《反垄断法》实施时间不长，经验不成熟，法律贯彻并不充分。 而且，即便使用人通过诉讼
方式来指控集体管理组织滥用垄断地位也存在较大的难度 ，包括诉讼地位劣势、举证困难、诉讼成本高
［8］

等现实问题

。

另外，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滥用垄断地位的规制主要体现在第五章
“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监督 ”。 该章规定如果使用者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滥用垄断地位可以
向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检举（ 第 34 条） 。但是，该《条例》仅在第 36 条规定了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检
① 董正伟： 《北京市发改委就 KTV 版权费反垄断执法答复称不构成价格垄断》，访问地址： http： / / www． fazh． cn / News_View． asp？
NewsID = 47969，访问时间： 2011 年 11 月 13 日。
② 音集协： 《关于卡拉 OK 版权许可使用工作相关问题的说明》，访问地址： http： / / www． cavca． org / news_show． php？ un = xhxw＆id =
303＆tn = % D0% AD% BB% E1% D0% C2% CE% C5，访问时间： 2011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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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之日起 60 日内对检举事项进行调查并且依法处理 ，并没有进一步规定著作权管理部门处理检举的具
体机构、程序、调查方式、救济等内容。而且，由于著作权集体管理部门作为集体管理组织的发起者和直
接主管单位，在处理检举事项时可能存在不公平的嫌疑。 由于“检举 ”并非强制性的争议解决途径，在
制度和具体实施中都存在较多的问题 ，对当事人的救济效果并不理想。
综上所述，由于相关争议解决机制的缺失，在实践中难以约束集体管理组织滥用垄断地位收取过高
使用费的情形，导致损害相关主体合法权益的情形时常发生 ，从而导致作品的推广和利用受到人为阻
滞，不利于我国版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
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许可使用费决定机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 一） 回归市场定位
由于著作权本质是私权，因而有关私权许可使用的定价问题应当尊重市场规律 ，主要由使用人与著
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谈判确定 。事实上，由于版权作品是个别生产，不具有计算的平均劳动熟练程度
和正常劳动强度的计算参考要件 ，因此创作成本难以计算，而且也并不能代表作品的价值。同时版权作
品的价值具有不稳定性，遭受侵权就可能导致其经济寿命缩短 ，尤其在互联网时代，版权作品传播几乎
没有成本，权利更容易遭受侵害，这给版权作品的定价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因此，作品的版权许可使
用费的高低标准可能存在主观性或者不合理性 。具体某部作品的许可使用费价格是否公平合理取决于
集体管理组织与利用人的主观价值判断 ，只要双方觉得恰当就是合理的。
当然，为了谈判的便利和高效率，集体管理组织可以出台相关的版权许可使用费参考标准，这也是
世界各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收取版权许可使用费的普遍做法 ，但是该标准不应当具有强制性，而且使
用费标准的订立必须经过严格的听证程序 ，权利人、使用人及相关行业代表都应当充分参与，以保护相
关利益方的公平交易权。在价格听证过程中，应当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在具体的个案中，使用费的收取
数额仍然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利用人参考具体的著作利用方式 、数量、时间等实际情况以及市场运
作及自身营运能力等因素相互协商 。
（ 二） 制约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滥用垄断地位
在我国，目前已经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①虽然没有法律明确承认其垄断地位 ，但是具有事实
上的相对垄断性。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 》第 7 条规定，申请成立集体管理组织不得“与
已经依法登记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业务范围交叉 、重合 ”，还规定应当具备“在全国范围代表相关
权利人的利益”的能力。这两项条件反映出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一项主要原则 ： 在依法经营的
［9］
前提下，应保障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具备事实上的相对垄断性 ，而不盲目引进自由竞争机制 。 因而，
可以说，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具备法律允许的垄断地位 。原因在于，保障著作权管理组织需要相当

程度的垄断性，可以避免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盲目竞争 ，重复管理，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对于权利人而
言，可以降低作品流转手续的成本，从而变相增加了作品授权的利益 ； 对于作品使用者而言，可以减少多
头联系许可和支付报酬的麻烦和成本 。因此，事实上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立法和司法都有意识地维护现
存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事实上的垄断性 ，或者促成其事实上的垄断。
既然集体管理组织存在垄断地位 ，就可能滥用这一地位，在有关许可使用费标准的问题上可能表现
为单方面订立过高的许可使用费 。虽然许可使用费收取可能是使用人与集体管理组织协商的结果 ，但
是由于一方的优势地位，使用人并没有多大的可以协商的空间 ，该结果是否真正的公平或者合理存在很
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既然集体管理组织具备事实上的垄断地位 ，那么就应当构建一套机制来予
以制衡。事实上，目前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都并没有对收费问题做出具体规定 ，而是交由著作权集体
管理组织同使用人自由协商。但是，考虑到集体管理组织与利用人地位的不平等 ，为了保护弱势一方当
①

2008 年 5 月设立的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
2008 年 10 月成立的中国文字著
包括 1992 年设立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作权协会和 11 月设立的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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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的合法权益，均设置了专门的争议解决机构，通过完善的争议解决机制来实现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平
衡。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处于市场优势地位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有效的，足以制衡其权力的争议解决
机构及机制，使用人只能接受不合理的收费标准 。即便集体管理组织的收费标准经过了相关行政主管
机关的审批，也无法保证标准的合理性，也无法避免争议的发生。如果缺乏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难以
实现利益的平衡保护和对作品的有效利用 。
［10］
我国有部分学者建议成立版权仲裁委员会 、版权调解委员会或者版权裁判庭 ，也有部分学者倾
向于直接指定中国现有的某一法院作为处理权利人 、用户和垄断组织就许可条件无法达成一致所产生
［11］

纠纷的法院，没有必要成立专门机构

。笔者以为，在著作权主管机关内设置一套针对著作权许可使

用费争议的专门解决机制是较为可行的做法 ，具体设计见下文。
三、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许可使用费决定机制改革的建议
（ 一） 自由协商是基本原则
前文已经指出，既然许可使用费本质是私人权利的交易价格 ，因而应当回归市场本位，主要由使用
人与集体管理组织进行协商。当然按照世界各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普遍做法 ，可以由著作权集体
管理组织出台相关的许可使用费价格标准或者价格费率 ，供双方谈判时作为参考。
就该价格标准或者价格费率的制定，台湾于 2010 年新修订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团体条例 》第 24 条
到第 26 条对于许可适用费率的规定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根据该《条例 》，集体管理组织经许
可设立后，开始对外收费前，可以主动订立使用报酬率，利用人也可以就特定利用形态的需求 ，申请集体
管理组织订立。原则上，都是由集体管理组织与利用人协议订立为原则 ，必要时才由著作权主管机关介
入，从而尊重市场协商机制。其程序分为集体管理组织主动订立 ，利用人向集体管理团体申请订立以及
利用人申请审议等三种方式。第一，著作权集体管理团体主动订立。 著作权集体管理团体就其管理之
著作财产权的利用形态，应当订立使用报酬率及其实施日期，同条后端并列 5 项费率订立时的参考因
素，包括： 1． 与利用人协商的结果或利用人的意见 ； 2． 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获得的经济上利益 ； 3． 其管理
著作财产权的数量； 4． 利用的质与量； 5． 其他经著作权主管机关制定应当参考的因素 。第 3 项要求对于
为文化、教育或其他公益性目的而利用著作 ，或其利用行为无营利性质者，应当酌减其使用报酬率； 第 5
项则要求应当将使用报酬率公告供公众查阅 ，并报请著作权主管机关备查，于公告满 30 日后，才能开始
实施； 使用报酬率变更时，也要遵循同样的程序。第二，利用人向著作权集体管理团体申请订立。 对于
著作权集体管理团体所没有订立的使用报酬率的特定利用形态 ，允许利用人可以书面请求著作权集体
管理团体订立。在未订立前，利用人就该特定形态的利用行为，不必承担刑事责任。 第三，利用人申请
审议。利用人对于著作权集体管理团体订立使用报酬率有异议时 ，允许利用人提出异议，申请著作权主
管机关介入审议，并且在文件齐备后 4 个月内作出审议决定。在审议期间内，利用人可以就其利用情形
按照原订或原约定的使用报酬率或者主管机关核定的数额 ，先支付暂付款，由此可以免除侵害著作权的
民事及刑事责任，等待审议决定后，再依据审议结果调整使用报酬。
（ 二） 废除主管机关的审查
实行著作权主管机关审查使用费标准的目的在于制约集体管理组织滥用垄断地位 ，确保利用人与
权利人能够公平地对待，减少权益受到侵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但是，这样的机制在我国实践中的运作
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著作权许可的障碍。
主管机关事前审议著作权使用费标准的主要弊端如下 ： 第一，由于版权使用费具体金额在个案中如
何计算才是公平合理的并不存在确定的标准 ，因此主管机关的审查即便参照相关原则进行 ，也未必与市
场现实状况相符合，可能集体管理组织和使用人均有不同意见 。而且著作利用形态多样复杂，很难将具
体的使用报酬标准化。因此设立主管机关事前审查机制虽然旨在追求标准的公平合理 ，但是可能反而
造成不当的干预与限制。
第二，虽然现行经过主管机关审查出台的著作权使用报酬标准不具有强制性 ，仅作为集体管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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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使用人在个案谈判中的参考，但是，由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具备垄断地位，在实践中往往在协商使
用费时就以相关标准作为谈判条件 ，少有依据使用情形的不同进行调整 。因而，主管机关的审查而公布
的标准可能使得集体管理组织收取版权使用费标准更加“理直气壮 ”，而不愿意以平等的态度与使用人
进行协商。
第三，由于著作权的利用形态随着技术和时代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 ，而修改使用费标准都必须再送
主管机关审核，手续复杂，耗费时日，难以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影响著作权利人和使用人的利益 。
实践证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使用人之间就版权使用费的争议 ，并没有因为该使用费标准经过
主管机关的审查而减少，而且有增加的趋势，因此应当废除主管机关审查机制 ，强调调解、仲裁等其他机
制功能的发挥，增强双方的互信与沟通，缓解冲突与对立。既然著作权本质属于私权，回归民法私法自
治及市场机能的精神，通过集体管理组织与利用人双方的自由协商才是恰当的途径 ，应当删除使用费标
准由主管机关事前审议的规定。
事实上，大部分的欧洲国家，除荷兰外，仅要求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将收取与分配的费率及授
权与分配契约，分别送交有关主管机构备案，比如《法国知识产权法 》第 321 － 12 条、《德国著作权暨临
接保护权受托管理法》第 24 条第（ 2） 项，《葡萄牙著作权法》第 24 条第（ 2） 项，《西班牙著作权法》第 159
条第（ 3） 项等。台湾《著作权集体管理团体条例》在 2010 年 2 月修正时，对于著作权集体管理使用报酬
率的决定程序，也改为采取事后审议制，主管机关不在第一时间介入使用报酬率的订立，由此促进集体
管理组织与使用人之间的协商机制 。
（ 三） 建立专门的争议解决机制
由于改革前主管机关的审查是为了制约集体管理组织滥用垄断地位 ，那么如果将这一机制废除，如
何来保护弱势方的合法权益呢？ 事实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及地区的相关立法在鼓励集体管理组织与使
用人自由谈判达成许可费的基础上 ，针对一方可能滥用优势地位的可能性建立了一套专门的争议解决
机制来予以制衡。下面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 地区） 进行分析，并且总结其共同特征作为我国集体
管理组织争议解决机制建构的参考 。
英国在 1988 年制定的《著作权、新式样、发明专利法》第 8 章中规定的著作权法庭 （ copyright Tribunal） 主要就是管辖同意或者变更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所拟定的授权机制 （ licensing schemes） 以及处理
因授权机制或者一般授权方式所产生的各类争议 。当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合理地拒绝授权时，或者
授权条件不合理时，认为自己利益受到侵害的人，都可以请求著作权法庭就相关问题做出裁决。 事实
上，该著作权法庭管辖的重心主要是矫正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当或者拒绝授权行为 ，禁止其滥用优势
地位。为了促进争议公平迅速地解决，著作权法庭制定了相关的法规，供当事人和审查小组遵循。《加
拿大著作权法》于 1989 年 2 月修正时设立了著作权委员会 （ Copyright Board） 。 根据该法第 67 条到第
78 条规定，著作权委员会最重要的两项功能是 ： 其一，决定使用费率 （ 尤其是有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的授权机制） ； 其二，解决著作权人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使用人之间有关授权契约的纠纷 。 而且著
作权委员会在遵循法院相关程序下做出的决定 ，可以被视为联邦法院的命令，并与其具有同等的执行效
力。德国于 1965 年 9 月制定《著作权暨邻接权受托管理法》，该法第 14 条到第 16 条规定了有关著作权
仲裁庭的组织、权限和运作等，仲裁庭的权限涉及集体管理组织与使用人缔结概括契约或者变更的事
项。该法第 14 条第 2 款第 1 项规定，当有关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著作或成果的利用等事项，如果涉及适
用费率表的适用性和适当性问题时 ，仲裁庭可以在和解建议书中，仅就费率表的适用性及适当性表示意
见。日本自 2001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著作权等管理事业法》第 23 条第 1 项规定，如果一管理事业
就特定的著作使用类型所收取的使用费 ，达到该组织类型使用费收取总额一定比例以上时 ，著作权主管
机关可以宣布该事业为“指定著作权等管理事业”。此“指定著作权等管理事业”在接受使用人团体，要
求就其使用费率规程条件进行协商时 ，必须与该团体进行协商。如果指定管理事业不回应使用人团体
有关协商的要求，或者即便有协商却无法达成合意时 ，主管机关在接到使用人团体申请后，可以命令该
指定管理事业与使用人团体再次进行协商 。如果协商成立，则管理事业应当依据协商内容，修改其使用
费率规程； 而如果协商未能成立，则当事人可以请求主管机关就使用费率规程进行裁定 。主管机关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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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裁定前，除了应当指定一定时日，供当事人提出有关意见外，还应当就此向“文化审议会 ”咨询。“指
定著作权等管理事业”必须遵照主管机关的裁定内容，修改其使用费率规程。 根据我国台湾地区“著作
权法”第 82 条规定，主管机关设置著作权审议及调解委员会 ，办理下列事项： 1． 第 47 条第 4 项规定及著
作权中介团体所订立的使用报酬率的审议 ； 2． 著作权中介团体与利用人之间对试用报酬的调解 ； 3． 著作
权或制版权争议的调解； 4． 其他有关著作权审议及调解的咨询 。
由于各国宪政体制、行政组织、司法制度以及著作权法规范内容等不同，尤其是各国著作权集体管
理组织的产生、发展及现实状况不同导致各国有关著作权争议解决机制设计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 但
是，综合上述各主要国家（ 地区） 有关著作权争议解决机制可以总结出以下较为共同的特征 ： 第一，针对
围绕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滥用优势地位可能出现的争议设计了专门的争议解决机构及机制 。比如英国
的著作权法庭、加拿大著作权委员会、德国著作权仲裁庭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作权审议及调解委员
会”。日本虽然由著作权主管部门文化厅主管 ，但是也有一套专门的争议解决机制和程序 ，尤其是应当
向文化审议会咨询。第二，虽然各国著作权争议解决机构的组织形态差异较大 ，但是其共同的特征在
于，争议解决机制具备不受其他机关干涉的独立行使职能的独立性 。第三，在争议解决机构的成员方面
都强调专业性。比如，英国著作权法庭成员必须具有七年以上的律师经验或者曾经担任法官 ，加拿大著
作权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必须是现任或者曾任法官 ，德国仲裁庭成员必须具有法官身份 。第四，专门争议
解决机制决定的效力。英国和加拿大的机构决定具有准司法效力以及行政处分的效力 ； 德国采取仲裁
先行原则，以促进和解为目标，达成和解者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相关机构作出的决
定具有行政处分的效力。但是，均具有法律的强制力。
由此，在我国设计相关争议解决机制时 ，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即这类争议解决机制的构建足以制
衡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地位 。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 》并没有确立解决与著作权集体管理
组织有关争议的专门机关或者专门的争议解决机制 。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 》，国务院著作权管理
部门应当负责监督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 。笔者以为，可以采取由国家版权局内设
专属争议委员会的形式，比如“著作权争议仲裁庭”或者“著作权争议法庭”负责处理与著作权集体管理
组织有关的各类争议，包括有关许可使用费的相关争议，主要目的在于制约集体管理组织滥用垄断地
位。
为了避免与行政机关的关联，维持客观、公正和独立的形象，该仲裁庭的负责人不应当由版权局局
长兼任，其一般成员也不应当由版权局内公务人员兼任 ，从而避免行政的不当干预，保持中立和独立，但
是仲裁庭成员应当有一定的资格要求 ，在这方面可以参照我国《仲裁法 》对仲裁员的要求，同时适度纳
入产业界代表。该机构在业务量不大的情况下，不需要设置为常设性机构。
考虑到该机构行使准司法职能，在相关争议机制启动上在仅有当事人申请人时 ，才能介入当事人之
间的争议，予以处理，采取不告不理原则。对于是否应当强制履行听证程序，各国法律强调著作权争议
解决机制高度独立性或者准司法性 ，大多要求类似的听证程序。如果有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则应当进
行。
该机构解决争议的方式可以包括调解和裁决等 。首先鼓励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在协议
未果时采取裁决的方式。当然为了保证著作权争议仲裁庭功能的发挥 ，应当赋予其决定过程和结果一
定的强制力，将裁决定位为行政裁决模式。该行政裁决，一经通知当事人，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
受到该裁决拘束。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违反该裁决时 ，赋予主管机关以一定金额的罚款并令其限期
改正的权限。如果在规定期限内仍未改正，主管机关可以撤换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负责人甚至撤销其
设立。考虑到裁决程序及结果的强制性 ，应当公开程序，促进社会大众的参与和监督。对该行政裁决不
服，可以回归行政程序法的相关规定 ，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综上所述，有关集体管理组织许可使用费的收取不在于具体金额如何 ，而是应当具备合理性和公正
性。该标准的订立应当回归市场本位 ，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使用人自由磋商 ，同时为了制衡一方的
优势地位，保护弱势方的权益，应当由主管机关设立专门的争议解决机制来处理双方之间的争议 ，确保
其结果的合理性与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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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Reform on the Copyright 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Determination System of License Fees in Our Country
Ni Jing
（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0042）
Abstract： The key to copyright 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determination and collection system of license fees lies not in the specific sum of money，but in the rationality and fairness of the procedure． At present，
the determination system of license fees neglects the users’right of participation，the examination of competent
authority is only a formality，and the related disputes of license fees cannot be resolved effectively under our
present law system． Because the nature of copyright is a kind of private right，the determination system of license fees should go back to the market orientation，and the license fees should be determined through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copyright 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d the users． At the same time，in order to
restric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pyright 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from abusing the monopoly position，it
a special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should be built up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Key words： the copyright 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license fees； the determin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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