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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文件

平文广旅〔2021〕127 号

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关于印发《平顶山市文化市场轻微违法行为

免予行政处罚清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社会事业

发展局、高新区农业农村和社会事务局：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激发文化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

创造力，根据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文化市场免予处

罚清单>的通知》、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广播电视轻微

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的通知》和省文物局《关于印发<河

南省免于文物行政处罚清单>的通知》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

将《平顶山市文化市场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印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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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各县（市、区）文化广电和旅游行政部门根据法定职责，对

列入清单的处罚事项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时，要严格按照适用情形，

结合违法行为的事实、证据等进行综合判定，不得擅自放宽或者

变更适用情形。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批

评教育，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并签署承诺书，

引导当事人自觉守法。当事人拒不改正、逾期不改正或者改正后

仍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附件：1.承诺书（参考样式）

2.《平顶山市文化市场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

清单》

2021 年 12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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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承诺书（参考样式）

编号：

：

你单位执法人员 、 在 年 月 日

的监督检查中发现我（单位： ）存在

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已

向我（单位）进行了相关告知和批评教育，并要求我（单位）予

以改正。

我（单位）对以上情况确认无误，并自愿承诺：

�1.立即予以改正；

�2.在 月 日前改正,并将整改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

送达你单位。

若我（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当事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注：本承诺书一式两份，执法部门和当事人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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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平顶山市文化市场轻微违法行为

免予行政处罚清单

序号 处罚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于处罚情形

1
对未悬挂《网络文化经

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第三十一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

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15000 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

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五）未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

首次违反本规定，责令改

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

正的

2

对互联网文化单位未在

其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

标明文化行政部门颁发

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

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

的行政处罚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

第二十三条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违反本

规定第十二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

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

第十二条 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在其网站主

页的显著位置标明文化行政部门颁发的《网络文

化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标明国务院

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

管理机构颁发的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

首次违反本规定，责令改

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

正的

3

对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

置悬挂娱乐经营许可

证、未成年人禁入或者

限入标志的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

第三十三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

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予以警告。

第二十四条 娱乐场所应当在显著位置悬挂

娱乐经营许可证、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

标志应当注明“12318”文化市场举报电话。

首次违反本规定，责令改

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

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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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旅行社及其分社、服

务网点未悬挂旅行社业

务经营许可证、备案登

记证明的行政处罚

《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三

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擅自引进

外商投资、设立服务网点未在规定期限内备案，

或者旅行社及其分社、服务网点未悬挂旅行社业

务经营许可证、备案登记证明的，由县级以上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

罚款。

第二十六条 旅行社及其分社、服务网点，应

当将《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旅行社分社

备案登记证明》或者《旅行社服务网点备案登记

证明》，与营业执照一起，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显

要位置。

首次违反本规定，责令改

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

正的

5

对设立从事艺术品经营

活动的经营单位或者其

他经营单位增设艺术品

经营业务，未依法到文

化行政部门备案的行政

处罚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依法授权的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

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

第五条 设立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单

位，应当到其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并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

起 15 日内，到其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

政部门备案。

其他经营单位增设艺术品经营业务的，应当

按前款办理备案手续。

首次违反本规定，责令改

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

正的

6

对旅行社未将安全信息

卡交由旅游者或者未告

知旅游者相关信息的行

政处罚

《旅游安全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 旅行社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的

规定，不按要求制作安全信息卡，未将安全信息

卡交由旅游者，或者未告知旅游者相关信息的，

由旅游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可并处 2000 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 2000 元以上10000 元以下罚

款。

第十二条 旅行社组织出境旅游，应当制作安

全信息卡。

安全信息卡应当包括旅游者姓名、出境证件

号码和国籍，以及紧急情况下的联系人、联系方

式等信息，使用中文和目的地官方语言（或者英

文）填写。

首次违反本规定，且能当

场将安全信息卡交由旅

游者并告知旅游者相关

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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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现文物隐匿不报或者

拒不上交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 74 条

2.《行政处罚法》第 30 条、第31 条

1.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

年人发现文物隐匿不报

或者拒不上交的，不予行

政处罚

2.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

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

制自己行为时，发现文物

隐匿不报或者拒不上交

的

8

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文物

保护单位标志的，或者

损坏文物保护设施的

1.《河南省实施〈文物保护法〉办法》第 60 条

2.《行政处罚法》第 33 条

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市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标志，或

者损坏文物保护设施，当

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

有主观过错的

9

对广播电视视频点播开

办机构变更重要事项，

未在规定期限内通知原

发证机关的行政处罚

《广播电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三十五号令）

第十八条 开办机构变更许可证登记项目、股

东及持股比例的，，应提前 60 日报原发证机关批

准。

第十九条 开办机构的营业场所、法定代表

人、节目总编等重要事项发生变更，应在30 日内

书面告知原发证机关。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活动、给予警告、限期整改，可以并处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

有重要事项发生变更未在规定期限内通知原

发证机关的﹔

首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责令限期改正后及

时改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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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对持有《信息网络传播

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机

构终止业务违反规定的

行政处罚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信息产业部令第56 号)

第十三条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应当在

取得《许可证》90 日内提供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未按期提供服务的，其《许可证》由原发证机关

予以注销。如因特殊原因，应经发证机关同意。

申请终止服务的，应提前 60日向原发证机关申报，

其《许可证》由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连续停止

业务超过 60日的，由原发证机关按终止业务处理，

其《许可证》由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

《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 6号)

第十一条 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

位应当在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90 日内提供服务。未按期提供服务的，由原发证

机关注销其《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如因特殊原因，延期或者中止提供服务的，应经

原发证机关同意。申请终止服务的，应提前 60 日

向原发证机关申报﹐由原发证机关注销其《信息

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未经申报，连续停

止业务超过 60 日的，由原发证机关按终止业务处

理，并注销其《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首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责令限期改正后及

时改正的。

11

对未在播出界面显著位

置标注播出标识、名称

﹑《许可证》和备案编

号的行政处罚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信息产业部令第56 号)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

令改正，可并处 3万元以下罚款；同时，可对其

主要出资者和经营者予以警告，可并处 2万元以

下罚款；

(四)未在播出界面显著位置标注播出标识、

名称、《许可证》和备案编号的；

首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责令限期改正后及

时改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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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

范围内种植树木、农作

物的行政处罚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95号)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广播电视设

施保护范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广播

电视设施管理单位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

可处以 2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以2万元

以下的罚款:(一)种植树木、农作物的；(二)堆放

金属物品、易燃易爆物品或者设置金属构件、倾

倒腐蚀性物品的；(三)钻探、打桩、抛锚、拖锚、

挖沙、取土的；(四)拴系牲畜、悬挂物品、攀附

农作物的。

首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责令限期改正后及

时改正的。

13

对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

范围内拴系牲畜、悬挂

物品、攀附农作物的行

政处罚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95号)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广播电视设

施保护范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广播

电视设施管理单位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

可处以 2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以 2万元

以下的罚款:(一）种植树木、农作物的；( 二)堆

放金属物品、易燃易爆物品或者设置金属构件、

倾倒腐蚀性物品的；(三）钻探、打桩、抛锚、拖

锚、挖沙、取土的；（四)拴系牲畜、悬挂物品、

攀附农作物的。

首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责令限期改正后及

时改正的。

14

对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

送业务（有线）时，重

要事项发生变更，未在

规定期限内书面通知原

发证机关的行政处罚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33号)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 2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营业场所、股东及持股比例、法定代表

人等重要事项发生变更，未在规定期限内书面通

知原发证机关的；

首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责令限期改正后及

时改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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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对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

务提供者未按时将自查

情况向广播影视行政部

门报告的行政处罚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67号)

第四十条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提供者违

反本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

重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第二款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提

供者应当每年将自查情况通过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向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报告。

首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情节显著轻微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责令期限改正

后及时改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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