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一、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一）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概念和特征
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是指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
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本罪的主要特征是：
1. 本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社会主义社会风尚和国家对文化市场的管理秩序。制作、
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行为，腐蚀人们的灵魂，败坏社会道德，污染社会环
境，从而侵犯了社会主义社会风尚，严重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其次，本罪的犯
罪对象是特定的，即淫秽物品。
2.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制作、复制、出版、贩卖或者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
所谓制作，是指制造和创作，如生产、录制、摄取、编著、绘画、印刷等制造淫秽物品
的行为；所谓复制，是指重复制作淫秽物品的行为，如复印、拓印、翻印、洗印、翻拍、
拷贝、抄写等行为；所谓出版，是指以出版单位的名义实施制作、复印淫秽物品的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1998 年 12 月 23 日起施行《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明知他人用于出版淫秽书刊而提供
书号、刊号的，以出版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所谓贩卖，是指销售和发行淫秽物品
等行为；所谓传播，是指播放、出租、出借、运输、携带淫秽物品等行为。本罪是选择
性罪名，只要行为人以牟利为目的实施所列五种行为中的一种行为，便是符合本罪客观
方面的构成要件。
3.本罪的主体既可以是已满 16 周岁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也可以是单位。
4. 本罪在主观方面为故意，即明知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会败
坏社会主义的社会风尚，扰乱国家对文化市场的管理秩序，而决意实施这种行为，并希
望或者放任社会危害结果的发生。另外，成立本罪必须以牟利为目的。所谓牟利，就是
进行非法经营，谋取不义之财。只要行为人以牟利为目的经营淫秽物品，不论盈亏均能
构成本罪。如果不是以牟利为目的而实施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
为，不能构成本罪，但可能构成其他犯罪。
（二）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认定

认定本罪，应注意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主要从二个方面分析：
1.正确认定淫秽物品的范围。根据《刑法》第 367 条规定，刑法所称的淫秽物品，
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图片及其他淫秽
物品。在淫秽物品中，要特别注意把握淫秽出版物的标准，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 1988
年 12 月 27 日《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第 2 条规定，在整体上宣扬淫
秽行为，具有下列内容之一，应是淫秽物品：挑动人们的性欲，足以导致普通人腐化堕
落，而又没有艺术价值的淫秽出版物：淫亵性地描写性行为、性交及其心理感受；公然
宣扬色情淫荡形象：淫亵性地描述或者传授性技巧；具体描写乱伦、强奸或者其他性犯
罪的手段、过程或者细节，足以诱发犯罪的；具体描写少年儿童的性行为；淫亵性地描
写同性恋的性行为或者其他性变态行为，或者具体描写与性变态有关的暴力、虐待、侮
辱行为；其他令普通人不能容忍的对性行为的淫亵性描写等。为了正确界定淫秽物品，
《刑法》第 367 条规定还作了排除性规定：（1）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
不是淫秽物品。这就是说，有关人体生理解剖、婚姻生育、疾病防治知识和其他有关性
卫生学、性道德观、性社会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作品，不是淫秽物品。因为这些
科学作品是对公民进行正当的性知识、性道德教育以及优生优育、防病治病的宣传教育
必要材料，对于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制作、复制、
出版、贩卖、传播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作品的行为，不能认为是犯罪。（2）制
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包含某些色情内容，但具有一定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
品的行为，不能认为是犯罪。因为，这类出版物的主要内容不是具体描绘性行为和露骨
宣扬色情，虽然夹杂某些色情内容，但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价值，所以不能视为淫秽物
品。所以，如果行为对象不是具体描绘性行为或露骨地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物品，不能构
成犯罪。
2.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正确区分两
者之间的界限，关键是掌握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数
额。根据前述《解释》第 8 条，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
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
（1）制作、复制、出版淫秽影碟、软件、录像带 50 至 100 张（盒）以上，淫秽音碟、
录音带 100 至 200 张（盒）以上，淫秽扑克、书刊、画册 100 至 200 副（册）以上，淫
秽照片、画片 500 至 1000 张以上的；（2）贩卖淫秽影碟、软件、录像带 100 至 200 张

（盒）以上，淫秽音碟、录音带 200 至 400 张（盒）以上，淫秽扑克、书刊、画册 200
至 400 副（册）以上，淫秽照片、画片 1000 至 2000 张以上的；（3）向他人传播淫秽
物品达 200 至 500 人次以上，或者组织播放淫秽影、像达 10 至 20 场次以上的；（4）
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获利 5000 至 1 万元以上的。达不到上述数
量和数额标准的，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应当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处罚条例的有关规
定处罚。
（三）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的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 363 条第 1 款规定，犯本罪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前述《解释》
第 5 条，以牟利为目的，实施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行为，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情节严重”：
（1）制作、复制、出版淫秽影碟、软件、录像带 250 至 500 张（盒）以上，淫秽音碟、
录音带 500 至 1000 张（盒）以上，淫秽扑克、书刊、画册 500 至 1000 副（册）以上，
淫秽照片、画片 2500 至 5000 张以上的；（2）贩卖淫秽影碟、软件、录像带 500 至 1000
张（盒）以上，淫秽音碟、录音带 1000 至 2000 张（盒）以上，淫秽扑克、书刊、画册
1000 至 2000 副（册）以上，淫秽照片、画片 5000 至 1 万张以上的；（3）向他人传播
淫秽物品达 1000 至 2000 人次以上，或者组织播放淫秽影、像达 50 至 100 场次以上的；
（4）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获利 3 万至 5 万元以上的。以牟利为
目的，实施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行为，其数量（数额）达到前款规
定的数量（数额）5 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
利罪“情节特别严重”。
根据《刑法》第 366 条规定，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个人犯本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组织淫秽表演罪
（一） 组织淫秽表演罪的概念和特征
组织淫秽表演罪，是指组织他人进行淫秽表演的行为。本罪具有以下特征：

1．本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社会主义社会风尚和国家对文艺演出活动的管理秩序。
2．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组织他人进行淫秽表演的行为。所谓组织包括两方面：一是
招募、雇佣、诱骗甚至胁迫演艺人员在观众面前作淫秽表演；二是引诱、煽动、召集、
招待多人观看淫秽演出。所谓淫秽表演，是指通过表演者的语言、动作和化装，来具体
描绘性行为或露骨地宣扬色情的诲淫性演出；至于展示人体健美的裸露身体表演和在表
演中含有某些色情内容，如果没有猥亵淫荡和下流无耻的语言和动作，一般不以犯罪论
处。
3．本罪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但犯本罪的个人必须是年满 16 周岁
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4．本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淫秽表演而决意实施这种行为。行为
人通常是以牟利为目的，但也不排除其他目的，如促销产品，招徕顾客，甚至满足特定
关系人的要求以谋取某种不正当利益等等。
根据《刑法》第 365 条规定，犯本罪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所谓情节严重，主
要是指多次组织淫秽表演，组织淫秽演出规模较大，组织极为下流无耻的淫秽表演，以
强制手段组织他人进行淫秽表演，组织淫秽表演牟利数额巨大，组织的淫秽表演向未成
年人开放等。根据《刑法》第 366 条规定，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个人犯本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传播淫秽物品罪
传播淫秽物品罪，是指在社会上出租、出借、运输、携带淫秽的书刊、影片、音像、
图片或者其他淫秽物品，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客体是国家对社会风尚的管理秩序。本
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公开或者秘密的方式，传播淫秽物品并且情节严重的行为。所谓
“传播”，是指通过出版、展示等方式传看淫秽的图书、报纸、刊物、画册、图片、载
有淫秽内容的娱乐用品等。根据《解释》第 10 条规定，向他人传播淫秽的书刊、影片、
音像、图片等出版物达 300 至 600 人次以上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属于“情节严重”，
依照刑法第 364 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传播淫秽物品罪定罪处罚。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根据《刑法》第 364 条第 1 款规定，犯本罪的，处 2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本条第 4 款规定，向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的．从

重处罚。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按
自然人犯本罪的规定处罚。
四、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
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是指故意组织播放淫秽的电视、录像、录音、影碟等音
像制品的行为。本罪客体是国家对音像播放业的管理秩序。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组织
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的行为。组织播放，是指安排、筹划、指挥他人播放或收看淫秽音像
制品的活动。行为人组织播放的必须是具体描写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电
视、录像、录音、影碟等音像制品。根据《解释》第 10 条规定，组织播放的次数在 10
至 30 场次以上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应以本罪定罪量刑。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但本罪不是以牟取利益为目的，而是以传播为目的。如果以牟
利为目的，组织播放淫秽物品的，应定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根据《刑法》第 364 条
第 2 款规定，犯本罪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按自然人犯本罪的规定处罚。如果组织不满 18 周
岁的人观看淫秽音像制品的，从重处罚。
五、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罪
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罪，是指违反出版管理法的规定，为他人提供书号，
致使其出版淫秽书刊的行为。本罪客体是国家对出版物行政管理秩序。本罪的对象是书
号。所谓“书号”，是指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出具的允许出版发行的凭证，表示国家
出版部门对书刊出版的认可和批准。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
刊的行为。根据前述《解释》第 9 条规定，为他人提供版号，出版淫秽音像制品的，也
依照本罪定罪处罚。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其中主要是能够提供书号的单位或者个人。
本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即不知道他人利用所提供的书号出版淫秽书刊，但对于提供书
号的行为则是故意。
根据《刑法》第 363 条第 2 款规定，犯本罪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责任人员按自然人犯本罪的规定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