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 夏 回 族 自治 区

文化和旅游厅文件
宁文旅规发 E2022〕 5号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 《宁夏回族
自治区文化市场行政处罚包容免罚清单

(2m2年版 )》 的通知

各市、县文化和旅游局,宁 东管委会社会事务局 :

根据 《自治区司法厅 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厅关于建立

宁夏多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为进

一步促进全区文化和旅游市场健康繁荣发展,自 治区文化和

旅游厅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制

定 了 《宁夏回族 自治区文化市场行政处罚包容免罚清单
(⒛22年版 )》,并经厅党组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

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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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知自2022年 8月 20日 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 8

19日 ,相 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旅游厅

(此件公开发布 )

-2-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市场行政处罚包容免罚清单（2022 年版）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及裁量结果 法定依据 备注 

1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未

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

证》的。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

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

处罚； 

 

【行政法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2019 年国务院令第 7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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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规定的营业时间以外营业的；（二）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的；

（三）经营非网络游戏的；（四）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的；（五）未悬挂《网络文化经

营许可证》或者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的。 

只针对未悬挂《网络文

化经营许可证》。 

2 

从业人员在营业期间未统一

着装并佩带工作标志的。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

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

处罚； 

 

【行政法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2020 年国务院令第 732 号） 

第四十九条：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1个月至 3个月：（一）变更有关事项，未按照本条例

规定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的；（二）在本条例规定的禁止营业时间内营业的；（三）从业

人员在营业期间未统一着装并佩带工作标志的。 

只针对第（三）项。 

3 

娱乐场所经营单位未按照本

条例规定建立从业人员名

簿、营业日志。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

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

处罚； 

 

【行政法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2020 年国务院令第 732 号） 

第五十条：娱乐场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建立从业人员名簿、营业日志，或者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未按照

本条例规定报告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县级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1 个月至 3 个月。 

不包括发现违法犯罪行

为未按照本条例规定报

告的。 

4 

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悬挂

娱乐经营许可证的。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

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

处罚； 

 

【部门规章】《娱乐场所管理办法》 （2017 年文化部令第 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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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针对未在显著位置悬

挂娱乐经营许可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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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

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

处罚； 

【部门规章】《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2017 年文化部令第 5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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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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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许可证》编号或者备案编

号。 

综合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止互联网文化活动，并处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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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未在经营

场所明显处张挂或者未在网

页醒目位置公开出版物经营

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登载的有

关信息或者链接标识的。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

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

处罚； 

 

【部门规章】《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16 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商务部令第 10 号）第三十

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并处 3万

元以下罚款: 

(五)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未在经营场所明显处张挂或者未在网页醒目位置公开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营

业执照登载的有关信息或者链接标识的; 

只针对第（五）项。 

7 

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

营活动的企业擅自留存委托

印刷的包装装潢印刷品的成

品、半成品、废品和印板、

纸型、印刷底片、原稿等

的；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

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擅自保

留其他印刷品的样本、样张

的，或者在所保留的样本、

样张上未加盖“样本”、“样

张”戳记的。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

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

处罚； 

【行政法规】《印刷业管理条例》（2020 年国务院令第 732 号） 

第四十四条：印刷业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一）从事包

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擅自留存委托印刷的包装装潢印刷品的成品、半成品、废品和印

板、纸型、印刷底片、原稿等的；（二）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擅自保留其他印

刷品的样本、样张的，或者在所保留的样本、样张上未加盖“样本”、“样张”戳记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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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

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

处罚； 

【部门规章】《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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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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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

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

处罚； 

【部门规章】《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2016 年国家旅游局令第 4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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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针对旅行社及其分社、

服务网点未悬挂旅行社

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登

记证明的。 

10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

营单位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

理技术措施的；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未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

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

罚。 

【行政法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2019 年国务院令第 7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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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规定的营业时间以外营业的；（二）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的；

只针对第（四）项擅自

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

措施，第（五）项中未

悬挂未成年人进入标



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的。 （三）经营非网络游戏的；（四）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的；（五）未悬挂《网络文化经

营许可证》或者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的。 
志。 

11 

娱乐场所经营单位变更有关

事项，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申

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

的。 

娱乐场所经营单位在本条例

规定的禁止营业时间内营业

的。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

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行政法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2020 年国务院令第 732 号） 

第四十九条：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1个月至 3个月：（一）变更有关事项，未按照本条例

规定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的；（二）在本条例规定的禁止营业时间内营业的；（三）从业

人员在营业期间未统一着装并佩带工作标志的。 

 

12 

娱乐场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

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

标志的。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

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行政法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2020 年国务院令第 732 号） 

第五十一条：娱乐场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悬挂警示标志、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的，由县级人民

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县级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悬挂警示标志由公安部

门查处。 

 

13 
娱乐场所未悬挂“12318”或其

他文化市场举报电话的。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

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部门规章】《娱乐场所管理办法》 （2017 年文化部令第 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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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举报电话全部改

为“12345”。 

14 

文艺表演团体变更名称、住

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

责人未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

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

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行政法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20 年国务院令第 732 号） 

第五十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未向

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条第一款：文艺表演团体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营业性演出经营项目，

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并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15 

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或个体演

员、个体演出经纪人自领取

营业执照之日起 20 日内未向

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

管部门备案；演出场所经营

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

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未

按规定向原备案机关重新备

案。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

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行政法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20 年国务院令第 732 号） 

第五十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未办理备案手续的，

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5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条第二款：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20 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

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第二款：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应当依法到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并向原备案机关重新备案。  

第九条第二款：个体演员、个体演出经纪人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20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

管部门备案。 

 



16 

设立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

经营单位，未在领取营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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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

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部门规章】《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2016 年文化部令第 5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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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印刷业经营者变更名称、法

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住所

或者经营场所等主要登记事

项，或者终止印刷经营活

动，不向原批准设立的出版

行政部门备案的。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

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行政法规】《印刷业管理条例》（2020 年国务院令第 732 号） 

第三十九条：印刷业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公安部门依

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一）

没有建立承印验证制度、承印登记制度、印刷品保管制度、印刷品交付制度、印刷活动残次品销毁制

度等的；（二）在印刷经营活动中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没有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出版行政部门报告的；

（三）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等主要登记事项，或者终止印刷经营活

动，不向原批准设立的出版行政部门备案的；（四）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留存备查的材料的。  

单位内部设立印刷厂（所）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没有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

保密工作部门办理登记手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保密工作部门依据法定职权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只针对第（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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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未按期报告信息变更情

况的；未申请变更导游证信

息的；未更换导游身份标识

的。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

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部门规章】《导游管理办法》（2017 年国家旅游局令第 44号）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办法规定，导游有下列行为的，由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

以处 10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一）未按期报告信息

变更情况的；（二）未申请变更导游证信息的；（三）未更换导游身份标识的；（四）不依照本办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采取相应措施的；（五）未按规定参加旅游主管部门组织的培训的；（六）向负责监

督检查的旅游主管部门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

（七）在导游服务星级评价中提供虚假材料的。 

只针对第（一）（二）（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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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旅游经营者未在其网站

主页醒目位置公开营业执

照、许可证、支付方式、风

险提示等信息的。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

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

罚。； 

【地方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旅游条例》（2020 年修订）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网络旅游经营者未在其网站主页醒目位置公开营业执照、许可证、支

付方式、风险提示等信息的，由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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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未

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

证》的。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

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许可证因年审或到期换证未

悬挂，经营场所提供证明或经

执法人员核实属实。） 

【行政法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2022 年国务院令第 75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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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规定的营业时间以外营业的；（二）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的；

（三）经营非网络游戏的；（四）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的；（五）未悬挂《网络文化经

营许可证》或者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的。 

 



21 

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悬挂

娱乐经营许可证的。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

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许可证因年审或到期换证未

悬挂，经营场所提供证明或经

执法人员核实属实。） 

【部门规章】《娱乐场所管理办法》 （2017 年文化部令第 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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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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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未在经营

场所明显处张挂。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

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许可证因年审或到期换证未

悬挂，经营场所提供证明或经

执法人员核实属实的。不包括

网页醒目位置公开相关证照。） 

【部门规章】《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16 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商务部令第 10 号）第三十

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并处 3万

元以下罚款: 

(五)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未在经营场所明显处张挂或者未在网页醒目位置公开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营

业执照登载的有关信息或者链接标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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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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

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许可证因年审或到期换证未

悬挂，经营场所提供证明或经

执法人员核实属实。） 

【部门规章】《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2016 年国家旅游局令第 4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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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关于从轻处罚的请结合《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标准》执行；本《清单》中未包含的违法行为，根据实

际情况按照《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