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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缔约各方

t古予以尽可能有效和一致的方式发展和维护保护表演者和录

音制品制作者权利的愿望，

承说有必要采用新的国际规则，以提供解决由经济、社会、文

化和技术发展所提出的问题的适当办法，

承说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交汇对表演和录音制品的制作

与使用的深刻影响，

承纵有必要保持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权利与广大公众

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获得信息的利益之间的平衡，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1*
与其他公约的关系

(1)本条约的任何内容均不得减损缔约方相互之间依照于1961
年10月26日在罗马签订的《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国际

公约}(以下称为�'(罗马公约}")己承担的现有义务。

(2)依本条约授予的保护不得触动或以任何方式影响对文学和艺术
作品版权的保护。因此，本条约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被解释为损害此种保护。1

(3)本条约不得与任何其他条约有任何关联，亦不得损害依任何其他

条约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在本条约中:

第2条
定 义

(叫 "表演者"指演员、歌唱家、音乐家、舞蹈家以及表演、 歌唱、演说、
朗涌、演奏、表现、或以其他方式表演文学或艺术作品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

其他人员;
(b) "录音制品" 系指除以电影作 品或其他音像作 品所含的录制形式

之外，对表演的声音、或其他声音、或声音表现物所进行的录制;2
( c ) "录制"系指对声音或声音 表 现物的体现， 从 中通过某种装置可感

觉、复制或传播该声音 :

(d) "录音制品制作者"系指对首次将表演的声音、或其他声音、或声
音表现物录制下来提 出动议并负有责任的 自然人或法人;

l 廷..，.$1奈$(2)次tiV议定�IIJJ:不言而喻，第1条第(2)款澄清本条约规定的对录音
制品的权利与以录音制品体现的作品的版权之间的关系。在需要以录音制品体现的作品

的作者与对录音制品持有权利剧表演者或制作者许可的情况下， 获得作者许可的需要并
非因同时还需获表演者或制作者的许可而不复存在，反之亦然。

此外，不言而喻，第1条第(2)款的任何内容均不阻止缔约方对表演者或录音制品制
作者规定的专有权超出依照本条约需要规定的专有权。

2 差..，.$ 2 #.-(b)项tiV议定�叨:不言而喻，第2条(b)项规定的录音制品的定义并不表

明对录音制品的权利因将录音制品包含在电影作品或其他音像作品中而受到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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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条续]

( e ) "发行"录制的表演或录音制品系指经权利持有人同意并在以合
理的数量向公众提供复制品的条件下， 将录制的表演或录音制品的复制品
提供给公众尸

(f) "广播"系指以无线方式的播送，使公众能接收声音、或图象和声
音、或图象和声音表现物;通过卫星进行的此种播送亦为"广播";播送密码
信号，如果广播组织或经其同意向公众提供了解码的手段，则是"广播";

(g) "向公众传播"表演或录音制品系指通过除广播以外的任何媒体
向公众播送表演的声音或以录音制品录制的声音或声音表现物。在第15条
中，"向公众传播"包括使公众能昕到以录音制品录制的声音或声音表现
物。

第3条
依本条约受保护的受益人

(1)缔约各方应将依本条约规定的保护给予系其他缔约方国民的表演
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

(2)其他缔约方的国民应被理解为符合《罗马公约》规定的标准、 有资
格受到保护的表演者或录音制品制作者， 如同本条约的全体缔约方均假设
为该公约缔约国的情形。对于这些资格标准，缔约各方应适用本条约第2条
中的有关定义。 4

(3)任何利用《罗马公约》第5条第(3)款所规定的可能性、或为该公约
第5条的目的利用《罗马公约》第17条所规定的可能性的缔约方，应向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WIPO)总干事作出那些条款所预先规定的通知。 5

3 关于第2奈何)窃，第8、9、12和13，f;导伶议定卢串串:这些条款中的用语"复制品"和"原

件和复制品"，受各该条中发行权和出租权的约束，专指可作为有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固定

的复制品。
4 j在T震3 t1f-$ (2) ，发é7议定卢叨:为了适用第3条第(2)款，不言而盼，录制系指制作
完成原始带("母带")。

5 差-r� 3.ß号居住议之�IJIJ:不言而喻，(罗马公约》第5条(a)项和第16条(a)项第(iv)目

中所指的"另一缔约国的国民"，在适用于本条约时，对于系本条约缔约方的政府间组织，

指系该组织成员的国家之一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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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条
国民待遇

(1)在本条约所专门授予的专有权以及本条约第15条所规定的获得
合理报酬的权利方面，每个缔约方均应将其给予本国国民的待遇给予第3条
第(2)款所定义的其他缔约方的国民。

(2)本条第(1)款规定的义务不适用于另一缔约方使用了本条约第15
条第(3)款允许的保留的情况。

第二章
表演者的权利

第5条

在溃者的精神叔利

(1)不依赖于表演者的经济权利，甚至在这些权利转让之后，表演者仍

应对于其现场有声表演或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有权要求承认其系表演的

表演者，除非使用表演的方式决定可省略不提其系表演者:井有权反对任何
对其表演进行将有损其名声的歪曲、篡改或其他修改。

(2)根据本条第(1)款授予表演者的权利在其死后应继续保留，至少到
其经济权利期满为止，并应可由被要求提供保护的缔约方立法所授权的个人
或机构行使。但批准或加入本条约时其立法尚未规定在表演者死后保护上款
所述之全部权利的国家，则可规定其中部分权利在表演者死后不再保留。

(3)为保障本条所授予的权利而采取的补救办法应由被要求提供保护

的缔约方立法规定。

第6条
在溃者对其尚未录制的表演的经济权利

表演者应享有专有权，对于其表演授权 :

(i)广播和向公众传播其尚未录制的表演，除非该表演本身已属广播表
演;和

(ii) 录制其尚未录制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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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备

复制权

表演者应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对其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直接
或间接地进行复制的专有权。6

第8条
发行机

(1) 表演者应享有授权通过销售或其他所有权转让形式向公众提供其
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的原件或复制品的专有权。

(2)对于在已录制的表演的原件或复制品经表演者授权被首次销售或
其他所有权转让之后适用本条第(1)款中权利的用尽所依据的条件(如有此
种条件)，本条约的任何内容均不得影响缔约各方确定该条件的自由。7

第9条
出租杠

(1)表演者应按缔约各方国内法中的规定享有授权将其以录音制品录制
的表演的原件和复制品向公众进行商业性出租的专有权，即使该原件或复制
品已由表演者发行或根据表演者的授权发行。

(2)尽管有本条第(1)款的规定，任何缔约方如在1994年4月15日已有
且现仍实行表演者出租其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的复制品获得公平报酬的
制度， 只要录音制品的商业性出租没有引起对表演者复制专有权的严重损
害，即可保留这一制度。8

6 豆在..，..$7、11和16 #.-69必定卢叨 :第7 条和第11条所规定的复制权及其中通过第1 6

条允许的例外，完全适用于数字环境，尤其是以数字形式使用表演和录音制品的情况。 不

言而喻，在电子媒体中以数字形式存储受保护的表演或录音制品，构成这些条款意义下的

复制。

7 差""'$ 2#.-(e)呀，多8、9、12和13 #.-69议;t�IIJJ : 这些条款中 的用语 "复制品 "和 "原

件和复制品"，受各该条中发行权和出租权的约束，专指可作为有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固定

的复制品。

8 差..，..$ 2 #.-(e)呀，多8、9、12和13 ß导作议定庐叨 : 这些条款中的用语 " 复制品"和"原

件和复制品"，受各该条中发行权和出租权的约束，专指可作为有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固定

的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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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条
提供已录制在溃的叔利

表演者应事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以录
音制品录制的表演， 使该表演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
获得。

第三章
录音制晶制作者的权利

第11条
复制板

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对其录音制晶直接或间

接地进行复制的专有权。9

第12条
发行叔

(1)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授权通过销售或其他所有权转让形式向

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的原件或复制品的专有权。

(2)对于在录音制品的原件或复制品经录音制品制作者授权被首次
销售或其他所有权转让之后适用本条第(1)款中权利的用尽所依据的条件
(如有此种条件)， 本条约的任何内容均不得影响缔约各方确定该条件的自
由。10

9 j旺T多7、11和16 ff.-é9议定j幸好:第7条和第11条所规定的复制权及其中通过第16
条允许的例外，完全适用于数字环境，尤其是以数字形式使用表演和录音制品的情况。 不
言而喻，在电子媒体中以数字形式存储受保护的表演或录音制品，构成这些条款意义下的
复制。

10 j在-f-J草2 ff.-( e)-呀，$8、9、12和13 ff.-é9必定卢叨:这些条款中的用语"复制品"和"原

件和复制品"，受各该条中发行权和出租权的约束，专指可作为有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固定

的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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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杏
出租叔

(1) 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授权对其录音制品的原件和复制品 向公
众进行商业性出租的专有权， 即使该原件或复制品已由录音制品制作者发

行或根据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授权发行。

(2) 尽管有本条第(1)款的规定，任何缔约方如在1994年4月15日已

有且现仍实行录音制品制作者出租其录音制品的复制品获得公平报酬的制
度，只要录音制品的商业性出租没有引起对录音制品制作者复制专有权的严
重损害，即可保留这一制度。11

第14条
提供录音制品的权利

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
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
获得。

第四章

共同条款

第15条
罔广播和向公众传播获得报酬的叔利

(1) 对于将为商业 目 的发行的录音制品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广播或用

于对公众的任何传播， 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获得一次性合理报
酬的权利。

(2) 缔约各方可在其国内立法中规定，该一次性合理报酬应由表演者、
或由录音制品制作者或由二者向用户索取。缔约各方可制定国内立法，对表

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之间如未达成协议，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应如何
分配该一次性合理报酬所依据的条件作出规定。

11 差"'$2�(e)缆，$8、9、12和13�6IJ议定�叨:这些条款中的用语"复制品"和

"原件和复制品"，受各该条中发行权和出租权的约束，专指可作为有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固

定的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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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条续]

(3)任何缔约方均可在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交存的通知书中，
声明其将仅对某些使用适用本条第(1)款的规定，或声明其将以某种其他方
式对其适用加以限制，或声明其将根本不适用这些规定。

(4)在本条中，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的、可为公众中的成员

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的录音制品应被认为仿佛其原本即为商业
目地而发行。川3

第16条

限制与例外

(1)缔约各方在其国内立法中， 可在对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的保
护方面规定与其国内立法中对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所规定的相同种
类的限制或例外。

(2)缔约各方应将对本条 约所规定权利的任何限制或例外限于某些不
与录音制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触、也不无理地损害表演者或录音制品制作者合

法利益的特殊情况。14，15

12 廷r$ 15 df6IJ议定;t叨 : 不言而喻 ， 第15 条并非表示完全解决表演者和录音制品

制作者在数字时代应享有的广播和向公众传播的权利的水平。各代表团未能就关于需在

若干情况下规定专有权的几个方面或关于需在没有保留可能情况下规定权利的不同提案

达成协商一致，因此将此议题留待以后解决。

口 五运予多15 �19议定卢叨 : 不言而喻， 第15条不妨碍将本条授予的权利提供给民间

文学艺术作品的表演者和录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录音制品的制作者， 只要这些录音制品

未被以获得商业利润为目的而发行。

14 妥予草草7、11和16�19议定卢叨:第7条和第11条所规定的复制权及其中通过第
16条允许的例外，完全适用于数字环境，尤其是以数字形式使用表演和录音制品的情况。

不言而喻，在电子媒体中以数字形式存储受保护的表演或录音制品，构成这些条款意义下

的复制。

15 j运r$ 16-A号19议定j幸好 : 关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 10条 (涉及限制与

例外)的议定声明，亦可比照适用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的第16条
(涉及限制与例外) 0 [关于WCT第10条的议定声明原文如下"不言而喻，第10条的规定

允许缔约各方将其国内法中依《伯尔尼公约》被认为可接受的限制与例外继续适用并适当

地延伸到数字环挽中。同样，这些规定应被理解为允许缔约方制定对数字网络环境适宜的

新的例外与限制。

"另外，不言而喻，第10条第(2)款既不缩小也不延伸由《伯尔尼公约》所允许的限制

与例外的可适用性范围。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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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条

保护期

(1)依本条约授予表演者的保护期，应自表演以录音制品录制之年年
终算起，至少持续到50年期满为止。

(2)依本条约授予录音制品制作者的保护期， 应自该录音制品发行之
年年终算起，至少持续到50年期满为止;或如果录音制品自录制完成起50

年内未被发行，则保护期应自录制完成之年年终起至少持续50年。

第18条
关于技术措施的义务

缔约各方应规定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 制止规避由
表演者或录音制品制作者为行使本条约所规定的权利而使用的、 对就其表

演或录音制品进行未经该有关表演者或录音制品制作者许可、 或未由法律
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的有效技术措施 。

第19条
关于叔利管理信息的义务

(1)缔约各方应规定适当和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制止任何人明知、或
就民事补救而言有合理根据知道其行为会诱使‘促成、便利或包庇对本条 约
所涵盖的任何权利的侵犯而故意从事以下行为:

(i) 未经许可去除或改变任何权利管理的电子信息:
(ii)未经许可发行、为发行目的进口、广播、向公众传播或提供

明知已被未经许可去除或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表演、录
制的表演或录音制品的复制 品 。

(2)本条中的用语"权利管理信息"系指识别表演者、表演者的表演、录
音制品制作 者、 录音制品 、 对表演或录音制 品拥有任何权利的所有人的 信
息，或有关使用表演或录音制品的条款和条件的信息，和代表此种信息的任
何数字或代码，各该项信息均附于录制的表演或录音制品的每件复制品上

12 



或在录制的表演或录音制品向公众提供时出现。16

第20*

手 续

享有和行使本条约所规定的权利无须履行任何手续。

第21条

保 留

除第15条第(3)款的规定外，不允许对本条约有任何保留。

第22备
适用的时fJ.

[第19条续]

(1 ) 缔约各方应将《伯尔尼公约》第18条的规定比照造用于本条约所
规定的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 者的权利。

(2)尽管有本条第(1) 款的规定，缔约方可将对本条约第5条的适用限

制于在本条约对该缔约方生效之后进行的表演。

16 j毫T草草19 �tt?议定卢叨:关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12条(涉及关于权利
管理信息的义务)的议定声明，亦可比照适用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的第19条(涉及关于权利管理信息的义务) o[关于WCT第12条的议定声明原文如下..不

言而喻，‘对本条约或《伯尔尼公约》所涵盖的任何权利的侵犯'的提法既包括专有权，也包
括获得报酬的权利 。

"此外，不言而喻，缔约各方不会依赖本条来制定或实施要求履行为《伯尔尼公约》或

本条约所不允许的手续的权利管理制度，从而阻止商品的自由流通或妨碍享有依本条约

规定的权利。"]

13 



第23备 。
关于权利行侠的*.

(1)缔约各方承诺根据其法律制度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 以确保本条
约的适用。

(2)缔约各方应确保依照其法律可以提供执法程序，以便能采取制止
对本条约所涵盖权利的任何侵犯行为的有效行动 包括防止侵权的快速补

救和为遏制进一步侵权的补救。

第五章

行政条款和最后条款

(1) (a)缔约方应设大会。

第24条
大 会

(b)每一缔约方应有一名代表，该代表可由副代表、顾问和专家

协助。
(c)各代表团费用应由指派它的缔约方负担。大会可要求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以下称为"本组织")提供财政援助，以便利按照联合国大会既定
惯例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或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的缔约方代表团参加。

(2) ( a) 大会应处理涉及维护和发展 本条约及适用和实施 本条约的事

项。

(b)大会应履行依第26条第(2)款向其指定的关于接纳某些政
府间组织成为本条约缔约方的职能。

(c)大会应对召开任何修订本条 约 的外交会议作出 决定 ， 并给予
本组织总干事筹备此种外交会议的必要指示。

(3) (a)凡属国家的每一缔约方应有一票，并应只能以其自己的名义

表决。

(b)凡属政府间组织的缔约方可代替其成员国参加表决，其票数
与其属本条约缔约方的成员国数目相等。如果此种政府间组织的任何一个成
员国行使其表决权，则该组织不得参加表决，反之亦然。

(4)大会应每两年召开→次例会，由 本组织总干事召集。

(5)大会应制定其本身的议事规则，其中包括特别会议的召集、 法定
人数的要求及在不违反本条约规定的前提下作出各种决定所需的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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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条

国际局

本 组织的国际局应履行与本条约有关的行政工作。

第26条
成为本备均蜡局方的资格

( 1 ) 本 组织的任何成员国均可成为本条约的缔约方。

(2)如果任何政府间组织声明其对于本条约涵盖的事项具有权和具有
约束其所有成员国的立法，并声明其根据其内部程序被正式授权要求成为
本条约的缔约方，大会可决定接纳该政府间组织成为本条约的缔约方。

(3)欧洲共同体在通过本条约的外交会议上做出上款提及的声明后，可
成为本条约的缔约方。

第27条
本条约规定崎私利和义务

除本条约有任何相反的具体规定以外， 每一缔约方均应享有本条约规
定的一切权利并承担本条约规定的一切义务。

第28条

本条约的签署

本条约应在1997年12月31日以前开放供本组织的任何成员国和欧洲
共同体签署。

第29条

本条约的生效

本条约应于30个国家向本组织总干事交存批准书或加人书三个月之

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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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告
成为本备均蜡纯方的生放日期

本条约应自下列日期起具有约束力:
(i) 对第29条提到的 30 个国家，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 ;

(ii)对其他各国，自该国向本组织总干事交存文书之日满三个月起;
(iii)对欧洲共同体， 如果其在本条约根据第29条生效后交存批

准书或加人书，则自交存此种文书后满三个月起，或如果其在

本条约生效前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 则自本条约生效后满三

个月起;
(iv)对被接纳成为本条约缔约方的任何其他政府间组织，自该组

织交存加人书后满三个月起。

第31条
远 绚

本条约的任何缔约方均可退出本条约，退约应通知本组织总干事。任何
退约应于本组织总干事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

第32条

本条约的语文

(1)本条约的签字原件应为一份，以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

西班牙文签署，各该文种的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2)除本条第(1)款提到的语文外，任何其他语文的正式文本须由总干事
应有关当事方请求，在与所有有关当事方磋商之后制定。在本款中，"有关当
事方"系指涉及到其正式语文或正式语文之一的本组织任何成员国，并且如
果涉及到其正式语文之一，亦指欧洲共同体和可成为本条约缔约方的任何其
他政府间组织。

16 

第33*"
保存人

本组织总干事为本条约 的保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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