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首次轻微违法免于处罚事项清单

序
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1

对在广播电视
设施保护范围
内种植树木、
农作物的处罚

省级、设区市级、
县级广播电视行政

部门

    满足以下三项条件之
一：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
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3.当事人有证
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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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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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
的，不予行政处罚。

2.《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院
令第295号）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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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在广播电视
设施保护范围
内拴系牲畜、
悬挂物品、攀
附农作物的处

罚

省级、设区市级、
县级广播电视行政

部门

    满足以下三项条件之
一：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
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4.当事人有证
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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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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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
的，不予行政处罚。

2.《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院
令第295号）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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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拴系
牲畜、悬挂物品、攀附农作物的。



3

对擅自在广播
电视传输线路
保护范围内堆
放笨重物品、
种植树木、平
整土地的处罚

省级、设区市级、
县级广播电视行政

部门

    满足以下三项条件之
一：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
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5.当事人有证
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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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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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
的，不予行政处罚。

2.《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院
令第295号）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
定，未经同意，擅自实施下列行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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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可处以2000元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以1万元以下的
罚款：（一）在广播电视传输线路保护
范围内堆放笨重物品、种植树木、平整
土地的。



4

对擅自在天线
、馈线保护范
围外进行烧荒
等的处罚

省级、设区市级、
县级广播电视行政
部门

    满足以下三项条件之
一：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
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6.当事人有证
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021年修订）第三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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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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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
的，不予行政处罚。

2.《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院
令第295号）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
定，未经同意，擅自实施下列行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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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可处以2000元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以1万元以下的
罚款：（二)在天线、馈线保护范围外进

行烧荒等的。



附件3：　　            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
号

行政处罚
事项

实施机关 从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1

 
对违反广播电视
视频点播业务规

定的处罚

省级、设区市
级、县级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

满足以下四项条件之一：1.主
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
骗实施违法行为的；3.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
为的；4.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

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
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
违法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
处罚的。

2.《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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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未按《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载明的事项从事
视频点播业务的；
（二）未经批准，擅自变更许可证事项、股东及持股比例或者
需终止开办视频点播业务的；
（三）播放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广播电视节目的；
（四）未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
播放视频点播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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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播出前端未按规定与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监控系统进行联网的。



2

对擅自在互联网
上使用广播电视
专有名称开展业
务的处罚

省级、设区市
级、县级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

满足以下四项条件之一：1.主
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
骗实施违法行为的；3.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
为的；5.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
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
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
违法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
处罚的。

2.《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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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擅自
在互联网上使用广播电视专有名称开展业务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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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证机关的处罚

省级、设区市
级、县级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

满足以下四项条件之一：1.主
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
骗实施违法行为的；3.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
为的；6.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

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
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
违法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
处罚的。

2.《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
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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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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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对互联网视听节
目服务单位未建
立健全节目运营
规范，未采取版
权保护措施，或
对传播有害内容
未履行提示、删
除、报告义务的
处罚

省级、设区市
级、县级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

满足以下四项条件之一：1.主
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
骗实施违法行为的；3.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
为的；7.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
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
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
违法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
处罚的。

2.《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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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建
立健全节目运营规范，未采取版权保护措施，或对传播有害内
容未履行提示、删除、报告义务的。



5

对互联网视听节
目服务单位未在
播出界面显著位
置标注播出标识
、名称、《信息
网络传播视听节
目许可证》和备
案编号的处罚

省级、设区市
级、县级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

满足以下四项条件之一：1.主
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
骗实施违法行为的；3.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
为的；8.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

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
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
违法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
处罚的。

2.《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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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擅自在所传送的
节目中插播节目
、数据、图像、
文字及其它信息
的行政处罚

省级、设区市
级、县级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

满足以下四项条件之一：1.主
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
骗实施违法行为的；3.主动供
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
为的；8.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

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
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
违法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
处罚的。

2.《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
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
处二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擅自在所传送的节目中插播节目、资料、图像、文字及其他信
息的；



附件4：　                      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减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1
对擅自设立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经营单
位的处罚

省级、设区市级
、县级广播电视
行政部门

须同时满足以下两项条件：
1.属于初次被发现实施违法
行为；2.主动消除或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
订）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
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
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
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
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四）配合行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的。

2.《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28号
令）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设立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或者擅自制作电视
剧及其他广播电视节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从事违
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和节目载体，并处1万
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