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觉得要区分情况，针对不同“山寨社团”的不同行为采取不同策略，分门别类
做规划，有的放矢来处理。对那些故意虚构事实骗取钱财有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可
以通过刑事程序解决。对那些违反国家行政法规的，可以考虑通过行政途径来解
决。例如，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违反国家规定，未经注册登记以社会团
体名义进行活动，被取缔后仍进行活动的或依法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仍以社会团
体名义进行活动的，都可以采取拘留、罚款等处罚措施。对那些侵犯他人民事权利
的，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鉴于“山寨社团”现象是社会问题，涉及很多行业，
建议中国文联协调所属的各全国文艺家协会，形成统一声音向有关部门反映，向社
会呼吁。

分门别类做规划，有的放矢来处理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顾问张雪松

“山寨社团”危害的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分析其存在原因主要是追逐利益。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一些“山寨社团”以和正规社团相同或相近的名称开展活动，
就是为了借助正规社团的社会影响力和诚信度追求不正当利益。从法律层面解决

“山寨社团”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对未在民政部门合法登记就擅自以
社团名义活动的组织，可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由民政部门依法处理。2.
如果“山寨社团”有违法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向行政职能部门和公安机关
举报。3.如果“山寨社团”的行为侵犯了民事权益，在证据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可以
通过民事诉讼的程序解决。我认为诉讼并非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手段，在某种
程度上可能是最后的手段。

“山寨社团”多为追逐利益而存在

北京唯入律师事务所
主任李云德

根据媒体报道，很多“山寨社团”采取收会费、评奖、办培训班、卖各种头衔，甚
至敲诈勒索等手段进行牟利，给正规社团和社会都造成不良影响。从法律规定来
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对社团进行营利活动规定了明确的处理办法，包括警
告、限期停止活动、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等；2017年即将施行的《境外非
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开展活动也将从法律层面进
行系统规范。我认为对“山寨社团”进行曝光并畅通举报渠道很有必要，如果能把

“山寨社团”的办公地址、有多少会员、主要负责人是谁都曝光出来效果会更好。工
商、民政及相关执法部门就“山寨社团”问题开展综合执法，也应该会取得比较好的
执法效果。

曝光“山寨社团”并畅通举报渠道很有必要

北京浩天信和律师事
务所律师贾青青

无论民事法律还是刑事法律，都为解决
“山寨社团”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救济途径，正
规社团应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维
权本身客观上也会起到向社会公众澄清真相
的效果。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法人依法
享有名称权，如果“山寨社团”名称和正规社
团名称完全一致，就可能侵犯了正规社团的
名称权，正规社团可以依据民事法律规定保
护自己的名称权，禁止对方使用和自己相同
的社团名称；如果“山寨社团”的行为导致正
规社团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损，也可以追究
它们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如果“山寨社团”的
行为触犯了刑事法律，达到了犯罪的程度，那

自然可以依法追究它们的刑事责任。此外，加强行业引导和规制也很重
要，司法实践中有时行业引导和规制会对案件解决起到关键作用。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知识产权庭庭长林子英

法人名称权受法律保护，比如民政部已
经曝光的“中国摄影家协会”，这个社团名称
和中国文联所属的中国摄协名称完全相同，
这种情况下中国摄协如果以侵犯名称权为
由进行主张，我觉得法律上不会有太多障
碍。从法律层面讨论如何应对“山寨社团”，
要做具体分析，只有区分不同行为主体，分
析不同行为性质，才能准确适用法律。目前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在修改，如果修改
后的法律对该法的适用范围有所调整，取消
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限制，该法
也会在竞争利益或者基于名称产生一些利
益冲突方面成为我们应对“山寨社团”问题

的新选择。“山寨社团”的问题涉及面广，我个人认为还是综合处理优
先，当然在处理典型事件时，也可以考虑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庭副庭长潘伟

期待《反不正当竞争法》成为解决问题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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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律师讲法律、提建议法官、律师讲法律、提建议

摄影界是“山
寨社团”的重灾区
之一。民政部已
公布的“山寨社
团”包括两类，一
类是在境外登记，
在境内开展活动
的组织。另一类
是在境内外都未
合法登记，任意取
个唬人的名字就
开展活动。这些

“山寨社团”不仅
和正规社团争夺话语权和市场，在行业内也
造成非常大的混乱。一些“山寨社团”和不明
真相的单位长期合作开展活动,导致这些单
位误认为我们这些合法团体是假的，对正规
社团的活动造成了很大困扰。许多人在“山
寨社团”吃亏上当后反而到正规社团要求解
决，而个别在合法社团内任职的人员也在“山
寨社团”任职，客观上加剧了混乱程度。中国
文联及所属各全国文艺家协会都是受害者，
作为人民团体，我们只能提出问题，没有能力
去彻底解决问题。希望国家有关行政部门能
加大对非法活动的处罚力度，对如何取缔、限
制非法活动制定明确措施。

“山寨社团”对正规社团
造成很大困扰

中国摄协分党组成
员、秘书长高琴

应对“山寨社团”需健全法制
加强信息公开

应对“山寨社团”需健全法制
加强信息公开

许多冠以“国
际”、“中国”、“中
华”等国字号名称
的“山寨社团”给
大家感觉非常“高
大上”，尤其是一
些社团名称与中
国文联及各全国
文艺家协会名称
高度相似，特别容
易令公众上当受
骗。有的“山寨社
团”打着比赛的幌

子高收费，只要交费参赛就可以获奖，助长了
浮躁浮夸、追逐名利的不良风气，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文艺创作队伍的积极性。在工作
中,我们曾接到举报,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
只能在自己官网、刊物刊登声明,进行解释。
应对“山寨社团”，我们建议要从源头抓起,澄
清事实,加强合法组织信息公开，让社会公众
可以通过正规途径查询各种文艺活动的真
伪，增强辨别能力。此外，还要健全法制，把

“山寨社团”纳入法律监管范畴，经过政府有
关部门的审批、许可或者备案才能开展各类
文艺活动，同时，政府执法部门对其违法行为
也要依法严肃查处。

中国音协副秘书长兼
艺术中心主任熊纬

文艺类社团
是“山寨社团”的
重灾区，一些“山
寨社团”用看似高
规格的名称蒙蔽
了一些艺术从业
者，引诱他们入
会，承诺帮他们办
展览、颁发证书、
邀请领导、邀请媒
体宣传等等，并举
办一些奖项评比，
以此攫取丰厚利

润。而各种文艺类的“山寨社团”更是令人眼
花缭乱，比如有中国文艺家协会、中国艺术家
联合会、人民艺术家协会等等，不一而足。不
少人愿意加入“山寨社团”,属于一个愿打，一
个愿挨。一些人在艺术上没有什么水平、造
诣,作品也不入流,希望加入看似高规格的社
团,获得奖项、证书给自己镀金。这为“山寨
社团”提供生存土壤和空间,有些江湖“艺术
家”靠着“山寨社团”的吓人头衔赚得盆满钵
满。这些现象的存在破坏了艺术市场的良好
秩序，还对正规文艺组织的名誉造成损害，更
给原本打算踏踏实实投身艺术的年轻人带来
极恶劣的影响。

“山寨社团”欺骗性强
迎合了某些人的出名需求

中国剧协分党组副书
记顾立群

“山寨社团”
大致有三类。一
是套牌协会。例
如，香港的“中国
书法家协会”，名
称和中国书协完
全一致，也在内地
开展活动，发展会
员和理事。二是
挂靠组织，这些组
织随意挂靠一个
正规单位，却根本
不对被挂靠单位

负责，变成可以做任何事的机构。三是文化
皮包公司，它们没有上级单位，没有纪律约
束，可以卖各种头衔，只要愿意交钱就能以

“名家”身份出版作品集，危害最大。这些“山
寨社团”由于没有纪律约束，什么都敢干，一
些活动，正式队伍反而不如“山寨社团”搞得
有成效，这对我们的行风建设影响很大。有
些地方领导因为不了解行业情况，无意中也
给“山寨社团”提供了方便，我们也接到过这
方面的投诉。这种现象如果任其发展将严重
危害文化建设，建议政府部门依法治理“山寨
社团”引发的各种乱象，相信经过逐渐治理，
这些乱象一定会有所改善。

“山寨社团”的行为影响了
文艺界行风建设

中国书协分党组副书
记、秘书长郑晓华

“山寨社团”
不仅扰乱了行风，
它们的存在还让
合法社团有时身
份说不清楚，有时
说话不硬气，有时
搞活动还被他们
搅了局，已影响了
正规社团组织应
有作用的发挥。
这些“山寨社团”
以逐利为根本目
的，胆子很大，有

时候比正规军还有生命力，确实需要治理。
我建议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来改变目前的局
面：一是向高层呼吁反映，希望各部门都重视
这个问题。二是搞集中整治行动，抓几个典
型在主流媒体进行曝光，提高全社会的认知
度。三是监管结合，政府主管部门要加强日
常监管力度。四是中国文联及所属各全国文
艺家协会都应该加大自身宣传力度。同时，
从民政部公布的情况来看，“山寨社团”引发
的种种乱象不仅存在于文艺界，在其他领域
也存在，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从社
会层面综合考虑，作为国家治理层面问题对
待，才能有效遏制这种情况。

治理“山寨社团”
需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治理“山寨社团”

需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中国视协分党组成
员、副秘书长范宗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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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3月起，民政部分10批曝光了1089家“山寨社团”，涉及文艺类的有322家，约占29.6%。已曝光的文艺类“山寨社团”涉及美术、舞蹈、摄影、书法等艺术领域。其中，“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
国影视家协会”、“中国美术协会”等“山寨社团”名称与中国文联及所属全国文艺家协会的名称相同或近似，极易造成混淆，使社会公众和文艺工作者难以区分，给中国文联和各全国文艺家协会的正常工作与活动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

据了解，很多“山寨社团”被曝光后仍举办展演评奖、艺术培训等活动，有的活动名称或内容与中国文联及所属各全国文艺家协会开展的品牌活动相同或近似，不良影响仍继续蔓延。中国文联权益保护部对此密切关注并及时发布消
息，提醒业界明辨真伪；组织召开专题研讨会，邀请文艺界代表和法律专家共商应对策略，切实维护中国文联及所属各全国文艺家协会的合法权益。

文艺界、法律界共议如何应对“山寨社团”

本报讯 近日，中国文联权益保
护部在京召开了应对“山寨社团”问题
专题研讨会。各全国文艺家协会有关
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中国文联国内联
络部和理论研究室有关处室负责人、
法律专家、中国文联法律志愿服务团
特邀律师等约40人与会。会议由中
国文联权益保护部主任暴淑艳主持。

研讨会上，中国剧协分党组副书
记顾立群，中国音协副秘书长兼艺术
中心主任熊纬，中国摄协分党组成
员、秘书长高琴，中国书协分党组副
书记、秘书长郑晓华，中国视协分党
组成员、副秘书长范宗钗，中国文联
国内部综合处处长王亚春，中国文联
理研室舆情处副调研员宋保成等作
专题发言。大家表示本次会议开得
非常及时、非常必要。“山寨社团”给
文联和各全国文艺家协会的正常工
作与活动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中
国文联和多数全国文艺家协会都接

到过文艺工作者关于文艺类“山寨社
团”及其开展活动的举报或投诉。一
些和文联组织名称相近的“山寨社
团”明码标价买卖头衔和奖项、通过
培训交流搞活动大肆收费、巧立名目
变相敛财，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文联
组织的声誉，还扰乱了文化市场的良
好秩序，助长了沽名钓誉、追名逐利
的不良风气，破坏了文艺创作队伍的
稳定性，影响十分恶劣。大家建议一
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山寨社
团”的监管，严肃查处“山寨社团”的
非法活动，建立综合治理体制；另一
方面，要加大对合法文艺组织开展活
动的宣传力度，帮助社会公众提高辨
别合法及非法文艺活动的能力，发现

“山寨社团”及时举报。
法律专家为应对“山寨社团”支

招献策。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庭庭长林子英、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潘伟，以及

张雪松、李云德、贾青青三位律师结
合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从增强法律
意识和加强行业引导，利用民事法律
保护文联组织的名称权、名誉权，通
过刑事法律追究“山寨社团”的违法
行为，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山
寨社团”的活动进行限制等不同角
度，为有效应对“山寨社团”，维护文
联和各全国文艺家协会的合法权益
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法律建议。法律
专家认为，应对“山寨社团”进行分类
界定，对其违法活动区分犯罪行为和
民事侵权行为，抓住其建立、活动过
程中的违法事实，对其进行有效打
击。可以将典型个案作为突破口，用
文联组织的力量呼吁社会各界关注
和有关部门重视。由于“山寨社团”
涉及的问题较广，应本着综合处理的
原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由政府各
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共同解
决“山寨社团”问题。专家们表示将

与中国文联权益保护部进一步研究
具体对策，共同维护文联和各全国文
艺家协会的合法权益。

据民政部官网消息，这些“山寨
社团”主要是内地居民利用境内外社
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的差异，在登记
条件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注册，并
擅自在我国境内以发展会员、成立分
会、评选颁奖、行业培训等方式敛
财。自今年3月民政部开始曝光“山
寨社团”起，每批“山寨社团”名单公
布后，中国文联权益保护部都及时通
过《中国艺术报》、中国文艺网、“文艺
维权”微信公众号等媒体进行宣传报
道，提醒各级文联、文艺家协会和广
大文艺工作者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
骗。据悉，2017年1月1日起《境外
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将正式
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开展活
动必须遵守这部法律的规定，“山寨
社团”治理将正式纳入法治轨道。 专题研讨会会场

应对“山寨社团”问题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

虽然民政部公布的“山寨社团”名
单目前还没有涉及到曲艺，但是据我
们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涉及曲艺的“山
寨社团”还是存在的。因为这些社团
的存在，一些会员和曲艺爱好者可能
会参加它们组织的各类活动，他们的
权益如何保护需要我们来思考。应对

“山寨社团”是各全国文艺家协会面临
的共同问题。

于涛（中国曲协权益部副主任）：

山寨社团“中国电影电视家协
会”，在百度百科有该条目，其主席团、
理事会等机构全部仿照中国影协建制
构建，确实对中国影协的工作和名誉
造成了影响。但目前除了曝光手段或
者提醒大众留意外，我们并没有特别
有效的手段，也很难帮助公众有效鉴
别。据报道，很多“山寨社团”被民政
部曝光后并没有立即被注销或者停止
活动，希望在法律上有惩治手段。

宋展翎（中国影协理研部副主任）：

公众并不完全了解美术界情况，
也无法分辨名目众多的美术组织，有
人还误认为我们是山寨社团，导致“李
逵”“李鬼”难分。中国美协曾接到很
多举报投诉，很多人因为不明真相参
加了“山寨社团”的活动而上当受骗，
有的画没了、有的钱没了。建议民政
部、文化部、公安、工商、税务、文联等
部门要联合起来，共同找到综合治理
办法应对“山寨社团”的冲击。

朱凡（中国美协维权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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