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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匿”的编辑：对编辑成果产权化的批判及
编辑权益保护的非产权化安排

谭 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100872，北京

摘 要  编辑的工作具有隐匿性特征，使得编辑创意性的工作无法得到有效回馈，从

而抑制了编辑的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对编辑成果进行产权化安排是现有研究的方

向，但却忽视了编辑成果的模糊性、不可分性，使得对编辑成果予以产权化的成本大

于收益，在《著作权法》和《出版管理条例》中创设编辑权利的设想无法成行。对编

辑创意性成果的非产权化安排是可取之策，在认识到编辑权利具有相对性这一前提

下，出版社或出版协会通过物质、工作和荣誉层面的制度设计来对编辑创意性的成果

予以奖励、激励，与此同时，立法者应当对编辑责任承担方面的规定予以细化以减少

不确定性，以此更有效地保护编辑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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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辑成果产权化困境

作品是作者情感的外在表达，作者传播其思

想需借助出版，而作品的出版往往离不开编辑。事

实上，作品价值的实现蕴含着作者和编辑共同的创

造和劳动，作者的工作是显性的，编辑的工作是隐

匿性的，作者创造性的工作易受到社会的认同和尊

重，而编辑的工作则往往不被理解，[1]“编辑们的

工作，无论多么富有创造性，也永远只是‘为他人

做嫁衣裳’”[2]，编辑工作隐匿性的特点使得编辑

的付出无法得到有效回报，因而实务界呼吁在法律

层面确立编辑的权利，即对编辑的成果予以产权

化。应注意，编辑在工作任务之外创作的作品，可

依据作者身份享有著作权，对此并无疑义。本文旨

在讨论：编辑在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付出的创造

性成果或劳动应当得到何种形式的保护。应指出，

编辑一词具有多重含义，有研究从语言学出发，认

为编辑至少包括以下三重含义：编辑行为；行业

名称及从业人员的职业指称；职称。[3]还有研究指

出，编辑具有四层含义：收集材料，整理成书；加

工作者作品以供发表的过程；从事编辑工作的人；

职称。[4]本文语境下，编辑一词，指编辑职务工作

以及从事此职务工作的人。

所谓产权，即市场主体“所拥有的购买、出

售和使用资本品和市场经济中其他财产的权利，

这些权利由法律制度来保证”。[5]对某项资源设

定产权，其前提是该项资源存在清晰的边界。编

辑的工作任务包括策划、选题、组稿、审稿、加

工、修改、校对以及交付出版等，除了编辑创作

的独立作品外，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编辑的

工作融入最终成型的作品中，具有结合性和难以

分辨性的特点，因而职务行为下编辑创意性劳动

成果的模糊性导致产权化困境。

2 对编辑成果予以产权化的批判

1948年人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黄金，

此时大量土地和矿藏的财产权都没有界定，但在

很短的时间里淘金者们便达成协议，对土地和矿

藏进行划区开采，违规者将接受制裁，“在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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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产生的戏剧性时刻，那些制定协议的人发

现了建立财产权的各种好处”。[6]本文将对编辑成

果予以产权化的看法进行审视。

2.1 《著作权法》下编辑不享有权利

现有部分研究认为《著作权法》规定了编辑

的权利。事实上，《著作权法》并未规定编辑的

权利，此外，寄希望于修订的《著作权法》增设

关于编辑权利的规定，从正在修订的著作权法草

案来看，此种看法也不现实。未来增设编辑权利

的难度也较大。

2.1.1  《著作权法》及其送审稿仅有关于出版者

而无编辑的权利义务规定

现行著作权法在第四章第一节规定了“图

书、报刊的出版”，一共七条，分别是：出版合

同；专有出版权；出版者和著作权人针对作品交付

和出版的规定；报刊、期刊社的权利义务，出版者

对作品的修改、删节，出版者出版演绎作品应取得

双重许可并支付报酬，出版者享有的版式设计权。

在知识产权法学界，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

即出版者享有的邻接权仅仅包括现行著作权法中

第三十六条的版式设计权，这也反映在国务院法

制办公室报请国务院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2014年6月6日）

（以下简称《著作权法送审稿》）中。《著作权

法送审稿》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的相关权，

指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或者期刊的版式设计享

有的权利”，在出版者的相关权章节，第三十一

条和第三十二条规定了版式设计的内涵、10年的

保护期以及出版者有权许可其享有的版式设计。

关于图书专有出版合同的内涵及履行，《著作权

法送审稿》将其置于第五章“权利的行使”中。

关于报刊的法定转载，《著作权法送审稿》将其

置于第四章“权利的限制”中。

从《著作权法送审稿》中可以看出，学界和

著作权法送审稿的建议者已经将现行著作权法中

关于“图书、报刊的出版”一节进行了拆分、删

节。关于出版合同、合同的履行（即现行著作权

法第三十一条和三十二条）放入权利行使章节，

关于报刊、期刊社的权利义务（即现行著作权法

第三十三条）放入权利限制章节，删除出版合同

（即现行著作权法第三十条）；出版者对作品的

修改、删节（即现行著作权法第三十四条）和出

版者出版演绎作品应取得双重许可并支付报酬

（即现行著作权法第三十五条），仅将出版者享

有的版式设计权（即现行著作权法第三十六条）

留下，作为出版者享有的邻接权。

所以，在《著作权法》及其送审稿层面，只

有出版单位的相关权利和义务，而没有关于编辑

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对于编辑而言，其作为出版

单位的从业人员，其权利和义务更多由出版管理

相关制度和出版单位内部的管理制度来确定。

2.1.2  对《著作权法送审稿》仅有出版者而无编

辑的权利义务的评价

本文认为，《著作权法送审稿》关于出版

者权利义务的调整基本符合知识产权法学界的共

识，即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

享有专有使用权，而将其他内容移至其他章节或

删除。因此，出版合同不应当作为出版者享有的

专有权利，而应作为一般的合同处理，所以将其

放在权利行使章节；将报刊的法定许可置于权利

限制章节。删除现行著作权法第三十条的出版合

同，因为出版者与著作权人订立合同需支付报酬

是一般合同，并无特殊，无须赘述；删除现行著

作权法第三十五条关于出版演绎作品义务的规

定，因为演绎作品本身就包括两个权利人，取得

双重许可并支付报酬，是应有之义。这便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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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权法送审稿》对出版者权利义务进行调整的内

在逻辑。应注意，《著作权法送审稿》完全删除

了现行著作权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即图书出版

者、报社、期刊社对作品的修改、删节权。

2.1.3  对《著作权法》中编辑享有权利的现有研

究的不同看法

在以上章节，本文已经明确指出，在著作权

法框架下，仅有出版单位的权利与义务，而无履

行职务行为的编辑的权利与义务。为进一步说明

此结论，本节将对《著作权法》中编辑享有权利

的现有研究一一反驳。

关于《著作权法》中编辑的权利来源，部分

研究者认为，现行《著作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了编辑的“修改权”，也有研究认为，依据现行

《著作权法》，编辑分别享有编辑修改权、专有

出版权与版式设计权三种邻接权，这三种邻接权

属于编辑权。[7]关于编辑享有专有出版权与版式设

计权的论断，笔者也持不同意见，专有出版应归

于合同约定，仅出版者享有版式设计权，前文已

述，此处不赘述。

1）邻接权部分中不存在编辑的权利。

针对以上论断，笔者持不同意见。首先需要

明确，在现行《著作权法》中，编辑是否有相应

的权利？笔者认为，依据现行著作权法，编辑并

不享有权利。理由在于：现行《著作权法》第四

章第一节规定的是出版者的权利，如前文所述，

出版者享有的邻接权为版式设计权，其他的规定

实际上并不属于出版者的邻接权，应将其归于合

同、权利行使或权利限制等章节，《著作权法送

审稿》对此作了正确处理。在现行《著作权法》

第四章第一节中，并不存在编辑的权利。

2）邻接权部分中不存在编辑的修改权。

上文已经指出“邻接权部分中不存在编辑的

权利”，已无必要论述邻接权部分不存在编辑的

修改权。但为进一步明确，此处仍作简要分析。

针对所谓的编辑的“修改权”，现行《著作权

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对作品进行修改、删节的主

体是图书出版者、报社和期刊社，而非编辑，虽

然实际进行修改、删节的是编辑。编辑对作品进

行修改、删节是一种职务行为，对外承担责任的

仍然是图书出版者、报社和期刊社。

3）邻接权之外、职务行为之内编辑不能对汇

编作品主张权利。

有研究认为，在第四章第一节关于“图书、

报刊的出版”的规定之外，编辑也享有相应权

利，如编辑对其组稿形成的汇编作品享有著作

权，[8]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现行《著作权法》第

十四条规定，汇编作品的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

责任编辑作为期刊或报纸的实际汇编人，理应对

该汇编作品享有著作权。但是，应当指出，此时

责任编辑的行为是一种职务行为，该汇编作品为

法人作品或职务作品，按照出版社的强势地位，

该汇编作品至少应当为特殊职务作品或法人作

品，而非一般职务作品。因此，出版社将作为该

汇编作品的著作权人，而责任编辑作为实际的汇

编人并不能对该汇编作品主张权利。

4）邻接权之外、职务行为之内编辑不能主张

合作作者身份。

如有研究指出，若编辑对作品的修改属于内

容性修改，属于参与了文章的创作，其与原作者

共同构成合作作者。[8]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

所谓合作作者，必须满足两个要件：主观上

具有共同创作的意图；客观上二者实施了创作作

品的行为。编辑对作品进行内容性修改，是履行

其职责的表现，其主观上并没有和作者共同创作

该作品的意图。编辑对作品内容进行修改，目的

| 法制厅



78 编辑实务 | EDITORS' PERFORMANCE

科技与出版 | 2019年第12期

是为了更好地展示作者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观点

或看法，以便顺利出版并引起相应反馈，而非为

了和作者共同创作一种作品。缺少共同创作的主

观意图，编辑并不能和作者成为共同作者。

2.1.4  小结

综上所述，著作权法中并没有关于编辑权利

的规定。那么，未来是否可以在著作权法的邻接

权层面引入关于编辑权利的规定？笔者认为难度

较大。邻接权作为开放的权利体系，对作品传播

上的利益或投资进行保护。是否将某一种主体作

为邻接权主体纳入保护，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

如主体的独立性问题。编辑作为出版者的职员，

对出版者具有依附性。在出版者已经享有版式设

计权这一邻接权后，欲为作为依附性的编辑创设

一项邻接权，难度颇大。事实上，承认编辑对优

秀作品的产生有重要促进作用，但不等于立法者

必须在《著作权法》中为其设权。对于编辑作用

的认知，应当置于整个规范体系之中，解决之策

在著作权法之外。

2.2 其他规范体系下创设编辑权利具有不经济

性，现实效果有限

现有研究指出，应当完善相应规定以回应编

辑的诉求。大多数研究仅指出应增设相应权利（如

署名权或修改权），部分研究指出应制定《出版

法》[9]。两者共同的特点是过于宽泛，无法落实。

前者创设的权利仍有待商榷，下文将详述之。后者

过于抽象，制定法律在短期内无法实现。笔者提出

一条最现实可行的建议，可以在其中增设编辑的权

利，但是，即使是此条最现实可行的建议，创设编

辑权利仍然不经济，现实效果将非常有限。

2.2.1  最可行的编辑权利构建方式：在《出版管

理条例》中增设关于编辑权利的规定

1）增设的位置及其理由。

本文认为，目前最为可行的方式是，在《出

版管理条例》（2016）第三章“出版物的出版”

第二十四条中增加关于编辑的权利，理由如下。

其一，《出版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三款指

出，“本条例所称出版物，是指报纸、期刊、图

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该条例涵盖范

围广泛，将编辑权利置于其中，具有全局性优

势，也即在以上出版物出版过程中，编辑对其都

享有相应的权利。其二，保持体例的稳定性，法

律法规等规范应保持稳定性和确定性，在对法律

法规等规范进行修订时，也应当坚持这一原则。

其三，该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出版单位实行编

辑责任制度。在该条例之后增加关于编辑权利的

规定，符合形式逻辑。

2）内容及其表现形式。

现有研究对编辑的权利包括何种权项仍未形

成统一认识。如有研究指出，“编辑权一般包括修

改权、选择权、调整权、删节权、勘误权”。[2]另

有，编辑权包括编辑策划权、约稿权、编辑选择

权、修改加工权、检查核对权、编辑指导与质询

权和编辑否定建议权。[10]以及在邻接权范畴内，

编辑应当享有以下权利，包括署名权、修改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和许可使用权。 [11]还有研究指

出，编辑的权利包括审核权、编辑加工权和身份

认同权。[12]但基本上多数研究者赞同，应当赋予

编辑署名权和修改权。下文将对这两项最重要的

“权利”进行分析。

2.2.2  对编辑权利的质疑

1）署名的性质。

关于编辑署名性质的争论由来已久，如上文

将署名作为一种权利，有研究指出，“责任编辑

署名并非权利，而是追责手段”。[8]还有研究指

出，署名既是权利又是承担责任的依据，“虽然

法制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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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权利主要是为了明确责任人，更重要的是明

确编辑的责任和担当”。[13]既然是权利，又为何

成为责任的依据？

因此，署名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义务？若

作为权利，权利是一种法律上的利益，权利人可

以放弃。若作为义务，义务人应当履行，否则会

触发法律上的责任条款。如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管理规定（2008年）第四条第三款指出，

“本规定所称责任编辑是指在出版单位为保证出

版物的质量符合出版要求，专门负责对拟出版的

作品内容进行全面审核和加工整理并在出版物上

署名的编辑人员”。对此，本文认为，责任编辑

应当在由其负责的出版物上署名，署名这一行为

不能被放弃，从行为性质来看，署名是一种义务

而非权利。正如有研究指出，“在目前的法律规

定下，编辑在出版物上署名并非一种民事权利的

体现，而是建立出版物责任体系的要求”。[8]

2）修改行为。

现行《著作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图书出

版社在作者许可的条件下，可以对作品修改、删

节，报社和期刊社可以对作品进行文字性修改或

内容修改，内容的修改需经过作者许可。本文认

为，没有必要赋予编辑修改权，原因在于：实践

中，出版社和作者的合同中，必然包括了出版社

可以对作品进行修改的条款，而作者一般也会同

意此条款，在立法上予以确认显得多余。

2.2.3  对某项资源设定产权的重要考量因素：市

场失灵和可交易性

当市场主体能够通过市场自愿行为完成交

易，立法机关不应当贸然干涉。设定一项权利，

应当考虑其成本。只有当设定权利的成本小于收

益，权利的设定对于社会才是有益的，否则会徒

增立法成本。通过出版社和作者之间的合同，出

版社能够获得对作品的修改，市场完全可以解决

此问题，立法者应保持对市场的敬畏。此时不存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立法者不需要对其进行修

正，或为减少交易成本创设某项规定。

对于某项资源来说，可交易性是对其设定产

权的重要考量因素。转让权是产权中最为敏感和重

要的，[14]资源得以转让促使分工形成，促使生产效

率达到最优。若无法转让或交易该产权，则该产权

的市场价值将是有限的。赋予编辑的权利（署名

权、修改权）无法转让或交易，何以产出相应市场

价值？德姆塞茨（Demsetz，1967）指出，“新的

权利对应于新的经济力量而产生……权利在从财产

获益的能力的意义上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济

价值，而不是法律概念的问题”。[15]

将某项资源置于公有领域还是对其设定产

权，其衡量的标准是对该资源设定产权时的成本和

收益。巴泽尔教授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获

得、保持及放弃权利，是一个选择问题”。[15]如果

对某项资源设定产权的收益大于成本，人们倾向于

对此设定产权，否则宁愿将其放置于公有领域。

2.3 对编辑权利义务不相称的审视

编辑权利义务不相称是研究者认为应对编辑

成果进行产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本节将对其进

行审视。

2.3.1  编辑义务来源的规范性描述

现有研究中，指出编辑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

的不对称性的规范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点。

1）资格准入。

从事出版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取得职业资格。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2008）

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业资格管理，分为初

级、中级和高级，如第4条第2款要求，责任编辑必

须在到岗前取得中级以上出版专业职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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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责任编辑制度。

对于图书、期刊和报纸等出版物，我国实

行责任编辑制度。《出版管理条例》（2016）

第二十四条规定，出版单位实行责任编辑制度，

《图书出版管理规定》（2015）第二十条、《期

刊出版管理规定》（2017）第二十四条和《报纸

出版管理规定》（2005）第二十四条也做出与此

相同的规定。

3）因违法问题或编辑质量问题承担行政法上

的责任。

编辑因违法问题或编辑质量问题承担行政

法上的责任主要包括：《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管理规定》（2008）第二十五条规定，若

担任责任编辑的出版物出现内容质量、编校质量

等违法问题的，编辑责任将会承担警告或被注销

责任编辑证书的责任。《图书质量管理规定》

（2004）对图书质量管理做了详细规定，如第五

条第二款规定：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其

编校质量属不合格，并规定了惩戒措施，第十九

条规定：一年内造成三种以上图书不合格或者连

续两年造成图书不合格的直接责任者，省级新闻

出版行政部门注销其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三年之内不得从事出版编辑工作。

4）致人损害承担民事责任。

当出版的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制品和电

子出版物等出版物致人损害后，出版单位应当承

担责任。《出版管理条例》（2016）第二十七条

规定了出版物致他人损害的，出版单位应当承担

相应民事责任，《期刊出版管理规定》（2017）

第二十六条和《报纸出版管理规定》（2005）

第二十六条也做出与此相同的规定。如司法实践

中，针对出版物致他人损害的，出版社往往需要

和著作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在潘宇海与经济日报

出版社、许丹名誉权纠纷案中，法院指出：“依

照法律法规规定，出版社对出版作品的内容负有

审查义务。本案中，经济日报出版社对涉案图书

内容审查不严，主观上存在过错，致使涉案图书

内容出现损害他人名誉权情形，其应当与作者许

丹连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当出版社对外承

担责任后，一般会对内启动对编辑的问责机制。

2.3.2  评价

现有研究中对编辑承担较重义务或责任而享

受较少权利的论述主要集中以上四点。本文认为，

前两项义务是编辑职位本身应承担的，而后两项责

任是几乎所有职位都应承担的，因而编辑承担较重

义务值得商榷。就资格准入而言，专业活动需要设

置相应准入，以在形式上使得岗位人员能够履行责

任，如教师、医生、律师等莫不如此。就责任编辑

制度而言，作为一种责任依据，并不仅仅是编辑领

域所独有，如法官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就编辑

最终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而言，在现代社会

中，致人损害承担民事责任，因违法行为承担行政

法上的责任，乃现代责任制度的基本准则。所以，

编辑所承担的义务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3 编辑权益保护正确思路：一种非产权化

进路

市场体制存在重要缺陷，即外部性，包括

正、负外部性，如地铁公司在某地修建地铁，使得

该地地铁沿线的房价升高，对于沿线住户而言，即

具有正外部性，而环境污染是典型的负外部性。对

于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市场供给不足；而对于负

外部性的行为，市场会超额供给，[16]此时，地铁公

司是否可以对房屋的升值部分主张权利呢？不能，

因此政府会通过相应的方式予以矫正，使外部性内

部化，如对修建公共地铁的公司提供税收优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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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污染的企业处以罚款。同样，编辑的出色工作

使得作品的价值升高，编辑或出版社是否可以就作

品的升值部分主张权利呢？不能。

权益包括权利和利益。编辑隐匿的工作特

性，使得创意性的付出未能得到回应，这使得编

辑无法得到正向回馈。对编辑权益的保护，应比

较产权化和非产权化两种进路。何种进路能以最

小成本取得最大收益，就应采取何种方式。本文

认为，对于编辑权益的保护，产权化成本大于收

益，而非产权化方法，能有效提高编辑福祉。正

如“著作权并非激励创作的唯一机制。政府资

助、奖励制度、社会荣誉、市场领先时间、获取

学位等，都可能起到激励创作的作用”[17]，决策

者可以通过企业内部物质奖励、晋升和荣誉等方

式来进行激励，此为非产权化安排的思路。

3.1 编辑的权利本质认识：相对权而非绝对权

编辑的对象是作品，若无作品，编辑无从行

使相关权利。在编辑实务中，作者在向出版社投

稿时，出版社都会提供一份格式合同，其中约定

出版社对作品能够进行修改，作者同意之后，才

能将其作品向其投递，然后编辑代替出版社行使

该项权利。此时，编辑的权利是一种合同权利，

即相对权，而非绝对权。正如有研究指出，编辑

的权利本质，是作者著作权中修改权阶段转移，

作品正式出版后，编辑权利即告终止。[2]

3.2 从物质、工作和荣誉层面对编辑利益予以

保护

出版社应当至少从以下层面来保护编辑的利

益，在物质层面，对编辑的付出提供相应的、有竞

争力的薪酬、物质奖励、福利，在工作层面，对编

辑提供职位晋升机会、满足其工作成就、进一步的

培训学习与深造，并提供个性化荣誉激励。

在物质层面，首先应当确定编辑在作品形成

过程中，付出创造性劳动的量，这是进行物质奖励

的前提。编辑成果具有双重性，既产生物质产品又

产生精神文化产品，[18]此种双重性使得对编辑成果

考核较为复杂。为全面、正确和客观地评价编辑的

成果，应当采用有效的绩效考核方法，如“360度

绩效考核法”，通过社长或主编、编辑部同事、审

稿专家、作者以及编辑自身的评价来实现对编辑

工作的考核，并设置相应的权重，如分别为30%、

20%、10%、20%和20%，[19]在此基础上，对编辑

的付出提供符合其付出的薪酬、物质奖励和福利。

在工作层面，应当对编辑的创造性工作予以

正面激励，包括提供晋升机会、满足其工作成就、

提供培训学习和深造机会。实证研究表明，晋升机

会缺失会对知识型员工产生负面影响，员工会降低

产出。[20]对于编辑而言，当其付出了大量创造性工

作并取得相当的成绩之后，如若无法获得相应的晋

升机会，无疑会影响编辑的付出，抑制出版社进一

步挖掘编辑潜力的机会。通过以上措施的回馈，激

励编辑进行更富有效率的工作。

荣誉代表了社会、单位或他人对自身行为的

认可，能进一步增强自我认同感，提升编辑的工

作质量和效率。编辑在作品产出过程中所付出的

劳动具有隐匿性、结合性，不容易以外在形式反

映出来，往往一部优秀作品的问世之后，作者便

独享此份荣誉。研究指出，发展需求越强烈，荣

誉激励越重要，[21]作为知识型员工，编辑的自我

认知和自我提升的需求较为强烈，出版社或出版

协会对于优秀的编辑应当给予个性化、人性化的

荣誉激励，从而对隐匿在作品中的劳动或创造给

予正向激励。

3.3 对编辑责任承担的细化

模糊的责任规定会带来较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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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现状会强化编辑的预期，在收益不明显的条

件下，编辑在选题策划、稿件加工等方面会采

取更加谨慎的策略，这事实上与创新相抵牾。

创新需要宽容的环境，过于宽泛的责任规定事

实上不利于出版创新。对编辑责任承担进行细

化，减少自由裁量的空间，有利于稳定编辑的预

期。例如，《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

定》（2008）第二十五条规定，若担任责任编

辑的出版物出现内容质量、编校质量等违法问题

的，编辑责任将会承担警告或被注销责任编辑

证书的责任。何为违法问题，该规定应当进一步

细化，避免用“等”进行概述。法律法规等规范

赋予行为人权利时，可用概括性条款，因为对相

对人来说，这是一种利益；而在对行为人施加义

务、责任时，应当尽可能明确，因为对相对人来

说，这是一种负担。再如《图书质量管理规定》

（2004）对图书质量管理做了详细规定，如第

五条第二款规定：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

其编校质量属不合格。如今校对等技术已经较发

达，仍设定此种差错率是否过高？实务中可以进

一步探讨。

4 结语

正如有研究指出，“根据知识产权的本质和

要求，只有具有智力创造性且能够形成边界清晰

的成果的编辑工作才可诉诸知识产权，而且是否

一定要诉诸知识产权还应看其社会必要性”。[22]

产权的设立以清晰的边界为前提，且要权衡设立

此项产权的成本和收益。编辑在履行职务时所创

作的作品为职务作品或法人作品，而在选题、组

稿、修改作者作品过程中所付出的创意性劳动，

由于不可分性和模糊性，导致无法对其设定产

权，现行《著作权法》并未规定编辑的权利，可

能的设定产权的方式也是不经济的，因而对于编

辑成果进行产权化的思路行不通，而非产权化的

方式能有效识别编辑的创意性劳动，对编辑的工

作提供充足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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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工作的正当性及其权利
  
刘 清 田
高等教育出版社，100029，北京

摘 要  编辑工作的正当性是编辑学科建设和编辑职业自信的源头，编辑工作的权利

是开展编辑出版工作的理据。编辑工作的正当性在于其专业性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

又使编辑工作具有一系列专门的权利；但这些权利是国家授予出版单位的权利，编辑

工作中行使的是这些权利的使用权，且在行使时还须处理好与相关权利的关系。

关键词  编辑工作；正当性；编辑出版权；权利关系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标识码（OSID）

编辑行当存续的客观基础何在，编辑的职业

自信从何而来？这需要对编辑工作的正当性进行追

问。编辑人员为什么能够开展选题、审稿、修改等

编辑出版工作？这需要进一步明确编辑工作的权利

以及这些权利的理据。在实践中，这些权利又从何

而来、有何特性，在行使时如何界分和处理与相关

权利的关系？这些是本文提出并探析的问题。

1 编辑工作具有基于社会分工的正当性

编辑工作是一种专业性的社会分工，是社会

知识传播和文化传承的必要环节，这是编辑工作

的正当性。编辑人员就是在此分工基础上，以自

己的特殊劳动通过交换这一迄今最文明的资源获

取方式换取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资料，这是编辑人

员存在的正当性。编辑工作和编辑人员存续的正

当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1 编辑工作具有分工上的专业性

编辑工作的专业性，也是区别于其他工种、

行业的特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编辑工作有专门的工作对象，是对知识

的选择、组织、加工和传播，使之适合于阅读、

交流和传承等。

（2）编辑人员的劳动具有非重复性，编辑

工作是对个性化的工作对象施加个性化的脑力劳

动。编辑工作流程虽然基本不变，但工作内容却

不同。

（3）编辑工作是有主体思想的劳动，无论在

选题、组稿还是在审稿和加工过程中都贯穿着价

值判断和学识评价。

1.2 编辑工作是历史地生成的，具有历史合理性

历 史 上 有 了 系 统 化 的 文 字 记 录 以 后 ， 人

2016：313.

[17]  崔国斌. 著作权法：原理与案例[M]. 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4：11.

[18]  蒋学东. 编辑绩效考核的定量化尝试[J]. 科技与出

版，2014（1）：46-50.

[19]  刘江霞. 360度绩效考核法在高校科技期刊编辑考核中

的应用[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25（1）：128-131.

[20]  周霞，赵冰璐. 晋升机会缺失对知识型员工角色内

绩效的影响：内部人身份感知与知识共享氛围的作用[J].

科技管理研究，2019，39（6）：142-147.

[21]  李志，朱欣灵. 公共部门员工荣誉激励困境及效果

提升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3

（1）：115-123.

[22]  刘清田. 编辑工作哪些可以诉诸知识产权：兼论策划

编辑署名问题与对策[J]. 中国编辑，2018（5）：73-77.

（责任编辑：韩婧）

| 法制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