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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根据腾讯网游戏频道发布，4 月 20 日下午，在一年一度的腾讯 UP 大会上，腾讯

正式宣布将 TGP 游戏平台更名为 WeGame 游戏平台。全新的 WeGame 平台客户

端将于 7 月正式上线。升级后的 WeGame 作为腾讯旗下的游戏整合销售平台，面

向全球提供服务，成为该领域内与全球老大 Steam 的重要竞争对手。 

一、单机游戏概念及游戏市场分类 

一般而言，市场上主要的游戏类型分为三大类，包括单机游戏，网络游戏和手机游

戏等。单机游戏作为游戏市场上的一种重要类型，与网络游戏相对，主要指的是主

要玩法只需要一台电脑就能完成的电子游戏，例如《仙剑奇侠传》系列以及《反恐

精英》（CS）等。一开始的单机游戏不能进行网络对战，只能进行小范围的局域网

联机。但是随着网络的普及，为适应防盗版、后续内容下载服务、多人联机对战的

目的，更多单机游戏也开始需要互联网支持。 

简单的来说，单机游戏和网络游戏的最大差别在于，单机游戏的主要玩法只需一台

电脑即可完成，而网络游戏则必须进行互联网连接来进行游戏。 

手机游戏起初并不被单独划分出来，而是对应的归类到网络和单机游戏当中，随着

手机游戏市场的扩大，2016年全年的手机游戏销售额已经占据整个游戏行业销售额

的49.5%，因此手机游戏被作为一个单独领域并列于单机和网游。 

图 1：游戏市场分类 

 

资料来源：游民星空，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网络游戏的收费方式通常有两种，游戏时间收费和游戏免费道具收费。而单机游戏

的获取方式则通常是一次性购买，例如国产经典角色扮演类单机游戏《仙剑奇侠传》

系列和《古剑奇谭》系列。在产品购买上，国内主机和PC端单机游戏，大多都是通

过购买光盘安装的方式获得。而国外的很多知名单机游戏，包括《刺客信条》、《上

游戏类型 类型细分 主要特点 代表作品

主机游戏
需要PS4、Xbox等游戏主

机连接显示器进行游戏
最终幻想系列

PC游戏
需要安装于个人电脑进

行游戏
仙剑奇侠传系列

掌机游戏
需要3DS、PSP、NS等移

动型掌机进行游戏
怪物猎人系列

街机游戏
需要街机厅类似街机进

行游戏
拳皇系列

客户端游戏
需要下载客户端并且进

行安装的网络游戏
英雄联盟

网页游戏 打开网页即可进行游戏 蓝月传奇

手机游戏 手机游戏 在手机移动端进行游戏 阴阳师

图1、游戏市场分类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单机游戏

网络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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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卷轴》、《侠盗猎车手》等都整合到了一个统一的购买下载平台Steam上。用户

可以通过挑选游戏，加入购物车付费购买的方式拥有该游戏，其后只要登陆上Steam

账号，该账号下的购买过的游戏都可以进行免费再次下载和游玩。 

Steam平台是Valve公司聘请BitTorrent(BT下载)发明者布拉姆·科恩亲自开发设计的

游戏平台，于2002年推出。玩家可以在该平台购买、下载、讨论、上传和分享游戏

和软件。截至2016年底，Steam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拥有超过2亿用户， 2017年4月

11日，数据平台SteamSpy上统计的Steam中国用户突破了1850万人。Steam是全

球最大的游戏整合下载平台，占据了全球范围内75%以上的单机游戏销售市场。 

2016年，Steam付费游戏销量达到3.69亿份，收入达35亿美元。相比于囊括海量游

戏的Steam，市场同类型竞争对手Origin、Upaly等平台提供的游戏少，市场占有率

仅在10%左右。 

 

图 2：Steam 历史累计发行游戏排行（销量单位：份） 

 

资料来源：Steamspy，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 3：Steam2016 年新发行游戏排行（销量单位：份） 

 

资料来源：Steamspy，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 4：Steam 客户端界面 

游戏名称 价格（美元） 销量 好评率

Dota2 免费 90,931,555  90.07%

Team Fortress2 免费 38,055,760  94.22%

Unturned 免费 27,027,727  92.25%

Counter-Strike:Global Offensive $10.04 25,995,890  92.30%

Left 4 Dead 2 $3.99 15,569,762  97.10%

Counter-Strike:Source $6.79 15,482,861  95.87%

Half-Life 2:Lost Coast 免费 15,004,813  83.01%

Warframe 免费 14,653,367  91.53%

Half-Life 2:Deathmatch $0.99 14,139,095  89.67%

Counter-Strike $2.49 13,151,897  97.93%

游戏名称 价格（美元） 销量 好评率

Heroes & Generals 免费 12,937,114  67.47%

Paladins 免费 6,426,662   88.74%

ARK:Survival Of The Fittest 免费 6,076,496   58.31%

The Elder Scrolls V:Skyrim Special Edition $29.99 5,798,412   75.14%

Don't Starve Together $9.74 5,362,625   96.80%

Bioshock Remastered $9.99 3,625,045   48.46%

H1Z1：King Of The Kill $12.99 3,297,305   66.94%

H1Z1：King Of The Kill Test Server 免费 3,297,305   61.41%

Bioshock 2：Remastered $9.99 3,225,954   40.81%

Starbound $9.99 2,640,515   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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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team，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二、WeGame 发布将改变国内单机游戏市场格局 

1、历史发展：从 LOL 的插件到 TGP 游戏平台 

WeGame的前身是腾讯游戏平台TGP（Tencent Games Platform）。TGP的上线日

期为2012年4月。 

2012年，腾讯代理拳头公司（Riot）开发的网络游戏英雄联盟（LOL）在国内达到

了空前火爆。与此同时各类辅助插件应运而生，包括多玩LOL盒子、英雄联盟大脚

等第三方插件通过为玩家在LOL游戏当中提供辅助功能广受好评。腾讯为了防止第

三方插件滥用导致的LOL游戏的游戏稳定性推出了TGP作为官方辅助插件。 

根据Riot公布的数据，2012年LOL中国玩家数量为1150万，2013年达到3200万。

LOL玩家使用TGP提供辅助来登录英雄联盟的数字迅速由100万上升到1600万。 

截至2016年9月份英雄联盟公布的玩家数据，全球LOL月活跃用户超过一亿，TGP

依托于LOL的玩家群体获得了海量用户基础。 

腾讯通过LOL这一爆款游戏的带动游戏玩家进入TGP，为TGP打下了良好的用户基

础，截至2017年4月，TGP所覆盖用户数量已达到2亿。 

同时腾讯将自己开发和代理的大量游戏整合进入TGP，包括《极品飞车OL》，CF，

DNF以及《天涯明月刀》等，通过一键登录、更新游戏、提供加速及赠送礼包等方

式留住用户。 

2016年10月20日，TGP上线了平台的第一个单机游戏《饥荒联机版》。截至目前，

TGP平台有“腾讯端游”和“单机游戏”两个分页面，其中“腾讯游戏”页面是腾讯整合的

自研和代理游戏（包括LOL），从此页面可以进行游戏的下载安装和一键登录，并

提供相应的辅助插件功能。而“单机游戏”页面则是仿照Steam，可以对单机游戏进行

购买、下载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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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TGP 两个分页面 

 

资料来源：TGP，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2、爆款出现：《饥荒》大受欢迎 

2016年10月20日，TGP腾讯游戏平台联合Supernova引进发行《饥荒：联机版》游

戏。这也是腾讯引进的首款单机游戏，并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开服2周，《饥荒》

销量就已突破50万份；11月19日，其累计销量突破100万份。截至2016年12月份，

TGP饥荒国服同时在线玩家数量峰值超7万人，日均联机房间数超2万个，模组仓库

前十项下载累计超越8百万次。随后，腾讯推进TGP平台上的单机游戏数量。2016

年12月12日TGP上线游戏《城市：天际线》；12月23日，游戏《圣女之歌零》在Steam

和TGP同步发售。 

图 6：TGP 上线重要单机游戏 

 

资料来源：TGP，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游戏 关注人数 好评率 上线日期

饥荒联机版 33.1万 88% 2016年10月20日

这是我的战争 8.5万 85% 2016年11月24日

星露谷物语 5.7万 93% 2017年4月13日

都市：天际线 5.2万 75% 2016年12月12日

男孩与泡泡怪 4.1万 74% 2016年11月30日

圣女之歌-零 2.5万 53% 2016年12月23日

图6、TGP上线重要单机游戏

数据来源：TGP，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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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腾讯在单机游戏领域的布局，从简单尝试开始逐渐拓展。而此次TGP平台改

名为类微信（WeChat）的WeGame，也彰显了其在该领域的野心。并与Steam形

成竞争，成为国内单机游戏市场重要的游戏分发平台。 

图 7：TGP 上线单机游戏示图 

 

资料来源：TGP，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3、难以进入的巨头与盗版市场 

虽然steam在全球单机游戏玩家中有非常大的名气，但是由于国内访问国外网站具有

IP封锁和流量限制的原因，在国内使用steam非常不方便，许多游戏不开国服，需要

用VPN进行登录。而VPN连接稳定性较低时常断线，导致玩家游戏体验较差。 

根据工信部的规定，禁止外资参与网络出版，从业者必须是在境内长久居住的具有

完全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Steam作为一个数字游戏出版平台，没有办法正式进入

中国，并且国内对于游戏审核的力度较严，通常一款游戏在国外上线以后，到国内

上线之间的审核过程都在三个月以上，很多作品因为涉及暴力程度较高等原因不能

通过审核。 

另一方面，国内单机游戏玩家版权意识较差，盗版猖獗。国内“游民星空”、“3DM”

和“游侠网”三大网站，以破解游戏提供免费下载、提供汉化、提供模组（MOD）改

编为经营活动。经过三大网站破解组破解的单机游戏可以免费下载，不需要购买付

费；并且破解组效率较高，包括《使命召唤》、《生化危机》等大牌游戏都遭到破

解，有时破解版更先于国内正版的发布。免费的破解、优秀的汉化使得国内市场玩

家90%以上都会选择去三大网站免费下载，这也是国内单机市场混乱，国外大牌游

戏不提供汉化的最重要原因。 

根据2014年的不完全统计，仅仅《使命召唤：现代战争3》这一游戏，在游民星空

的下载量就已超过520万人次，在游民星空上排名前10的游戏下载量均超过390万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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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腾讯正在努力搭建中国版本的steam,但他并没有放弃与steam的竞争合作关系。

16年10月28日，腾讯联合Valve，推出了全球最大的游戏整合下载平台Steam的微

信支付方式。而在此以前，Steam的支付方式仅有Visa，万事达卡，美国运通卡等

几种，对于国内玩家而言十分不便。而也正是微信支付等方式的开通，为Steam吸

引了大量的中国用户，截至2017年4月，Steam中国用户突破1850万人，在不到一

年的时间中增长了850万人。这其中，支付环节的改善起到重要的作用。 

 

4、WeGame 上线：国内单机游戏市场走向统一 

随着TGP上线的单机游戏销售表现超预期，TGP平台的升级版本WeGame平台确定

于2017年4月20日16时上线，同时TGP也于4月13日上线了《星露谷物语》和《符石

守护者》；4月18日腾讯确认代理《火箭联盟》国服，该作于2015年在Steam平台

发售，曾获得当年TGA 2015最佳独立游戏奖。截至2017年4月，《火箭联盟》已经

突破3000万注册玩家；再加上此次对TGP平台的改名，这一系列动作显示了腾讯对

国内单机游戏市场的野心。 

 

三、国内市场分析：国产单机游戏行业低迷但国内单机市场潜力巨大 

2016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1655.37亿元，同比增长达到17.7%，其中

国产单机游戏占比仅达0.4%，销售收入仅为7亿元左右， 

图 8：2016 年我国游戏市场销售份额 

 

资料来源：2016中国游戏产业报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国产单机游戏方面，优秀IP仍然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国产单机光盘销售量排名前三

的游戏分别是：《侠客风云传前传》售出13.4万套；《仙剑奇侠传6》12.6万套和《侠

客风云传》8.9万套。而通过Steam平台代理销售的国产单机游戏，前五销量也均超

过10万套。 

 

图 9：2016 年全年国产单机游戏销量榜 

11.3% 

49.5% 

3.5% 

0.4% 

0.1% 

35.2% 

网页游戏 移动游戏 社交游戏 单机游戏 家庭游戏机游戏 客户端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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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teamspy，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 10：2016 年全年 Steam 国产单机游戏销量榜 

 

资料来源：Steamspy，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海外单机游戏在中国的销售方面，老牌大型游戏销量仍然不可小觑。截至2016年底，

Steamspy统计的当年Steam游戏的全球销量中，《H1Z1：杀戮之王》是销量最好

的新作，Steam版销量超过300万套；排名第二的则是独立游戏《星露谷物语》，

销量接近200万套（189万）；第三名是多人恐怖游戏《黎明杀机》，销量大概在145

万左右；至于3A游戏大作，销量超过100万套的游戏有《毁灭战士4》（145万）、

顺位 游戏 年内销量
累计销量

（份）
发售日期

1 侠客风云传前传 134372 134372 2016年9月28日

2 仙剑奇侠传6 126113 574234 2015年7月8日

3 侠客风云传 88839 487116 2015年7月28日

4 仙剑奇侠传5 41618 - 2011年7月7日

5 仙剑5前传 35836 - 2013年1月15日

6 洛川群侠传 35614 35614 2016年3月25日

7 古剑奇谭2 29908 - 2013年8月18日

8 天使帝国4 18210 18210 2016年6月30日

9 轩辕剑外传：穹之扉 16059 100687 2015年3月26日

10 仙剑奇侠传4 15257 - 2007年8月1日

图9、2016年全年国产单机游戏销量榜

数据来源：Steamspy，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顺位 游戏 年内销量
累计销量

（份）
发售日期

1 失落城堡 264789 264789 2016年2月4日

2 符石守护者 181003 229602 2015年5月2日

3 归家异途 131971 131971 2016年6月3日

4 柴犬梦太郎 106525 106525 2016年7月25日

5 艾希 102303 102303 2016年11月17日

6 恶魔迷宫 97346 97346 2016年6月17日

7 拉比哩比 79081 79081 2016年1月19日

8 侠客风云传 39008 39008 2016年4月28日

9 高考恋爱100天 34458 80245 2015年5月30日

10 超级明星 34305 34305 2016年8月11日

图10、2016年全年Steam国产单机游戏销量榜

数据来源：Steamspy，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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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6》（143万）、《黑暗之魂3》（123万）、《古墓丽影：崛起》（123万），

《全境封锁》（102万）、《幽浮2》（108万）和《战锤：全面战争》（103万）。

在这其中，中国销量份额约占全球份额的10%；美国份额约占20%。 

 

随着Steam中国玩家数量突破1850万，而且经过国内包括斗鱼、熊猫、虎牙等直播

平台的宣传作用，《黎明杀机》、《H1Z1》等大牌单机游戏在国内十分火爆，玩家

的购买量远超于其他国产的单机游戏。一旦WeGame统一整合为国内的大型单机游

戏销售下载平台，其通过向国内和国际玩家销售单机游戏，既将重新开发国内的单

机游戏市场，也有望将国内优秀的单机游戏带向海外。 

 

图 11：Steam 用户数量及组成 

 

资料来源：Steamspy，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四、WeGame 未来发展方向分析 

图 12：WeGame 和 Steam 对比 

 

资料来源：wegame.com，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WeGame Steam

代理销售
平台刚建立，取得销

售权少

平台成熟，与绝大多数3A游

戏大作都有合作

用户数量
依托腾讯软件和

LOL，拥有2亿用户
中国用户数量超过1850万

游戏体验
提供稳定国服，延迟

低，不掉线

没有稳定国服，需要挂

VPN，常会有高延迟和掉线

游戏汉化 提供统一汉化支持
不提供汉化，是否存在中文

看游戏本身

附加系统
依托腾讯软件，提供

直播、社交圈

完善的成就解锁系统和游戏

用户评价系统

政策支持 拥有政策优势
禁止外资参与网络出版，在

国内受限较多

图13、WeGame和Steam对比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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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腾讯与 Steam 竞争的优势 

（1） 价格优势 

根据腾讯此次对WeGame改版的用户反馈，有部分用户在网络平台上表示，在同等

条件下，会根据WeGame和steam两大平台的游戏定价来选择平台。 

可以看到游戏的价格是玩家最为关注问题之一。从已经上线几款Steam和TGP双平

台发售游戏的价格来看，腾讯在游戏销售价格上具有一定优势：《圣女之歌-零》在

Steam平台上售价为78元，在TGP上通过折扣仅售48元。除《圣女之歌-零》外，其

余几款游戏的价格与Steam上售价一致，但是在TGP上购买会赠送专属道具礼包的

奖励。作为一个新打造的平台，WeGame在游戏销售价格上会具有竞争优势，从而

吸引用户。 

 

图 13：圣女之歌零双平台售价对比 

 

资料来源：Steam，TGP，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2） 国内游戏市场的优势 

WeGame的用户数继承于TGP，而TGP依托于腾讯开发和代理的游戏覆盖超过2亿

用户。相比之下，Steam全球总用户数量才达到2亿，Steam中国用户数量仅为1850

万，在用户数量的基础上，WeGame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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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WeGame目前所展现的游戏平台定位，WeGame会为中国用户提供稳定的国内

服务器，并且对大量无中文的游戏提供汉化服务，这将大大提升国内单机游戏的用

户体验。相比之下Steam的大量游戏需要VPN且缺少汉化，因而在游戏体验的层面

上，WeGame将会具有竞争优势。 

 

 

图 14：WeGame 平台定位示图 

 

资料来源：wegame.com，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另外，WeGame在国内还享受到政策优势，工信部规定，禁止外资参与网络出版。

限制了Steam正式进入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出版销售，而相对之下，腾讯企业作为我

国知名企业，不受出版限制可以大规模的销售和开辟国内单机游戏市场，WeGame

具有充分的资金资源以及政策优势。 

 

2、代理能力、盗版与审核成为 WeGame 发展的不确定性 

（1） 腾讯对3A大型单机游戏代理权的获取能力 

在网上的用户反馈中有许多用户担心腾讯对于3A大型单机游戏代理权的获得能力。

很多国外游戏厂商都试图进入中国市场，但大量的盗版和严格的政策都使他们放弃

了潜在的市场。国外许多游戏厂商对中国市场的期望并不高，这也是很多游戏没有

中文版本和中国服务器的原因。 

同时，国外各大知名游戏厂商也已经与Steam平台形成了长期和稳定的合作关系，

腾讯能否从中获取到游戏的代理销售权，尤其是3A大型单机游戏的代理销售权，这

对于WeGame平台的建设至关重要。 

（2） 国内严格的游戏审核 

国内对于游戏入境审核的力度较严，通常一款游戏在国外上线以后，到国内上线之

间的审核过程都在三个月以上，很多作品因为涉及暴力程度较高等原因不能通过审

核，还有很多游戏也需要经过删减修改后才能够进入国内市场。腾讯能否推进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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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的审核也十分重要。倘若WeGame的游戏上线都因审核而拖延，晚于Steam，

那么必然会引起用户的流失。 

 

（3） 盗版 

国内三大网站“游民星空”，“3DM”，“游侠网”带领的国内单机游戏破解盗版现象严重，

相对于付钱购买正版，90%以上的玩家会选择免费的破解版，这对于WeGame平台

游戏的销售将会是巨大的打击，当腾讯代理的游戏数量少时，还可以与三大网站签

订协议，在破解计划中剔除腾讯代理的游戏，而当腾讯要大量代理游戏大作，占领

国内单机游戏市场时，无可避免的要与破解盗版发生冲突。如何避免游戏被破解，

保护正版版权，也是腾讯面临的重大问题。 

 

五、推荐关注 

腾讯WeGame平台的推出，使得过去在国内不受重视的单机游戏市场进入游戏玩家

的视野中，并带来单机游戏这一细分领域的重新发展。一批国产经典单机游戏，如

《仙剑》、《古剑奇谭》等都将获益。凭借腾讯在游戏领域的用户积累以及其运营

经验，WeGame平台的推出为国内游戏开发者提供传统端游、页游、手游之外，新

开辟的一块市场空间。具有优秀自研能力的国内游戏公司，如昆仑万维、游族网络

等，也可以进入新兴的单机游戏市场，拓展游戏品类。 

 

1、完美世界： 

公司在海外的主机游戏市场一直有所建树。其开发的《无冬OL》，已经在欧美市场

获得好评，2016年为公司贡献约4亿收入。公司的北美团队目前正在研发4-5款主机

+PC的双平台游戏。同时，公司代理了包括《CS:GO》、《Cross out》在内的端游，

若单机游戏市场重新发展，公司自研、代理的端游将最有可能转为单机游戏，从而

受益于此次WeGame的推出。我们预计公司2017年净利润14.7亿，17年EPS为1.12

元，当前股价对应17年PE为25倍。 

风险提示 

单机游戏盗版问题；用户对单机游戏接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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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 e_Research 广发传媒行业研究小组 

旷 实： 首席分析师，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2017 年 3 月加入广发证券，2011-2017 年 2 月，供职于中银国际证券。 

杨琳琳： 资深分析师，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硕士，2012 年加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2014 年获得新财富传播与文化行业最佳分析师

第 2 名（团队）。  

杨艾莉： 联系人，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硕士，2017 年 4 月加入广发证券，曾供职于中银国际证券、新浪、百度公司。 

沈明辉： 联系人，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硕士、广告学学士，2015 年加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杨晓峰： 联系人，北京大学计算机技术硕士，湖南大学金融学学士，2016 年加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Tabl e_RatingIndustr y 广发证券—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买入：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大盘 10%以上。 

持有：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相对大盘的变动幅度介于-10%～+10%。 

卖出：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大盘 10%以上。 

 
Tabl e_RatingCompany 广发证券—公司投资评级说明 

买入：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大盘 15%以上。 

谨慎增持：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大盘 5%-15%。 

持有：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相对大盘的变动幅度介于-5%～+5%。 

卖出：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大盘 5%以上。 

 

Table_Address 联系我们 

 广州市 深圳市 北京市 上海市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9

号耀中广场 A 座 1401 

深圳福田区益田路 6001 号

太平金融大厦 31 楼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

月坛大厦 18 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99号

震旦大厦 18 楼 

邮政编码 510620 518000 100045 200120 

客服邮箱 gfyf@gf.com.cn 

服务热线  

 
Tabl e_Disclai mer 免责声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只发送给广发证券重点客户，不对外公开发布。 

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可靠，但广发证券不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报告内容

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观点不构成所涉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广发证券不对因使用本报告的内容而引致的损失承担任何责

任，除非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客户不应以本报告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本报告做出决策。 

广发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信息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反映研究人员的不同观点、见解及分析方法，并不代表广发

证券或其附属机构的立场。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研究人员于发出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且不予通告。 

本报告旨在发送给广发证券的特定客户及其它专业人士。未经广发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

登、转载和引用，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翻版、复制、刊登、转载和引用者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