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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ultural Trade Forum & International Cultural Innovation Conference 

主办单位：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China Society for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tudies China Culture Industry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承办单位：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国际合作中心
CW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Center 

北京国际文化贸易促进会
Beijing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rade Promotion Association





Agenda

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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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14：00 嘉宾签到
15：40 -16：40 专题二：文化创新，推动文化转化为生产力

主持人       
14：00 -14：30 开幕式 / 致辞 董  倩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主持人  演   讲
孙振宇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 郭子琪                   四达时代集团副总裁
                      中国首任常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 吴  迪                    中国工艺艺术品交易所总裁助理 
致   辞 牛春兰                   北京北图文化发展中心总经理 
房爱卿            商务部副部长 尼克·博尔库斯        澳大利亚前文化部部长
马克·韦尔        澳大利亚前副总理
张志刚            中国商业联合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 16：40 -17：40 专题三：对话“融合共赢，国际文化产业经验分享”
                       商务部前副部长 主持人                  

董    倩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14：30 -15：30 专题一：政策扶持 , 促进文化贸易大发展

主持人  对话嘉宾

石    刚          首经贸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院长 金元浦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
                                        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
意    娜                             国际文化产业蓝皮书
                                        执行主编 

演    讲 保罗·安迪·戈麦斯              巴哈马驻华大使 
韩子勇          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主任 卡鲁纳塞纳·科迪图瓦库     斯里兰卡驻华大使
景学成          资深经济学家、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原宏观组负责人 侯赛因·伊卜拉欣               埃及文化参赞

裴伯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教育处
                    主任

17：40 -18：00 自由提问
15:30 – 15:40 石刚院长宣布成立“北京国际文化贸易促进会”和

“中国国际金融文化贸易联盟筹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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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14:00 Registration for the Guests 15:40 -16:40 Topic 2:Cultural Innovation -- Transforming Culture and Art into 
Productivity  

14:00 -14:30 Opening Ceremony Dong Qian Famous Anchor in CCTV
Host: 

Sun Zhenyu Chairman of China Society for WTO Studies, The First 
Resident Ambassador of PRC to WTO Speeches:

Opening Remarks Guo Ziqi Vice President of Startimes

Fang Aiqing Deputy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PRC Wu Di President Assistant of China Arts and Crafts 
Exchange

Mark Vaile Former Deputy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Niu Chunlan General Manager of NLC Culture 
Development Center

Zhang Zhigang Chairman of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Former 
Deputy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PRC Nick Bolkus Former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of 

Australia

14:30 -15:30 Topic 1:Supporting Polic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rade 16:40 -17:40 Topic 3:Dialogue: Sharing Experience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for Win-
Win Collaboration

Host: Hostess:

Shi Gang Dean of College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Dong Qian Famous Anchor in CCTV

Speeches: Guests for the discussion:

Han Ziyong Director of the Management Center of China National Arts 
Fund Jin Yuanpu Director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Studies Center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Jing Xuecheng
Senior Economist, Former Leader of the Macroeconomic 
Group of the Central Leading Group o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Affairs

Yi Na Chief Executive Edi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e Industry Blue Book

Robert Parua  UNESCO Representative to the PRC Paul Andrew Gomez Ambassador of Bahamas to China

Karunasena Kodituwakku Ambassador of Sri Lanka to China

15:30 – 15:40 Inauguration: Mr. Hussein Ibrahim Egyptian Cultural Counsellor to China

Beijing International Culture and Trade Promotion Association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Finance, Culture and Trade Union 17:40 -18:00 Question and Answer 





Guest profile

嘉宾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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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孙振宇 先生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

中国首任常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 

        1969 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高级经济师。2002 年 1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

决定，任命孙振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特命全

权大使，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

际组织副代表。孙振宇英语娴熟，长期在外经贸领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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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Sun Zhenyu
   Chairman of China Society for WTO Studies The 

First Resident Ambassador of PRC to WTO

Sun Zhenyu, who graduated from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in 1969, is a senior 

economist. On January 17th, 2002, based on the decis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n presid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Jiang Zemin appointed 

Sun Zhenyu as the first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and ambassador of PRC to WTO, and also as 

the deputy representative of PRC to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Switzerland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n Zhenyu, who is good at English, works in the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y field for a long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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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嘉宾

房爱卿  先生

商务部副部长

      房爱卿，男，汉族， 1956 年 8 月生，山东郓城人，1975 年 7

月参加工作，1978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黑龙江商学院商业经济

专业毕业，经济师。 

　　历任商业部劳动工资司副处长，商业部社会商业管理司、国内贸

易部行业管理司处长；1995 年 7 月起任国内贸易部行业管理司、行

业管理一司副司长；1998 年 7 月任国家国内贸易局消费品流通司司

长 ( 副司级 )；2000 年 11 月起任国家经贸委贸易市场局副局长、商

务部市场运行调节司副司长；2003 年 12 月任商务部市场运行调节

司司长兼国家茧丝绸协调办公室副主任。2008 年 3 月任商务部部长

助理、党组成员。2013 年 5 月任商务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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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Fang Aiqing
   Deputy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PRC

Fang Aiqing, male, Han nationality, was born in August 1956 in Yuncheng, Shandong 

Province. He began to work in July 1975 and join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January 1978. He is a graduate from Heilongjiang Commercial College majoring in 

commercial economy and is an economist. 

He has successively held the posts of deputy director of labor payments department 

of MOFCOM, director of social commerce management department and industri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ministry of internal trade of MOFCOM; He started to serve 

as deputy director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1, ministry of internal trade 

in July 1995; director of consumer goods circul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bureau of 

internal trade in July 1998; deputy director of trade market bureau of state economic 

and trade commission, deputy director of market operation regulation department of 

MOFCOM in November 2000; director of market operation regulation department and 

deputy office director of national cocoon silk coordination office in December 2003. In 

March 2008, he was appointed as minister assistant and Party member of MOFCOM. In 

May 2013, he was appointed deputy minister of MO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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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嘉宾

马克·韦尔   先生

澳大利亚前副总理

 曾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担任：

          交通和区域发展部长（1997.10.9 － 1998.10.21）

          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1998.10.21 － 1999.7.20）

          贸易部长（1999.7.20. － 2006.9.29）

          交通和区域服务部长（2006.9.29 － 2007.12.3）

          副总理（2005.7.6 － 2007.12.3）

 2008 年离开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之后，在多个商业领域担任要职：

           主席 － 澳大利亚韩国商会

           董事 － 澳大利亚美国领袖对话

           会员 － 中国工商领袖论坛

       2012 年，马克·韦尔先生被授予“澳大利亚勋章”，以表彰其

对澳大利亚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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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Mark Vaile
   Former Deputy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Parliamentary Career:

Minister for Transpor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9.10.1997 - 21.10.1998)Minister for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restry (21.10.1998 - 20.7.1999)

Minister for Trade (20.7.1999 - 29.9.2006)

Minister for Transport and Regional Services (29.9.2006 - 3.12.2007)

Deputy Prime Minister (6.7.2005 - 3.12.2007)

 

Mark Vaile announced his resignation from Parliament on 19 July 2008, with effect 

from 30 July.

Post-parliament career:

President of 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outh Korea

Director of Australia-US Leadership Dialogue

Member of China Business Leaders Forum

 

In 2012, Mr. Mark Vaile was appointed an Officer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 for 

distinguished service to the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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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嘉宾

张志刚   先生

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
原商务部副部长

      2003 年 3 月－ 2006 年任中国商务部副部长，主管全国整顿和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办公室，任内促成中国内地与香港经贸协议 CEPA

的签订，兼任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理事长。其后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2010 年任中国商业联合会理事会会长、品牌中国产业联

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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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Zhang Zhigang
   Former Deputy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PRC

Zhang Zhigang, the former deputy minister of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March 2003 to 2006, was in charge of the National Rectifying 

and Standardizing Market Economic Order Office. During his tenure, Mr. Zhang 

Zhigang promoted the signing of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He was also the president of Guangzhou 

Export Commodities Fair and then was appointed a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economic 

committee of CPPCC. In 2010, he assumed the chairmanship of the council of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the vice-president of Brand China Industry Union.





专题一

政策扶持 , 促进文化贸易大发展
Supporting Polic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rade

Top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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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石刚   先生

首经贸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院长

      现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毕业于北京

大学国学研究院，哲学博士。研究的领域为文化产业、文化传播、中

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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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Shi Gang
   Dean of College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 Gang, a graduate of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with Doctor 

of Philosophy, is the dean and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of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The research fields of Dr. Shi Gang 

cover cultural industry,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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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韩子勇   先生

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主任

 

       历任农工、乡长助理、文艺处处长、副厅长、歌舞团团长（兼职）、

副司长（挂职）、厅党组书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党委书记、副董事长。

现任国家艺术基金理事、管理中心主任。  

       著有《当代的耐心》、《边疆的目光》、《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

《文学的风土》、《深处的人群》等书。

      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文艺理论类）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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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Han Ziyong
    Director of the Management Center of China 

National Arts Fund 

Han Ziyong has successively held the posts of assistant of township head, director of 

literature and art section, head of song and dance troupe, deputy director, secretary of 

office Party group,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vice-president of China Arts 

and Entertainment Group. Now he serves as the director of management center of China 

National Arts Fund.

He is the author of Contemporary Patience, Sight from the Borderland, Literary Writing 

from Remote Provinces, Literary Customs, Crowd in the Deep, etc.

He is the winner of the 2nd Luxun Literary Award (categ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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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景学成    先生
资深经济学家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原宏观组负责人

 

      现任和谐战略研究联盟理事长、中国房地产金融研究院院长、中

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常务理事、中

国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曾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宏观组负责人、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央汇金

公司派驻建设银行专职董事、韩亚银行监事 . 幸福人寿保险公司独立

董事。曾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与德意志联邦银行和

日本银行从事访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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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Jing Xuecheng
    Senior Economist, Former Leader of the 

Macroeconomic Group of the Central 
Leading Group o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Affairs 

Jing Xuecheng is the director of the Harmonious Strategy Research Alliance, the dean 

of China Real Estate Financial Academy, the standing director of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Association, the standing director of China International Culture 

Exchange Center, the standing director of China Private Economy Research Center.

Jing Xuecheng used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Macroeconomic Group of the Central 

Leading Group o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Affair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Polic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he deputy director of both the Research 

Bureau and Financi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 full-time 

director accredited to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by Central Huijin Investment Ltd., the 

supervisor of Hana Bank, independent director of Happy Life Insurance Co., Ltd. Mr. 

Jing Xuecheng visited Federal Reserve Bank as a senior visiting scholar to conduct 

researches with Deutsche Bundesbank and Bank of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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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汉斯·图尔斯特鲁普 先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官员

 

      于 1996 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门。他先后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雅加达办公室（1996-1998）和曼谷办公室（1998-

1999）开展人与生物圈和东南亚地区自然世界遗产的项目。1999 年，

汉斯以自然科学区域顾问的身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太平洋国家区

域的阿皮亚（萨摩亚）办公室负责组织与协调 17 个太平洋会员国的

自然科学活动。2008 年，汉斯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的

科技政策和能力建设部门，负责全球协调和实施处于发展中小岛国家

的跨学科项目。2013 年 8 月，汉斯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

处担任自然科学部门的项目官员，负责该代表处所辖朝鲜、日本、蒙古、

中国、韩国的自然科学项目的实施。

Hans Dencker Thulstrup
    UNESCO Programme Specialist

 for Natural Sciences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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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Hans Dencker Thulstrup
    UNESCO Programme Specialist

 for Natural Sciences Sector

Hans joined UNESCO’s natural sciences sector in 1996, initially working with the 

Man and the Biosphere and natural World Heritage programmes in Southeast Asia at 

the UNESCO   Jakarta (1996-1998) and Bangkok (1998-1999) Offices. In 1999, Hans 

assumed the duties of regional adviser for natural sciences with the UNESCO Office for 

the Pacific States in Apia (Samoa), responsibl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s 

natural science activities in the 17 Pacific member states. In 2008, Hans joined the 

Division for Science Policy and Capacity-Building at UNESCO Headquarters in Paris, 

where he worked with the global coordi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mes in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Since August 2013, Hans has served 

as the Programme Specialist for Natural Sciences with the UNESCO Beijing Office, 

responsible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office’s Natural Sciences programmes in China, 

DPR Korea, Japan, Mongoli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专题二

文化创新，推动文化转化为生产力
Cultural Innovation -- Transforming Culture and Art into Productivity 

Top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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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董倩    女士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199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进入中央电视台主持的第一个节

目为《焦点访谈》，先后主持过《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新

闻会客室》等节目。是央视优秀主持人之一，是香港回归、政府换

届、50 年国庆大典、澳门回归、申奥成功、APEC 会议、中国加入

WTO 等这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

Dong Qian
    Famous Anchor in C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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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ess

Dong Qian
    Famous Anchor in CCTV 

Dong Qian, a 1995 graduate of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excellent anchors in CCTV. Focus Interview is the first program hosted by Dong Qian 

when she entered CCTV, then followed by programs like Oriental Horizon, News Probe 

and People in the News. She has also witnessed such important issues as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to China, government transition, the 50th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the 

Return of Macao to China, successful bidding for Beijing Olympics, APEC conference 

and China’s entry into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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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郭子琪 女士

四达时代集团副总裁

 

      2010 年加盟四达时代，任四达时代集团副总裁，主管公司宣传和

公关关系工作。四达时代集团成立于 1988 年，迄今已在尼日利亚、

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 23 个国家成立公司或签约项目，获得

运营牌照及频点，在 12 个国家开展运营，业务遍布 80 多个城市，

拥有用户近 400 万，成为泛非地区最具潜力的数字电视运营商。

Guo Ziqi
   Vice President of Star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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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Guo Ziqi
   Vice President of Startimes 

Guo Ziqi, joining StarTimes in 2010, is the vice president of StarTimes, mainly 

in charge of publicity and public relations in the company. Up to now, StarTimes, 

established in 1988, has registered branches or signed projects in 23 countries, including 

Nigeria, Kenya, Tanzania, Uganda etc. and carried out operation in 12 countries. With 

its businesses in over 80 cities and over 4 million subscribers across Africa, StarTimes 

has now become the most fast-growing and influential Digital TV operator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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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吴迪 先生

中国工艺艺术品交易所总裁助理

 

      中国工艺艺术品交易所总裁助理。专注研究交易所形态下产业发

展策略 , 中国艺交所是唯一一家“中国”字号的艺术品交易平台，是

艺术品产业资源的组织者和产业发展模式创新者。

Wu Di
President Assistant of China Arts and 

Crafts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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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Wu Di
President Assistant of China Arts and 

Crafts Exchange 

President Assistant of China Arts and Crafts Exchange, who is focusing on studying 

the strateg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form of exchange. As the only national-

level trading platform for artworks, China Arts and Crafts Exchange is the organizer of 

artworks industrial resource and the innovator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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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牛春兰  女士

北京北图文化发展中心总经理

 

      北京北图文化发展中心、北京国图创新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国

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古画法传习院执行院长、中国当代重彩画院副

院长，国图文津书院院长。

Niu Chunlan
General Manager of NLC 

Culture Development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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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Niu Chunlan
General Manager of NLC 

Culture Development Center 

General manager of NLC Culture Development Center and NLC Innovative Service 

Co. Ltd, deputy librarian of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executive dean of Ancient 

Painting Imparting College, deputy dean of China Contemporary Heavy-colored 

Painting Academy, dean of Wenjin Academy of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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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尼克·博尔库斯  先生

澳大利亚前文化部部长

从政经历：

1993-1996： 移民和民族事务部长，多元文化部长 

1990-1993：行政服务部长

1989-1990：消费事务部长，物价部长，外资审查委员会部长

1996-1998：反对党环境和遗产影子部长

1996-1998：反对党影子首席检查官 & 影子司法部长

2001-2005：参议院法律 & 政制事务引用委员会主席，参议院法律

& 政致事务立法委员会副主席，澳大利亚国会人权组织副主席        

从商经历：

2005/8 至今：董事， Ecofertiliser Pty Ltd,now Amgrow P/Ltd.

2007 至今：董事 & 秘书长，Apil Healthcare Int’nl Pty Ltd

2007 至今：董事 & 秘书长，Isnecca Pty Ltd

董事，Paton Fertilisers Pty Ltd

董事 & 秘书长，Accensi Pty Ltd

董事，Lipa Pharmaceuticals Ltd 

Nick Bolkus
Former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of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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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Nick Bolkus
Former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of Australia 

Parliamentary career:

2001-2005:  Chairman of the Senate Standing Committee on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Affairs

Chairman of Parliamentary Committees in the areas of Legal and Constitutional 

Affairs,Foreign Affairs, Industrial Relations, Corporation Legislation, Indigenous 

Affairs, and Human Rights

1996-1998:  Shadow Attorney-General and Minister for Justice

1993-1996:  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and Ethnic Affairs and Minister for Multicultural 

Affairs

1990-1993:  Minister for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1989-1990:  Minister for Consumer Affairs and Minister Assisting the Treasurer for 

Prices

Business career:

2005.8 to now:  Director of Ecofertiliser Pty Ltd. now Amgrow P/Ltd.

2007 to now:   Director & Secretary-General of Apil Healthcare Int’ nl Pty Ltd.

2007 to now:   Director & Secretary-General of Isnecca Pty Ltd.

                        Director of Paton Fertilisers Pty Ltd.

                        Director & Secretary-General of Accensi Pty Ltd.

                        Director of Lipa Pharmaceuticals Ltd.





专题三

融合共赢，国际文化产业经验分享
Sharing Experience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for Win-Win Collaboration

Topi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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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董倩    女士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199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进入中央电视台主持的第一个节

目为《焦点访谈》，先后主持过《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新

闻会客室》等节目。是央视优秀主持人之一，是香港回归、政府换

届、50 年国庆大典、澳门回归、申奥成功、APEC 会议、中国加入

WTO 等这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

Dong Qian
    Famous Anchor in C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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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ess

Dong Qian
    Famous Anchor in CCTV 

Dong Qian, a 1995 graduate of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excellent anchors in CCTV. Focus Interview is the first program hosted by Dong Qian 

when she entered CCTV, then followed by programs like Oriental Horizon, News Probe 

and People in the News. She has also witnessed such important issues as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to China, government transition, the 50th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the 

Return of Macao to China, successful bidding for Beijing Olympics, APEC conference 

and China’s entry into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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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嘉宾

金元浦  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师、责任教授，澳门城市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化

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北京人文奥运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北京市科技

美学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卷主编；《文

学评论》编委；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中国文化发展

纲要》起草工作小组专家组成员。

      北京市政府、深圳市政府等 8 省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顾问；中央

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客座教授、研究员。 Jin Yuanpu  
Director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Studies Center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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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Jin Yuanpu  
Director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Studies Center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ofessor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pecially-appointed professor of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contract research fellow of China Academy of People’s 

Livelihood, executive director of Humanistic Olympics Research Center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director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Studies Center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ef expert of Beijing Humanistic Olympics Research 

Base, chairman of Beijing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Aesthetics Institute, chief 

editor of Cultural Research, copied newspaper document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Literature Review, member of expert drafting team 

of An Overall Plan of Cultural Structural Reform and Outline of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 by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unselor of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for 8 regions including Beijing, Shenzhen, etc., 

guest professor and researcher for many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such as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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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嘉宾

意娜  女士

国际文化产业蓝皮书执行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本硕博连读，获文学（文艺学）博士；中国

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曾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西

门菲莎大学、德国波恩大学访学。现在藏族文学研究室、全国格萨（斯）

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Yi Na
Chief Executive Edi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e Industry Blu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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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Yi Na
Chief Executive Edi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e Industry Blue Book 

Yi Na graduated from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with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Literature, and also obtained the degree of postdoctor of CASS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he has visited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Bonn as a scholar. Now Yi Na works in the Research 

Office of Tibeta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Geser 

Leading Group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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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嘉宾

保罗·安迪·戈麦斯  阁下

巴哈马驻华大使

       戈麦斯先生自 2001 年起担任致同国际巴哈马公司管理合伙人，

在审计银行、投资控股公司、共同基金和酒店领域经验丰富，并兼任

致同国际巴哈马公司的咨询服务主管，直接负责清算和业务重组。多

年来，戈麦斯先生担任过多个公司清算人，比如近期曾担任汇丰银行

巴哈马有限公司和恒生银行（巴哈马）有限公司的清算人。

戈麦斯先生是巴哈马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一名注册会计师，伦敦特许仲

裁员学会的副会长，现任巴哈马 - 中国友好协会董事。

        2016 年，保罗·安迪·戈麦斯担任巴哈马新任驻华大使。

Paul Andrew Gomez
Ambassador of Bahamas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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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Paul Andrew Gomez
Ambassador of Bahamas to China 

 

Mr. Gomez has served as the Managing Partner of Grant Thornton Bahamas since 

2001 and has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auditing banks,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ies, 

mutual funds and hotels. Mr. Gomez also serves as Grant Thornton Bahamas’ Advisory 

Services Leader with direct responsibility for liquidations and business restructurings, 

and over the years Mr. Gomez has served as liquidator on numerous engagements, most 

recently as liquidator of HSBC Bank Bahamas Limited and Hang Seng Bank (Bahamas) 

Limited.

He is a Chartered Accountant and a Member of The Bahamas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 (“BICA”), an Associate of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 (ACIArb), 

London, and a Member of the Institute for Professionals in Taxation, United States & 

Canada. Mr. Gomez presently serves as a Trustee of The Bahamas-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 (“BC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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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嘉宾

卡鲁纳塞纳·科迪图瓦库   阁下

斯里兰卡驻华大使

       1988 年于斯里兰卡驻日本大使馆任职，1989-1991 年期间于

斯里兰卡驻韩国大使馆任职，1993 年回国后任斯里兰卡西北省省长。

1994-2001 年投入斯里兰卡议会民族联合党（UNP）并当选为科伦

坡区议员，并担任该党的发言人。2001 年党内选举胜利后当选教育

部长，负责人力资源开发和文化事务。

      2003 年被提名为斯里兰卡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候选

人，于 2003-2007 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亚太区代表。

        2015 年被任命为斯里兰卡驻华大使。

Karunasena Kodituwakku
Ambassador of Sri Lanka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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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Karunasena Kodituwakku
Ambassador of Sri Lanka to China 

 

In 1988 Kodituwakku left Sri Lanka to serve as the Ambassador of Sri Lanka in Japan 

(1988–1989) and South Korea (1989–1991). After his return to Sri Lanka, he became 

the Governor of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 in 1993. 

   

Kodituwakku resigned from this position in 1994 to run for Parliament of Sri Lanka 

from the United National Party (UNP) and was elected as a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Colombo District.He served as an opposition MP until 2001 and during this time 

was the Media Spokesperson of the UNP. The UNP Election victory of 2001 saw him 

appointed as the Cabinet Minister of Education,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Affairs. 

Kodituwakku was nominated as Sri Lanka's candidate to the UNESCO Executive Board 

in 2003. He was elected as the Asia-Pacific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ESCO Executive 

Board for 2003-2007, recording the highest number and a record number of votes in the 

election held at UNESCO Headquarters in Paris, France. In 2015, Dr. Kodituwakku was 

appointed the Sri Lankan Ambassador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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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嘉宾

侯赛因·伊卜拉欣  先生

埃及文化参赞

       2001 年获东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埃及驻华大

使馆文化参赞；曾任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教授、埃及

亚历山大法鲁斯私立大学语言与翻译学院中文系主任、埃及尼罗教育

频道、尼罗高教频道和尼罗文化频道汉语节目主持人；公开出版专著、

译著 22 部，审校译著 8 部，在国内、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9 篇。

Hussein Ibrahim
Egyptian Cultural Counsellor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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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Hussein Ibrahim
Egyptian Cultural Counsellor to China

 

Hussein Ibrahim got the Doctor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2001, and 

now is the Egyptian Cultural Counsellor to China. Mr. Hussein served as a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the Language School of Ain 

Shams University, a host of Chinese programs in Egyptian Nile Education Channel, 

Nile Higher Education Channel and Nile Culture Channel. Mr. Hussein has published 

22 monographs and translations, revised 8 translation works and published 9 papers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s.





Participants

出席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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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方名单

H.E. Borislav Maric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大使馆 夏爽 以色列驻华大使馆

H.E. Karunasena Kodituwakku 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馆 Anwer Fadiel Sacheit 伊拉克驻华大使馆

H.E. Sèdozan Jean-Claude 
APITHY 贝宁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Satenik Zirekyants 亚美尼亚大使馆

H.E. HERIBERTO QUISPE 
CHARCA 玻利维亚驻华大使馆 ARTEMISIA 

KOMPAROU 雅典市政府

H.E. Chelston Whitley 
Brathwaite 巴巴多斯驻华大使馆 LAVRENTIA 

SKARPETI 雅典市政府

H.E. Pascal Gasunzu 布隆迪驻华大使馆 CHRISTOS 
TENTOMAS

雅典市文化体育与青
年组织

H.E. SUKHBAATAR 
TSEDENJAV 蒙古国驻华大使馆 孟佳琪 匈中经济文化促进会

H.E. Magdy Mahmoud Helmy 
Amer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 Gabor Szekely 匈牙利大使馆

Andrea Buslig Szonja 匈牙利大使馆

Chaim Martin 以色列驻华大使馆 Nagy Ildikó 匈牙利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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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正阳 匈牙利大使馆 Iglika Yakova 欧盟驻华代表团

Tímár Andrea 匈牙利大使馆 Sabitra Oli 尼泊尔驻华使馆

Gyökeres Zoltán 匈牙利大使馆 Uttam Ghimire 尼泊尔驻华使馆

Prohászka Béla 匈牙利大使馆 Leon Theodor Leon 南苏丹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Euthymios Athanasiadis 希腊驻华大使馆 Monday Semaya Kenneth 
Kumba 南苏丹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ERNESTO RIOS LOPEZ 西班牙驻华大使馆 Hanafi James Killa 南苏丹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Fekih Khaled 突尼斯驻华大使馆 Chuol Deng Koryom 南苏丹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ELAWAD MERGHANI  
MAHMOUD 苏丹驻华大使馆 SUNJIDMAA 

CHULUUNBAATAR 蒙古国驻华大使馆

Tomas Felix 斯洛伐克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曹淑娟 美国驻华大使馆

Emilia Gargallo 欧盟驻华代表团 Taylor Moore 美国驻华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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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琳娜 美国田纳西州中国发展中心 Dada Katrina A. Decena 菲律宾驻华大使馆

SANGARE DIARRA 
MARIAM 马里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Rhenita B. Rodriguez 菲律宾驻华大使馆

Marielza Oliveir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Anna Iangel 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

Robert Paru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Alexey Kosmachev 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

郭军 加中文化经济贸易促进会 MIGUEL CONTRERAS 
CAMPERO 玻利维亚驻华大使馆

 
Jose David Murillo 哥斯达黎加大使馆 FRANZ LAZARTE 

ESCOBAR 玻利维亚驻华大使馆

王维丽 刚果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ANA CAROLA MORENO 玻利维亚驻华大使馆

Francisco Andrade Barbosa 
Mendes 佛得角驻华大使馆 LUCIANA CONTRERAS 玻利维亚驻华大使馆

Kay Kalaw-Ado 菲律宾驻华大使馆 Mithat Pasic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大使馆

Nomer Ado 菲律宾驻华大使馆 Stefan Skjaldarson 冰岛驻华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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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Yeri Ouorou Bawa 
Issiakou 贝宁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Ayman Aly Osman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

杨学彬 北美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Islam A Taha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

Guilherme Belli 巴西驻华大使馆 Mohamed Abdalla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

Hashem Kadhem 巴林王国驻华大使馆 Mustafa Sobhy Abdelhady 
Ammar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

Erfa Iqbal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 Sherif Fayez Aly Hashem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

钱娅琴 澳中国际总商会 Omar Ezzat Saad Elsayed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

Ayman Aly Osman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 Mina Rizk Attia Rizk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

Islam A Taha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 Khaled Morsi Esmail Atallah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

Mohamed Abdalla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 Moataz Anwar Mohamed 
Mostafa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

Hussein Ibrahim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 Sherif Abdelaziz Ibrahim 
Hussein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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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爱卿 商务部副部长 王  飞 陕西省西咸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孙振宇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中国首任驻 WTO 大使 陈  辉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委会副主任

张志刚 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原商务部副部长 刘宏钊 广电总局办公厅

赵兴发 中将 海军前副司令员 王  惠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办公室副主任

杨承志 中国文联副主席 姜坤鹏 中国艺术研究院

韩子勇 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主任 杨灿伟 中国艺术研究院

陈  鹏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殷峻彪 中國釣魚台旅遊（澳門）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作章 商务部投促局前局长、外资司巡视员 刘彬礼 山东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

王惠英 商务部服贸司副巡视员 叶  真 横琴新区党委副书记

吴家煌 海关总署前关税司司长 刘  鑫 商务部服贸司业务一处副处长

景学成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前宏观组组长 吴  迪 中国艺交所总裁助理

刘  欣 四川省商务厅厅长、党组书记 刘秀茹 中视前卫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王离湘 河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 徐  虹 中央电视台

李国贵 中共四川省自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于  乔 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

未  也 自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董  倩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王成安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 李挺伟 中央文资办

宫和平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李若弘 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

宋春峰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秘书长 李英杰 奥加美术馆馆长

中方名单：
（以下按注册先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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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百庚 奥加美术馆 张震宏 北京什刹海阜景街建设指挥部

王成宇 奥加美术馆 张少龙 北京市对外文化贸易友好协会

胡  萍 澳大利亚国际商会副总经理 孙丽丽 北京市对外文化贸易友好协会

杜文萍 澳大利亚国际商会项目经理 韩莉莉 北京市对外文化贸易友好协会

李鹤楼 北京传世比邻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郭东云 北京市文化创新工场公司

杜志平 北京杜米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李胜利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衣福成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吴铁汉 北京澍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苗永生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海丽 北京澍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钟连盛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陈昊阳 北京万普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闫俊平 北京国际文化贸易促进会副会长 张国峰 昌平区委研究室副主任

梁  磊 北京国际文化贸易促进会副会长 郭其洪 自贡亘古龙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韩来学 北京国际文化贸易促进会会长 裴笑丛 自贡市海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力行 北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 夏  炎 自贡市海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贺  清 北京和苑博物馆 孙  玲 自贡市海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高丽荣 北京和苑博物馆 邓林柱 自贡市恐龙景观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连杰 北京和苑博物馆 许建平 自贡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王  飞 北京润成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龚天一 自贡市人民政府行政科副科长

王金照 北京润成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曾祥伟 自贡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市贸促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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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毅 自贡市商务局国际经贸科科长 邢春来 国家一级美术师 

杨玉康 自贡市商务局局长、党组书记 孙  川 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

陈  斌 自贡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与市场运行科科长 赵  刚 国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戴燕灵 自贡市文广新局副局长 刘学兵 横琴新区管委会

陈  实 自贡灯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邹  桦 横琴新区管委会澳门事务局局长

刘  云 自贡腾达彩灯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荆洪文 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

粟本钢 自贡腾达彩灯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阎  武 横琴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黄德春 自贡新亚彩灯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  杰 横琴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钟东泉 自贡中艺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康  洪 横琴新区管委会商务局局长

兰  青 自贡中艺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部经理 管  伟 横琴新区管委会社会事务局局长

陈  行 自贡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 温国平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詹  柯 成都海关驻自贡办事处主任 蔡迎春 华夏中医药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黄  旭 成都海关驻自贡办事处综合业务科科长 郭  军 加中文化经济贸易促进会会长

李  曼 传神语联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赵  炎 江苏紫泥公社陶瓷有限公司

刘  良 著名书法家 侯金华 江苏紫泥公社陶瓷有限公司

庞  波 发展中国论坛秘书长 董孝芳 李可染画院

宋文广 公大优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明强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刘  辉 故宫出版社副总编 梁子庚 全亚洲最年轻的创意型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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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勇 人民日报社对外交流合作部副主任 郭子琪 四达时代通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王荣昌 著名书画家 及晓颖 四达时代通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任贤义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 罗家宽 随和艺术馆

李  建 山东国力有限公司 徐政刚 天津久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  新 山东国力有限公司 王丽娜 天津久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建为 陕西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处长 武庆冬 土库网络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梁小果 陕西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副处长 刘家珉 土库网络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朱旭光 陕西省西咸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 杜志双 温哥华中国文化中心

索宇华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招商和投资服务局副局长 陈  辉 西咸开发区

朱亚鹏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招商和投资服务局副局长 梁志坚 香港北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崔德良 深圳市九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李时浩
然 香港北绅集团有限公司

阮  婷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刘爱民 新华通讯社

石  刚 首经贸大学文化传播学院院长 刘小东 新生代画家

王秀臣 书画院画家 刘海涛 匈牙利 - 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

尹奇志 四川省商务厅服务贸易与商贸服务业处处长 周友旗 煊皓文化艺术发展 ( 深圳 ) 有限公司

李维民 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 白  敏 乙连生物科技（国际）有限公司

朱  斌 四川天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白树燕 乙连生物科技（国际）有限公司

王春燕 四川天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丁忆莲 乙连生物科技（国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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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贤军 艺交所董事长 高  强 中国民协艺委会

高常梓 艺交所总经理 姚  笛 中国内地女演员

何健宇 艺们有限公司 冯小刚 中国内地著名电影导演

邹爱玲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张丰毅 中国内地著名男演员

张洪宝 招远春雨书法院 刘  烨 中国内地著名男演员

肖潇 正元投资有限公司 孔宪峤 中国农业银行

张红雨 致公党北京市委 田  楠 中国农业银行

王丽丽 中阿国际合作经贸论坛 刘  佳 珠海市委常委、横琴新区党委书记

窦德盛 中国大篆文化研究院院长 牛  敬 珠海市政府党组成员、横琴新区管委会主任

刘  韡 中国当代青年观念艺术家 郑  忠 著名书画家

孟守国 中国佛教艺术家协会大同分会会长 裴宪中 著名书画家、全国百杰书画家之一

刘  平 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 刘  平 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

王  平 中国国家画院主任

曾来德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书法篆刻院院长

罗  宏 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

张  平 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

牛春兰 中国国家图书馆

刘  洋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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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艺术艺术基金这三年
主讲人：韩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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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略视角看文化产业发展

   十八大以来，本着对内和对外双向开放的战略，党中央提出和强

化了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包括新型城镇化战略、“一路一带”、

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不仅为推动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也为区域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特色文化产

业发展和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提供了想象和实践的空间以及新的重

要支点。

    对此，无论是政府还是文化企业要有充分体认和感悟。

   现在部分专家并未意识到文化作为一个产业发展的战略意义，认

为文化仅是附属产业，实际上文化也是一个国家价值观的传播方式、

软实力的体现。如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日本动漫产业、韩国电视

剧产业等等，都以产业的形式出口到全球。

   金融的战略支持也需要多层次，小到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文化产业

众筹，大到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体系，再上升

到金融制度、政策的完善。

   近些年来，地方文化产业园区空心化、主题公园亏损倒闭等问题

不绝于报端，特别是以文化产业之名行跑马圈地搞房地产开发给文

化产业园区发展带来的隐性破坏等，均为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埋下

了隐患，值得警惕。

   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文化产业如何找寻和明确其内生

性增长动力机制显然是个关键。因此，通过创新驱动，借力文化与

科技融合以及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潮流，推动整个文化产业升级

转型。

二、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1）总体趋势： 

   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环境改善优化，文

化产业规模稳步扩   大，文化投资消费出口全面增长，公共文化服

务均等化水平提高，文化产业实现快速发展。

（2）几组数据：

   2015 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 25829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21.0%；年平均增长 10.0%，比同期 GDP 增速高 2.3 个百分点。文化

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3.82%，比 2013 年增加 0.19 个百分点。

（美国是 31% 左右 ,日本是 20% 左右 ,欧洲平均在 10% ～ 15% 之间 ,

韩国高于 15%）。

   2015 年我国文化骨干企业 4.7 万家，比 2013 年增长 13.2%，

年平均增长 6.4%；企业从业人员为 829.6 万人，比 2013 年增长

10.1%，年平均增长 4.9%；实现营业收入 73690.9 亿元，比 2013 年

增长 15.1%，年平均增长 7.3%。

   投资规模持续扩大。2015 年，我国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

28898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84.7%；年平均增速达 22.7%，比同期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高 8.2 个百分点。

   2015 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达 1013.1 亿美元，比 2012 年

增加 125.6 亿美元，增长 14.1%，年平均增长 4.5%；文化产品进出

口总额占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2.6%，比 2012 年提高 0.3 个

百分点。实现贸易顺差 729.3 亿美元，比 2012 年增长 13.0%，年平

均增长 4.2%。

   2015 年，全国居民用于文化娱乐的人均消费支出为 760.1 元，比

2013 年增长 31.8%；年均增长 14.8%，增速比同期全部人均消费支出

金融对文化产业要给予战略性支持
演讲人：景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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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5.8个百分点。全国电影票房收入为440.7亿元，是2012年的 2.1

倍；年均增速达到 28.4%，比 2008-2012 年的年平均增速高 3 个百分

点。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化日益深入人们的生活中，为新兴文化业态

和新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广阔空间，“互联网 +文化”发展势头迅猛。

三、文化产业融资瓶颈

   一是文化产业轻资产、无形化、知识化特点较为明显，抵押担保

物通常较少，目前我国文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高，知识产权的作

用发挥不充分，较难获得银行信贷支持。

   二是银行业服务文化产业发展的融资担保、产权界定、项目评估、

登记备案、权益转让等中介体系还很不健全，是银行与文化企业对

接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是银行要求提供其认可的抵押或担保物与国家相关规定也存在

冲突。诸如出版许可证这类抵押品虽然自身拥有价值，但是其不能

交易的特点会造成银行在客户违约后抵押品难以处置，这在某种程

度上也加大了银行的贷款风险。

   四是我国文化产业的经营格局以中小文化企业为主，企业规模小

而分散，经营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大多企业不具备直接

融资条件

   五是文化产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依然滞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不健全，所有者缺位和越位并存，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和动力机制不足，

国有文化实体难以真正摆脱传统体制束缚。

   六是国务院虽然下发文件要求试点地区政府应对鼓励的新办文化

企业给予减税政策，但此类税收优惠属于地方政府的暂时性优惠，

拟上市公司对该类税收优惠的依赖可能影响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四、支持文化产业的金融体系建设

   文化产业持续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需要政府的政策导

向加以指引，又需要文化企业自身探索市场化运作规律，更需要加

强金融对文化的融合和支持。

    一是建立健全文化产业融资的基础性制度和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抵质押登记、托管制度不完善，保

险介入不深。有关部门应抓紧制定和完善规范专利权、版权等无形

资产评估、质押、登记、流转和托管的管理办法，培育流转市场，

突破文化产业融资难的基础性制度障碍。

    加大文化产业保险介入力度，进行文化产业贷款信用保险尝试，

降低文化产业项目运作风险，转移信贷风险。

   法规和监管一定程度上存在“管死管严”的问题，造成了对文化

产业市场化的制约。为了促使文化产业健康活泼的发展，法律法规

应该从管理层面向导向层面发展，适当放松文化创作环境，促进文

化产业的市场化。

    二是结合文化产业特点，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打造适合文化企业特点的

金融服务特色产品。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扩大融资租赁

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产业链融资、股权质押贷款等适合文化

企业特点的信贷创新产品的规模，探索开展无形资产抵质押贷款业

务，拓宽文化企业贷款抵质押物的范围。

   对无形资产占比较大的文化企业和项目，通过对企业信用、未来

成长性等非财务因素考察，有效划分文化企业信用等级。对有市场

前景的文化产业投资项目，适当扩大项目融资、银团贷款等产品使

用范围。

   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直接融资市场体系。通过“政府鼓励、行

业推动、企业主导、投资机构参与”模式，加快文化企业在中小板、

创业板或者主板的上市步伐，推动文化企业在股票市场融资的规模。

   逐步放松发债企业规模限制，完善信用评级制度，鼓励文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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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私募债、中票等方式筹集资金。

   建立文化产业发展基金，为文化产业信贷担保、贷款贴息、技术

创新补贴等，鼓励民营资本成立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公司，直接投

资文化项目。

   鼓励文化产业重大项目资产证券化，延长融资链条，利用金融衍

生品市场获得资金。支持文化企业以版权、著作权等在产权交易所

进行知识产权交易。

    三是加强与文化产业园区合作，加大融资支持力度。

   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应积极寻求与文化产业园区的战略合作，大力

拓展重点支持客户，加强与园区管委会的沟通协作，深化与园区融

资平台公司的合作，探索“园区平台公司 + 区内实体企业”的一揽

子金融服务方案，实现区内优质实体企业和重点项目的批量拓展。

   探索建立由各级地方政府牵头，形成政府引导、各项政策性扶持

资金投入、银行机构贷款支持、风险投资机构进行股权投资、保险

公司提供产业保险、担保公司或担保基金提供贷款担保的多方合作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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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ves of the organizers,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be here today and to deliver a message on behalf 
of UNESCO, the UNESCO Office in Beijing and its Director Dr. Marielza 
Oliveira. Dr. Oliveira was requested to attend a high level symposium 
conven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sends her regrets for 
being unable to be with you today. 

I would like to begin by thanking the organizers of today’s event –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 for their efforts to recognize and 
promote the unique value that culture bring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ulture is who we are. It is also a means of fostering respect and tolerance 
among people; a force for social cohesion, growth and employment; a way 
to include and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It shapes our identity, empowers 
people, and works for development.

Let me quote Ms Irina Bokova, Director-General of UNESCO, on the 
recent occasion of the World Day for Cultural Diversity for Dialogue 
and Development: ‘‘Celebrating cultural diversity means valuing an 
outstanding source of exchanges,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recognizing 
that the wealth of cultures is the constitutive power of humanity and an 
important asset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e promotion of which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observance of human rights.”

Culture is an enabler of development. As culture is intrinsically reflected 
in people’s ways of life — the values, norms, knowledge, skills,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beliefs that guid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action 
- culture encourages and empowers people to take ownership of their own 
development processes including the use of local resources, skills and 
knowledge and diverse cultural and creative expressions. 

Culture is also a driver of development, led by the growth of the creative 
economy in general, and the creative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in particular. 
These are recognized not only for their economic value, but also 
increasingly for the role in producing new creative ideas or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for their non-monetized social benefits. 

Although the links betwee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have long been 
recognized, it is only recently that the role of culture for development 
has become integrated int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fforts. The 
adop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on 25 September 2015 represents a landmark in this 
regard. More than 150 world leaders hailed the new agenda with its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at aim over the next 15 years to end 
poverty and inequality, foster respect for all, improve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build strong institutions and partnerships. Importantly, the global
community has for the first time unanimously acknowledged the essential 
role of culture, creativ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reconcil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of development, advancing economic growth 
and fostering social inclusion.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potential of culture as a driver of development 
has been proven by both experts and practitioners around the world with 
evidence that there exists a sizeable, strong and valuable productive sector 
comprised of creative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activities. 

Draft Keynote Message
Delivered by Mr. Hans Dencker Thulst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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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ing nearly 30 million jobs worldwid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re among the most rapidly growing sectors, a powerful 
transformative force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major drivers of the 
economies of developed as well as developing countrie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employ more workers than South Korea, or the 
combined population of Paris, New York and London. 

Indeed,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re perhaps the most solid proof of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for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income generation, 
job creation and export earnings. But that is not all there is to it. 
A much greater proportion of the world’s intellectual and creative 
resources is now being invested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Human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are the drivers of these industries, and 
have become the true wealth of n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Indirectly, 
culture increasingly underpins the ways in which people everywhere 
understand the world, see their place in it, affirm their human rights, and 
forge productive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Two recent reports by UNESCO and UNDP – the Creative Economy 
Report: 2013 Special Edition, and the Cultural Times: The First Global 
Map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 have provided interesting 
findings exploring and recognizing the non-economic ways in which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ibute to human development. 

One of these ways is that cultural expression (or artistic practice),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energizes and empowers social groups, 
particularly the marginal and the disenfranchised, and provides platforms 
for their social and political capacity. Another way is that cultural heritage 
provides people with the cultural memories, knowledge and skills vital 
for the forging of sustainable relationships with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systems. And a third way is that urban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 create 
built environments that enhance individual and group well-being and in 

turn nurture creativity.

Both reports also highlight the unique and central role of the local level in 
fostering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creative economies. Cities, privileged 
because of their dense networks of interacting people, markets and 
activit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development actors in 
the creative economy. Today,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cities continue to 
grow across the globe, driven by urbanization. According to UN estimated 
statistics, the world’s population in cities will increase to 66% by 2050 – 
two thirds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We are witnessing an increase in recognition of culture as an enabler and a 
driver for social inclus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ross the world, 
countries are focusing on culture and creativity as powerful renewable 
force, and they are focusing on cities as strategic platforms for moving 
forward. In order to harvest the strong potential of these forces, public 
policies are needed to support the diverse forms of creativity at the heart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hese countries, as well as policies 
to address emerging challenges.

Culture matters for social cohesion and resilien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 ty,  and for dialogue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As the only UN agency specialized in culture, 
UNESCO firmly believes in culture as the key to the creation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ease allow me to give 
you a few examples of how UNESCO works towards realizing this 
significant potential.

The 2005 UNESCO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embodies the concept of diversity 
as a source of creativity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It defines cultural 
expressions as expressions that result from the creativity of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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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and societies and which have cultural content. These expressions 
are manifested as cultural goods, services and activities and constitute 
significant input to creative economies worldwide. Regardless of the 
economic value they may have or the means and technologies used 
in their creation, 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cultural expressions are 
understood in the Convention as vehicles of identity, values and meaning 
that distinguish them from other commodities or consumer goods for sale 
or trade. 

Launched in 2004, the UNESCO Creative Cities Network is a UNESCO 
programme aiming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and among cities that 
have recognized creativity as a strategic facto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regards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Local 
creativity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often foster new economic opportunities 
while generating concrete and intangible benefits for the communities, 
such as job creation and social inclusiveness. 

The Network establishes creative partnerships among cities and 
encourages them to share expertise, ideas and best practices.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Network comprises 116 cities in seven categories: 
literature, music, design, gastronomy, media arts and, of course, crafts and 
folk arts. To date, 8 Chinese cities that have joined the network, among 
which Beijing is a Creative City for Design. The 2nd UNESCO Creative 
Cities Beijing Summit will be held here in Beijing during 5-8 June this 
year, exploring innovative and effective pathways of fully integrating 
culture and creativity into loc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lans.
As we celebrate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2005 Convention last year, a 
Global Report on the Convention was launched, presenting the monitoring 
and analytical result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The 
results were encouraging.

In particular, new cultural policies, measures and mechanisms have been 

implemented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o support the creation,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access to diverse cultural goods and service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rade agreements that recognize the specificity of 
cultural goods and services were produced, and improved the access of 
cultural goods and service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For instance, China places strong emphasis on culture as a pillar of its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re acknowledged at the 
highest governmental level. In 2001, when China became a member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t formulated a cultural-industries strategy 
for its Tenth Five-Year Plan. The policy concept of “creative industries” 
was introduced in 2004 in c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Shenzhen and 
Guangzhou, and was further extended under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in 2006. Under the country’s the most recent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2016-2020), “culture and creativity” are seen addressing issues as diverse 
as wealth creation,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renewal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revenue from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s targeted to double yet 
expected to even triple by 2020.

Nevertheless, a range of issu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countries aiming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creative sector has also arisen. In 
terms of sustainable systems of governance for culture,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as a‘cultural custodian’ remains underdevelop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policy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civil 
society voices should be enhanced.

Finally, although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have proven to be young, 
inclusive and entrepreneurial - and women are strongly represented in the 
creative sector in most parts of the world - they remain poorly represented 
in a number of cultural professions and in decision-making posit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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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parts of the world - they remain poorly represented in a number of 
cultural professions and in decision-making positions in many cultural 
organizations and industries. New policies and measures are needed to 
recognize, support and promote women as creators and producers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re strong pillars of the global economy, 
but fragile if not taken care of. Governments worldwide are awakening to 
the true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values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but also to challenges to be addressed concerning their growth. 
Both the 2005 Convention and the new 2030 Agenda make a commitment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inclusive and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shared 
prosperity and decent work for all.  

We need to keep in mind that the role of culture in development is still 
a relatively new concept that requires deeper understanding through 
international, national and local refle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this area. New discourses and approaches are needed 
to guide cultural policy. These must be accompanied by commitments 
to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all areas of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of culture. They must build on reliable planning,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as well as on evidence-
based, participatory and transparent policy-making at the national level. 
Now is the time! Let us work together towards exploring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creativity, the art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meet the challenges of mainstreaming culture as a driver and enable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 warmly thank the organizers for hosting this important event, for inviting 
UNESCO to be a part of it, for supporting the work we do to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inclusiveness of development processes, and, more 
importantly, for actively supporting the role of cultu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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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今国际文化创意经济的发展状态仍然呈现明显的阶梯性：发

达国家的创意经济处于越界、扩容与转型升级阶段；而发展中国家

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正在形成与发达国家不一样的创意经济模式。

然而，在繁荣背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也面临着问题、陷

阱和困境，需要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创意经济行业和政府部门政

策制定者高度注意，以应对新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

    国际创意经济 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中国家  新兴国家   转型  

“南方的崛起”

    当前，国际文化创意经济依然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创意经济正

处在越界、扩容与转型升级之中，蓄积和展开了更大的能量；发展

中国家正在迅速走向国际文化创意经济的前台，正在形成与发达国

家不一样的创意经济模式成为全球文化创意经济的一支成长中的新

军。但在全球文化创意经济的发展中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陷阱甚

或困境，需要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创意经济行业和政府部门政策

制定者高度注意，因势利导，把握新的发展态势。

发达国家创意经济的越界扩容与转型升级

    今天的世界，金融危机余威犹存，美债危机与欧债危机将整个

世界的经济发展都拖向疲软，复苏放缓，传统产业的国际贸易和整

个市场都出现许多不确定因素。在这个背景下，创意产业的确是一

个经济增长点，比如 2011 年全球娱乐与媒体支出增长了 4.9% 。正

如联合国《2010 创意经济报告》曾经指出的，2008 年的金融和经济

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贸易额减少了 12%，但同时创意产品与服务的世

界出口额却仍保持增长，达到 5920 亿美元。在这种背景之下，文化

创意产业不仅仍然发展迅速，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显示出不同阶段

的越界扩容与转型升级。

    英国作为老牌创意产业国家，创意产业已经占了整个经济的十

分之一（9.7%），它提供了超过 250 万个工作岗位，这在英国比金

融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就业岗位要多，从业人员人数增长速度是

全部劳动力增速的四倍。英国的创意产业一直是其他国家研究和学

习的主要对象，但在今年4月，英国一家独立的创新基金会发布了《创

意经济宣言》(A Manifesto for the Creative Economy) ，指出英

国原有的创意产业的定义、相关政策和经营模式已经有些过时了，

跟不上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报告建议英国政府重新定义创意产业，

将定义简化为“专门使用创意才能实现商业目的的部门” 并且扩大

分类；还建议开放互联网，并且在教育方面加强数字技术的普及，

在税收等政策方面鼓励创新。

    不只是英国，那些创意产业起步比较早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

美国等都将更多的研究目光投入到数字化和社交媒体中，继续保持

创意产业在本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值、对外贸易和高收入创意

人才数量的领先地位。美国将创意产业称为版权产业，2010 年占国

“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下的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与中国
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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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产总值 6.4%，提供 510 万个就业机会，并且比其他劳动人口的

平均收入高27%，尤其是出口总值达到1340亿美元，远远高于航空业、

汽车制造业和农业。普华永道的《2012-2016 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

展望》较之上一本报告，将数字化的音乐、电子杂志和互联网视频

正式纳入到分类体系中。

    而以文化产业为发展传统的国家，近几年一直致力于总结发展

模式，力图增加出口。2009 年意大利发布了《创意白皮书》，梳理

了创意产业的“意大利模式”，而实际上只是梳理了包括时尚产业、“味

道产业”等意大利特色产业在内的城镇化与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模

式。欧盟 2011 年启动了“创意欧洲”计划，从 2014 年起支持欧盟

的文化与创意产业发展，其目的也正是为了帮助文化与创意部门在

“数字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获得更多的机会，并且协助欧盟的“欧

洲 2020”十年发展计划，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就业和社会凝聚力的

增长。

    发达国家推动创意经济是将文化、科技、和经济融为一体，而

以其最为领先的数字化、网络化，特别是移动化技术领衔，打造高

品质、高层次的文化科创产品。同时，创意经济是艺术、商业、关

联性、创新驱动和新商业模式的交叉融合。数字时代打开了音乐、

动漫、电影、新闻、广告业等的营销渠道，从而增加了创意经济的

收益。

    同时，创意经济相当分散，并包括社会因素。它通过相互联结

而灵活的网络生产服务系统得以运行，并涵盖了整个价值链。如今，

创意经济深受日益强大的社会网络的影响。新工具如博客、互联网

论坛、维基百科等促进了创意人士、创意作品、创意场所之间的连

接与合作。在创意经济中谁是利益相关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创意产业与经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如何，更好地了解这些问题对

于制定实用性政策至关重要。政策的关键目标要具体而不能宽泛，

最好不要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而是要考虑到涉及各利益相关者

的所有权和合作伙伴关系，这些利益相关者来自公共部门和私营部

门、艺术家群体和市民社会。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的方案会促进有

效和创新措施的形成，使创意经济具有新的活力。

发展中国家走向国际文化创意经济的前台

    创意经济曾是发达国家与经济体的专属领域。创意经济展开初

期，全球专家、分析人士都认为，大量的关于创意经济的词汇和分

析方法都是基于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的经验而来的。主要是发达国

家制定的很多政策法规——很多分析人士称之为“政策文本”——

更多适用于制造业部门衰落后，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创意产

品和文化服务出口到现有文化、社会和经济条件不同的国家、地区，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但这一思路和被发展中国家文化创意产业迅速

发展的现实所打破。笔者 2008 年代表金元浦教授参加联合国贸发会

议，发表《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政策》讲演。向世界介绍了中

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明显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三个阶梯、三中层

次与三种模式的发展形态。介绍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不平衡特色：

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发展中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在发展方式，发

展类别选择，和发展目标制定上的异同，提出发展中地区和欠发达

地区同样可以因地制宜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主张。这一发言得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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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国代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代表的极大兴趣。

   与之类似，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也分化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几个

梯队。但是我们在每一个梯队里，都看到了由于数字化、经济环境

等因素带来的扩容与转型。这是一个全球文化创意产业正在从过去

十几年形成的框架下转向一个崭新平台的大时代。

    在过去几年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创意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

发展中国家向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各国进行文化产品和文化服

务的贸易额大幅增长；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的

南南贸易业创造了历史新高。《创意经济报告 2010》用各种数据证

明了创意经济在全球经济疲软的条件下，成为一种强大的发展引擎。

南南贸易的增长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机会存在于需求增长的地

方。2008 年，发展中国家向世界出口的创意产品达到 1760 亿美元，

占整个创意产业贸易额的 43%，2002-2008 年间，年均增长 13.5%。

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创意产业市场上具有强大的活力，所占市

场份额增长迅速。南南创意产品贸易总额将近 600 亿美元——该时

期达到了 20% 的惊人增长率。在创意服务的案例中，这种趋势也得

到确认，南南贸易额 2002 年仅 78 亿美元，而 2008 年飞速增长到

210 亿美元。在这种良好态势下，发展中国家受到强烈的鼓舞，积极

发展创意产品，在全球贸易优惠制（GSTP）的框架内完成谈判，为

南南贸易未来在这个充满希望的领域发展壮大注入更多动力。

    2013 年 5 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了新的数字，2011 年全球创

意产品与服务的贸易总额是 6240 亿美元，与 2002 年相比这个数字

翻了不止一番，年均增长率达到 8.8%。报告显示，这一阶段，发展

中国家创意产品的出口增长更快，平均每年 12.1%。比起上一年度的

报告虽有下降，但仍然显示了强劲的势头。

   《2013 年人类发展报告——南方的崛起：多样化世界的人类进

程》（The 2013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 The Rise of the 

South: Human Progress in a Diverse World）报告说，“150 年

来第一次，发展中国家的三大领衔经济体的总产出——巴西、中国

和印度——与北方国家长年工业力量的 GDP 总额相同——加拿大、

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麦肯锡季报》（McKinsey 

Quarterly）2011 年 3 月报道，到 2025 年，根据 GDP 排序，全球前

50 个城市中有 20 个会在亚洲，这个数字在 2007 年还只有 8 个。在

此期间，超过半数欧洲城市将跌出这个排名，北美同样。在这个城

市经济力量的新风景中，上海和北京的排名将高于洛杉矶和伦敦，

而孟买和多哈将超过慕尼黑和丹佛。

    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这个列表不是一个整体。因为世界

的经济力量相当的变化，一些南方国家如今被划分为世界银行标准

的“中等收入”或者“中上收入”国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世

界最大的经济体中会有三个非西方国家（中国、日本和印度）。

    发展中的创意经济在各大洲的许多地区蓬勃发展。正如最近联

合国贸发会议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出口份额在近年里占全球创意

产品和服务中的比重逐年增长，2011年总出口额达到了6310亿美元。

这些出口中的大部分都生产于大中城市，包括艺术品、手工艺品和

设计产品。（11）今天，“一个延伸至全球的文化产品集聚网络一

定要与增长中的产品的分化，作为个人中心与”

    如今，发展中国家的“文化 - 产品群正在不断扩大其全球网络，

势必伴随着他们最初可能拥有的优势，越来越多地发展出各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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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具体的竞争优势，以及他们已经建立了声誉的特定种类的产

品设计和符号表达。毫无疑问，南方国家正在进军全球市场，他们

一直在通过国国际贸易的流程中的。

    在 2012年，大多数富裕经济体的真实 GDP仍然低于 2007年底，

然而“新兴经济体”的输出暴增 20%。后者占了 2010 年全球 GDP 总

量的 38%（市场交换估价），比 1990 年的份额翻了一倍。如果 GDP

能够反映购买力，新兴经济体已经在 2008 年代替发达国家，并被认

为在 2011 年会达到全球 GDP 的一半。这些新兴经济体如今占据了超

过一半的商品消费、世界出口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新兴经济体同样占据了全球零售业的 46%，52% 的机动车销售和

82% 的手机消费。全球财富 500 强的四分之一从新兴经济体来——在

1995年，这个数字只有4%。中国、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尼日利亚、

沙特阿拉伯、南非和越南在接下来的 40 年的增长速度都会超过七国

集团。

    新兴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以中国为代表和标杆。在世界银

行公布的文化类产品出口中，中国则占据第一梯队的重要位置，在

联合国贸发会议《2010 创意经济报告》中明确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

的文化产品出口国，占到了全球文化贸易总额的 21%。由于联合国贸

发会议随后又帮助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其他国家制定创意经济的发

展战略，所以这本报告中的指标体系成为许多包括巴西、莫桑比克、

赞比亚等国家官方采用的统计口径。除了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大的文

化贸易量，其出口对象也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整体

的文化贸易额增长速度领先于世界。但长期以来，文化创意产业一

直被视为发达国家的领地，与文化、原创相关的产品（作品）主要

来自于发达国家。在文化制造业产品如纸张、文具、玩具、甚至动

漫制作（外包）等方面，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确承担了大量的“制造”

工作，而核心创意和知识产权则始终掌握在美英等发达国家手中。《创

意经济报告》的指标无法看出发达国家占有了的相当大比例的版权

和品牌附加值，像中国这样出口贸易量大的发展中国家许多都是加

工制造型的创意经济和代工生产。不过，这些新兴国家一方面向发

达国家出口文化制造品，一方面也开始将自己的原创作品向欠发达

国家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售。

Creative goods exports by top 10 Latin America countrie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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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02年到 2008年，拉丁美洲国家创意产品的出口增长迅速。

尤其是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和多米尼加。从相对较差的阿根廷

创意产业贸易的发展，也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不断进步。

    我们再来具体看看阿根廷创意产业贸易额。

       2002 年至 2008 年阿根廷创意产业贸易状况

Argentina Creative Industry Trade Performance 2002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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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阿根廷这些年文化创意产品以

较快的速度稳步增长，同时改变了过去文化产品只有进口没有出口，

特别是没有向发达国家如美国出口的格局，出现了进口与出口是同

步增长的状况。

    再看土耳其：

2002 年和 2008 年土耳其创意产业贸易状况

2002 2008

土耳其
贸易额 贸易额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出口 进口 收支差额 出口 进口
收支差
额

所有创意产业 4864 1325 3539 6593 3758 2835
所有创意产品 2154 913 1241 5369 3523 1846
所有创意服务 2710 412 2298 1224 235 989

    

    

Creative goods exports by top 10 Latin america countrie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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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至 2008 年土耳其创意产业贸易状况

Turkey Creative Industry Trade Performance 2002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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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创意产业国际贸易这些

年来的持续增长，在金融危机之后，它们延续了持续发展的势头。

   还有一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发展文化创意

产业的主要方向还是以旅游为主的较为初级的门类。加勒比海地区

的核心文化政策范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庆和文化多样性，其中

旅游是加勒比海地区的核心文化产业门类，尤其是各种影响很大的

节庆活动，比如加勒比艺术节（CARIFESTA）或者特立尼达与多巴哥

狂欢节 。但是这些节日虽然影响很大，和全球其他类似活动一样，

相关准确数据是缺失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也是缺失的，我们无从

知晓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带动了经济发展，创造了多少间接效益。

    好莱坞的标杆意义输出到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印度的“宝莱坞”、

中国的“东方好莱坞”、“华莱坞”等变体，如今在尼日利亚有了“尼

莱坞”。“尼莱坞”的模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电影融资、制作和

发行方式。尼日利亚的低成本电影在上世纪 90 年代突然井喷，创造

出了富有特色的电影文化，不光影响了尼日利亚全国，还影响到全

非洲。尼日利亚每年出产大量的惊悚片和灵异片，数量虽然无法统

计，但其在非洲大陆受欢迎的程度却是显而易见的。尼日利亚的电

影总是短平快地完成，几周就拍好了，以 VCD光盘的形式在小商店、

集市和流动商贩那里出售；人们在家里，在临时的录像厅，在集市上，

在酒吧里随意地观看。这种随意性即好也不好。这使得尼日利亚电

影在本国之外没有官方的亮相渠道，而且在大部分国际电影有关的

统计中都无法统计。由于它在国际电影节和院线中缺席，非洲之外

很难有办法看到（即使 YouTube 这样的视频网站和付费在线点播网

站正在蓬勃发展）。尼日利亚政府大力支持“尼莱坞”，将其看作

是国家文化产业的旗舰，并视作推动就业的引擎，以及潜在的出口

创汇及税收的来源。国家电影与视频审查委员会（National Film 

and Video Censors Board）在产业发展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并且将自己的身份从内容管理延伸到了产业促进。这是一种带来各

种混合结果的尝试，调整发行，收集产业活动数据，尝试录像俱乐

部的许可证制度。

发展中国家文化创意经济的未来及警示

    城市持续成长或萎缩的现象并不能完全用经济分析来解释。《经

济学人》2013 年 8 月报导说：“几乎所有的富裕国家的工业城市都

在 1950 年至 1980 年之间跌入困难时期，包括波士顿、纽约和伦敦，

之后又反弹。”为了理解将城市集聚在一起的属性，长期成功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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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器必须超越交通与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消费者集聚，甚至竞争性

的创新等贡献微乎其微的身份认同。在驱动当下增长模式的因素之

间，是由生产符号性产品和服务的连锁因素建构的“新贵一族（new 

wealth of nations）”。发展轨道如今已经与从第一产业、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增长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彻底转变，

从冶炼和农业部门等“低附加值”活动向价值链的高端开始升级。

从农业经济到服务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通过标志性的信息技术，以

及信息技术相关产业，特别是在新兴金砖国家印度巴西，已经将文

化与信息科技等结合起来，打通行业之间的壁垒，已实现创意产业

的持续增长，并开始关注原创的极端重要性。

    同时，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导编制的

的《2013 创意经济报告 • 特别版》，一改过去联合国贸发会议主持

下突出关注创意经济发展诉求的做法，更强调创意经济发展对发展

中国家带来的非货币化收益。这部特别版更看重创意产业对于社会

结构的调整，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带动教育、非

遗保护等公共文化的发展，更尊重发展中国家按照自己的路数发展

创意经济。联合国千年计划即将到期，新的“后 2015”千年计划正

在制定当中，这部对于千年计划有所修正的新计划势必对发展中国

家未来国家间合作等方面带来重大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政策与战略的正确选择对利用创意经济的社

会经济潜力获取发展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首先要

做的是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策，提高创意能力，确定有巨大潜

力的创意部门。还要按照“创意纽带”的功能来调整努力方向，以

便吸引投资者，培养创意创业能力，更好地获得信息与通信技术（ICT）

及其基础设施，从而在全球化的数字整合中获益，并充分把握国内、

国际创意产业市场的贸易商机。积极的溢出效应肯定会反映在更高

的就业水平、更强的创新能力和国民享受更优质的文化社会生活。

    移动通信技术革命正在改变发展中国家亿万人民的生活方式。

报告称，2009 年，全球手机用户超过 40 亿，其中 75% 的用户在发展

中国家。2008 年，全球互联网用户超过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发展

中国家用户增长更快，是发达国家用户增长量的五倍。然而，发展

中国家的宽带连接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会限制创意产业的发展，因

为促进创意和电子商务发展的很多应用程序没有足够的宽带便无法

运行。因此，需要与国际组织合作，引导国家和地方投资，使发展

中国家能够建立更好的宽带基础设施。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正确选择和设计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政

策，谋划富于远见又合乎各自国情的战略，对激发创意经济的发展

潜力，并不断获得成章和进步，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要按照“创意

纽带”的功能来调整发展方向，以便吸引投资者，培养创意创业的

能力，更好地获得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及其基础设施，从而在全

球化的数字整合中获益。要充分把握国内、国际创意产业市场的贸

易商机。并发挥越界带动的溢出效应，争取更广泛的就业，更强的

创新能力，让消费者享用更丰富、质量更高的文化产品。

     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不同，因此需要按照当下实际情况、能力和

需求来理解。政策同样应该考虑到这些多样化的问题。的确有这样

的例子，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活动和机构是如何促进了更好的城市管

理，伪造了“一个新型的城市——21 世纪的城市——是一种‘好’

的，以人为本的城市，能够整合繁盛的物质和更多非物质方面，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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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这个城市上个世纪的低效率、不可持续形式和功能。” 然而，对

立同样在这里存在：文化与创意产业能够扩大与阶级有关的划分，

同时创造出越来越多令人不安的废弃电子产品垃圾，比如电脑、手机、

电视等等。他们不是应对肮脏的蛮荒之地、污染泛滥的活动或者过

重的交通压力的灵丹妙药。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同为南方国家。因此，

比较南 - 南之间，对于研究全球南方国家的状况比从别处来的现成

经验要更有用。

    前述“尼莱坞”在尼日利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发挥了开拓性

的作用，这种非正式的电影运作方式保证了它制作的快速、低廉和

不打官腔的民间色彩，不过，也带来了作品的不稳定，以及缺乏思

想内涵。早期不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带来的是盗版泛滥，同时又培

养了忠实的观众。研究显示，这种不正式的金融实践——一部电影

的制作经费用于下一部电影，而不通过银行——对于小制作来说十

分有效，但是对于那些有雄心的制作人，想要吸引移民甚至想要带

来国际影响，这种方式就越来越不合适。同时，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必须越来越规范。要建立复杂的专业协会系统，以伴随高度发展的

明星系统和评论体系。由于产业地位的提升，这些电影实行了更多

管理。政府对“尼莱坞”的一些数据和文化企业对于这些电影中多

数产品的低劣质量感到不安；许多其他非洲国家的电影制作者和知

识分子批评这些粗糙的影像“倾销”到本国市场，最终“污染”了

非洲的文化空间。

    在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创意产业市场的稳定性表明了世界各地

很多人渴望了解文化、参加社会活动、进行娱乐休闲活动。人们把

更多的收入拿来享受创意经济为他们带来的难忘经历。作为一种象

征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他们追求地位、风格、品牌和个性。有证

据表明，在全球经济衰退期，人们依旧去电影院和博物馆、听音乐、

观看视频电影和电视节目、玩电子游戏，等等。即使在金融危机时，

创意产业仍作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继续繁荣发展。这就解释了为何

一些创意部门似乎更能适应经济低迷，可以促进经济复苏更加持久

和广泛。

    所以，联合国《创意经济报告》郑重提出：制定创意经济政策

不应只考虑经济需求，还要考虑到当地社会的教育、文化认同、社

会不平等、环境因素等的特殊要求。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城市用“创

意城市”的概念制定城市发展战略，通过关注文化创意活动为城市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了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发展

战略的主要原则应进行调整，以适合郊区和贫困地区发展，尤其给

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赋予有创意的妇女以权力，提升社会包容程度。

市级政府比国家政府行动更为迅速敏捷，国家政府的行动受到更多

的权力和官僚的限制。理想情况下，创意经济的行动计划从社区、

市级政府到国家政府都可以产生，并没有顺序的限制。重要的是使

文化和社会目标与贸易、技术和旅游业的发展和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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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产品进出口规模保持千亿美元以上

   2015 年，受整体经济和外贸形势影响，对外文化贸易发展也面临

较大压力。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为 1013 亿美元，虽比上年同期

下降 20.5%，但已连续三年保持千亿美元规模。其中，文化产品出口

871.2亿美元，同比下降22.1%；进口141.9亿美元，同比下降8.7%；

贸易顺差 729.3 亿美元。

   （一）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2015 年，我国出口文化产品中的文

化用品占比为 38.2%，比上年提升 12.4 个百分点；文化专业设备占

比 14.7%，比上年提升 4.1 个百分点。两项合计占比超过 50%，该变

量工艺美术品出口占据文化产品出口半数以上的局面。

   （二）贸易结构更趋优化。2015 年，我国文化产品一般贸易出口

金额为 3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5.5%，占比为 41.8%，比上年提升 11

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出口金额为 416 亿美元，同比下降 39.2%，占比

为 47.8%，比上年下降 13 个百分点。但同一般贸易占比仍低于加工

贸易，发展潜力有待发掘。

   （三）高附加值出口保持较快增长。2015 年我国游艺器材及娱乐

用品出口 15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2%。广播电影设备出口 113.7

亿美元，同比增长9.8%，显示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技术含量有所提高，

但仅占文化产品出口的 13.1%，总量仍然偏小，国际竞争力较弱。

   （四）文化产品海外市场集中度较高。2015 年，我国前五位文化

产品出口市场依次为美国、中国香港、英国、荷兰和日本。前五位

贸易伙伴的出口额之和占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总额的 64.9%，其中仅美

国和中国香港两个市场的占比就超过一半。2015 年，我国前五位文

化产品进口市场依次为韩国、越南、日本、德国和美国。前五位贸

易伙伴的进口额之和占我国文化产品进口总额的 45.7%，其中仅韩国

和越南两个市场的占比就超过 30%。

   （五）文化产品进出口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2015 年，广东、

浙江、江苏和上海四省（市）文化产品进出口在全国排名前四位。

四省（市）分别实现文化产品进出口 556.3 亿美元、112.6 亿美元、

68.7 亿美元和 51.7 亿美元，占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依次

为 54.9%、11.1%、6.8% 和 5.1%，合计占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的

77.9%。

二、文化服务进出口总额为 370.8 亿美元

   根据《对外文化贸易统计体系（2015）》标准，结合可获数据源

初步测算，2015 年我国文化服务进出口总额为 370.76 亿美元，占当

年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5.2%。

    2015 年，我国广告服务出口 3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7%，进

口 19.4 亿美元，同比下降 14.5；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 7.3 亿美元，

同比增长43.1%，进口 18.9亿美元，同比增长5%；展会服务出口5.3

亿美元，同比下降 8.6%，进口 1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9%；研发

成果使用费出口 3.6 亿美元，同比下降 14.3%，进口 112.8 亿美元，

同比下降 22.2%；视听及相关产品许可费出口 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 倍，进口 9.4 亿美元，同比增长 80.8%。

2015 年我国文化贸易情况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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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贸易双向投资发展良好

    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我国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实际使用外资7.89

亿美元，同比下降 4.9%，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 0.6%。其中文

化领域（不含体育）实际使用外资 7.86 亿美元，同比下降 2.3%。文

化艺术行业使用外资增长迅速，同比增幅达 95.4%，主要原因是其他

文化艺术行业政府超过一倍。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增长4.71%，

其中电视业实际使用外资虽仅 60 万美元，但增幅高达 361.5%。

   据商务部统计，215 年我国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 13.6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57.9%，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 1.2%。

（资料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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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社会化发展。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

快建设法治政府，依法加强和规范公共服务，规范和引导各类社会

组织健康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

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作出明确部署。政府向社会力

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既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建

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也是规范和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满足人民

群众精神文化和体育健身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

有关要求，为加快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现

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按照深

入推进依法行政、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目标和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逐

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为人民

群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

　　（二）基本原则

　　坚持正确导向，发挥引领作用。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的公共文化服务与培育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融合，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明确政府主导，完善政策体系。加强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

化服务工作的组织领导、政策支持、财政投入和监督管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坚持与文化、体育事业单位改革相衔接，坚持与

完善文化、体育管理体制相衔接，制定中央与地方协同配套、操作

性强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体系和管理规范。

　　培育市场主体，丰富服务供给。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

置中的积极作用，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与培育社

会化公共文化服务力量相结合，规范和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逐

步构建多层次、多方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立足群众需求，创新购买方式。以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文化

需求为目标，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不断创新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

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建立“自下而上、以需定供”的互动式、菜单

式服务方式，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人民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

　　规范管理程序，注重服务实效。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工作机制，规范购买

流程，稳步有序开展工作。坚持风险和责任对等原则，规范政府和

社会力量合作关系，严格价格管理。加强绩效管理，完善群众评价

和反馈机制，切实提高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针对性

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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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效性。

   （三）目标任务。到 2020 年，在全国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

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

应、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和体育健身需求相符合的公共文化资源配

置机制和供给机制，社会力量参与和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氛围更加

浓厚，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日益丰富，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效率显著

提高。

二、积极有序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
文化服务工作

　　（一）明确购买主体。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主

体是承担提供公共文化与体育服务的各级行政机关。纳入行政编制

管理且经费由财政负担的文化与体育群团组织，也可根据实际需要，

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二）科学选定承接主体。承接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

务的主体主要为具备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且依法在登记管理部

门登记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和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

以及依法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等社会

力量。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和拟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特点，

明确具体条件，秉持公开、公平、公正的遴选原则，科学选定承接

主体。   

   （三）明确购买内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

为符合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健康积极向上的，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

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公共文化服务，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并

主动向社会公开。主要包括：公益性文化体育产品的创作与传播，

公益性文化体育活动的组织与承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民间

传统体育的保护、传承与展示，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运营和管理，

民办文化体育机构提供的免费或低收费服务等内容。

　　（四）制定指导性目录。文化部、财政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体育总局制定面向全国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性

目录。各地要按照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状况和财政预算安排情况，制定本地区政府向社

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或具体购买目录。指导性目

录和具体购买目录，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及时进行动态调整。（五）

完善购买机制。各地要建立健全方式灵活、程序规范、标准明确、

结果评价、动态调整的购买机制。结合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内容、

特点和地方实际，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

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等方式确定承接主体，采取购买、

委托、租赁、特许经营、战略合作等各种合同方式。建立以项目选定、

信息发布、组织采购、项目监管、绩效评价为主要内容的规范化购

买流程。根据所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特点，分类制定内容明确、操作

性强、便于考核的公共文化服务标准，方便承接主体掌握，便于购

买主体监管。加强对服务提供全过程的跟踪监管和对服务成果的检

查验收，检查验收结果应结合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作为付款的重

要依据。建立购买价格或财政补贴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承接主体

服务内容和质量，合理确定价格，避免获取暴利。

   （六）提供资金保障。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所需资

金列入财政预算，从部门预算经费或经批准的专项资金等既有预算

中统筹安排。逐步加大现有财政资金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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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力度。对新增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凡适于以购买服务实现的，

原则上都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施。

   （七）健全监管机制。加强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政府购买的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审计监督、

纪检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完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

体系，严格遵守相关财政财务管理规定，确保购买行为公开透明、

规范有效，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政府向社

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资金的监管，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加强监督，

文化、新闻出版广电、体育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将承接政府购买服

务行为纳入监管体系。购买主体与承接主体应按照权责明确、规范

高效的原则签订合同，严格遵照合同约定，避免出现行政干预行为。

购买主体应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制度，按规定公开购买服务的相

关信息，自觉接受审计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承接主体应主

动接受购买主体的监管，健全财务报告制度，严格按照服务合同履

行服务任务，保证服务数量、质量和效果，严禁服务转包行为。

   （八）加强绩效评价。健全由购买主体、公共文化服务对象以及

第三方共同参与的综合评审机制；加强对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

绩效评价，加强对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绩效评价，建立长效跟

踪机制。在绩效评价体系中，要侧重服务对象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

意度评价。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评价结果要向

社会公布，并作为以后年度编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预算和选择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承接主体的重要参考

依据。

三、营造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的良好环境

　　（一）加强组织领导。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是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也是进

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文化与体育管理方式的重要抓手。各地要

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政府统一领导，文化、财

政、新闻出版广电、体育部门负责，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

逐步使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科

学化。

    （二）强化沟通协调。各地要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

共文化服务的协调机制，文化、财政、新闻出版广电、体育部门要

密切配合，注重协调沟通，整合资源，共同研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

买公共文化服务有关重要事项，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统筹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三）注重宣传引导。各地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实施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政

策措施和流程安排，精心做好政策解读，加强正面舆论引导，主动

回应社会关切，充分调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为推进政府向社会力

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舆论氛围。

   （四）严格监督管理。建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信

用档案。对在购买服务实施过程中，发现承接主体不符合资质要求、

歪曲服务主旨、弄虚作假、冒领财政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记入

信用档案，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对造成社会重大恶劣影

响的，禁止再次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文件来源：中国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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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广电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

出版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

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出版单位主管部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上海、广东、成都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及各音乐园区，全国各

有关音像单位：

   音乐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音乐产业因其产业链

长、关联产业多、渗透力强，在文化产业中居于重要地位，发展空

间和市场潜力巨大。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播放设备的发展，

音乐的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着新的挑战，

特别是我国现代音乐产业体系还不完备、原创能力不强、音乐企业

规模不大、高素质人才缺乏、版权保护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制约

了音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为推动我国民族音乐产品的创

作出版以及关联产业的发展，相继批准建立了北京、上海、广东和

成都四个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为进一步推进我国音乐产业综合体系

建设，充分发挥国家音乐产业基地的示范和辐射作用，促进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现就加快推进我国音乐产业发展提出如下意

见：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1. 指导思想。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

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生产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以加快音乐产业转型为重点，以培育音乐产业龙头企业和新兴文化

业态为依托，以聚集高端、高效、高附加值的音乐产业要素为动力，

不断完善产业功能，大力推动民族原创音乐作品的生产和出版，打

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音乐企业，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作出贡献。

   2. 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相统一。二是坚持产业发展和扶持原创音乐作品相结合。通

过大力整合音乐产业链，形成产业集聚和规模效应；注重音乐的内

容生产，多出精品力作。把民族音乐产品的开发创作放在突出位置，

着力提高内容生产水平和创意含量。三是坚持基地建设与产业升级

相结合。运用市场机制，推动音乐文化企业联合、兼并、重组，扶

持壮大具有创新能力、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音乐集团公

司和特色音乐企业，打造和树立民族音乐自有品牌，促进我国音乐

产业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

   3. 发展目标。在“十三五”期间，打通音乐创作、录制、出版、

复制、发行、进出口、版权交易、演出、教育培训、音乐衍生产品

等纵向产业链，连接音乐与广播、影视、动漫、游戏、网络、硬件

播放设备、乐器生产等横向产业链，基本形成上下游相互呼应、各

环节要素相互支撑的音乐产业综合体系。推出一批经典性音乐作品，

催生一批创新型音乐企业，造就一批重量级音乐人才。到“十三五”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大力推进我国音乐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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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整个音乐产业实现产值 3000 亿元。其中，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实现产值 1000 亿元，成为在国内外具有较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骨干

音乐产业集群。

二、主要任务

    4. 推进优秀国产原创音乐作品出版。实施精品战略，推动原创

和现实音乐题材创作，努力创作出版更多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音乐作品。提高国产

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在国家重点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和中国出版

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金唱片奖中的比例。通过国家出

版基金、民文出版专项资金等，对优秀民族音乐、优秀原创少儿歌

曲等音像制品予以资助。推荐优秀音乐作品、音乐人才参与国家艺

术基金申报。鼓励社会组织、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设立中国优秀

原创音乐扶持基金和音乐产业发展基金，对优秀音乐作品、优秀音

乐企业和优秀音乐人才进行资助或奖励。

    5.激发音乐创作生产活力。通过建立音乐创作社会化组织 机制、

多层次音乐创作主体激励机制和音乐作品宣传推广机制，调动音乐

创作生产积极性，激发创新活力，培育一批专、精、特中小型音乐

制作企业。充分发挥互联网音乐平台在国产原创音乐作品上的聚集

作用。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原创音乐创作

生产，积极引导独立音乐人规范成长，创作一大批源于生活、形式

多样、内容健康的音乐作品。

   6. 培育大型音乐集团公司。按照市场机制，结合政策倾斜，通过

收购、兼并、重组、股份制改造等方式，培育 2 至 3 家以音乐内容

开发生产为核心，旗下拥有若干知名品牌企业和优势产品，资产规

模和营业收入双超 50 亿元，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综合性音乐集

团公司。同时，鼓励和支持音乐企业上市融资，进一步增强竞争力

和影响力，成为行业的主力军。

    7. 加快音乐与科技融合发展。按照《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 “互

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和《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抓住“互

联网 +”和大数据的发展契机，推动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音乐产业深

度融合，实现传统音乐产业技术进步、融合创新、业态升级。鼓励

音乐企业与通信运营商、网络运营商进行全方位合作，拓展互联网、

无线通信网、有线电视网、卫星直投网等数字传播渠道，开发以手机、

移动多媒体终端以及移动硬盘、集成电路卡、数据库等为载体和表

现形式的多种音乐出版发行形式，实现数字音乐在互联网条件下的

获取更加便利、传播更加广泛、付费更加规范。鼓励音乐企业与硬

件设备制造商深度合作，加快音乐类可穿戴设备的研发力度。

    8. 推进音乐行业标准化建设。鼓励音乐企业和技术公司积极参

与音乐产品、数字音乐等相关行业标准制订工作。全面推进中国标

准录音制品编码 (ISRC) 在音乐单曲登记、版权认证、音乐付费等方

面的广泛应用。积极制订中国有声文献数字化修复与典藏标准，加

强中国民族音乐与世界音乐的互换与交流。

    9. 搭建大型专业音乐平台。统筹规划音乐产业大数据基础设施

建设，推进全国性的音乐数据统计平台、音乐版权交易及监管平台

建设，鼓励建设大型、权威的音乐信息服务和交流平台、音乐生产

制作平台、音乐展示和销售平台、数字音乐出版传播平台、音乐作

品宣传发布平台、音乐表演与时尚休闲体验平台，围绕产业发展形

成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益的综合服务体系，逐步实现政府治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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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产业服务便捷化、民生服务普惠化。

    10. 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逐

步建立完善音乐产业国际合作机制。支持音乐企业引进海外高端音

乐人才、特色音乐项目和先进商业模式。鼓励和支持音乐企业依托

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海外音乐公司及音乐人合作开发制作民族

音乐产品，提升合作产品的中国文化含量。推动音乐企业与“一带

一路”国家合作，形成资源互通、渠道共享、内容共同开发的交流

合作新格局。

    11. 推动中国音乐“走出去”。充分利用中国（深圳）国际文化

产业博览交易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北

京国际音乐节等展会，进一步加大音乐图书、音乐作品实物出口、

版权输出力度。支持举办国际化音乐赛事，借力推动国产优秀音乐

产品走向海外，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支持音乐装备企业进一步

加大“走出去”步伐，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加大海外建厂、收购力度，

提高中国音乐品牌在世界高端领域的竞争力。支持国内音乐企业参

加法国戛纳世界音乐博览会 (MIDEM) 等国际音乐展会及音乐节。

    12.实施音乐人才培养计划。鼓励音乐企业与音乐院校密切合作，

组织开展对音乐编辑、录音师、制作人、经纪人的专项业务培训。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多层次、多类型的音乐复合型人才、

实用型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实现人才培养社会化。规范开展音乐人

才职称评定工作，积极推荐音乐人才进入中宣部宣传文化系统“四

个一批”人才行列。支持音乐企业和社会组织设立中国音乐人才培

养基金，并与相关公益性基金会对接。

   13. 推进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建设。充分发挥国家音乐产业基地的

集聚效应，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把基地培育成为音乐创作和

音乐人才汇聚的孵化器，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助推器。各相

关省 ( 市 ) 要成立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 园区 ) 协调机构，各基地要

积极争取相关部门对基地建设的支持，并为国内及海外知名音乐公

司、音乐人进驻创造条件。各相关省 ( 市 ) 要按照国家音乐产业基

地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定辖区内基地 ( 园区 ) 的建设规划，提出促

进基地 (园区 )发展的具体实施意见，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

新建国家音乐产业基地，须根据《国家新闻出版产业基地（园区）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提出申请，基地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良好的，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授予其国家音乐产业基地称号。国家对音乐

产业基地建设实行年度报告抽检制度，基地（园区）须按照《国家

新闻出版产业基地（园区）管理办法》每年上报相关情况，对不按

时报送情况或发现有其他重大问题的，将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

取消其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园区）称号。

三、保障措施

    14. 实施项目带动战略。支持中华老唱片数字资源库、中国音乐

作品数字资源库、中国音乐数字出版传播平台等重点项目建设。推

动实施少数民族音乐保护出版工程，搜集整理中国民族传统音乐，

对珍贵录音录像资料进行抢救性修复与数字化保护，系统整理出版

中国民族曲谱，建设民族音乐资源库。

    15. 加大产业资金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音乐项目进入国家新闻出

版改革发展项目库，鼓励和协助相关音乐企业申请国家文化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支持重点音乐企业规划的特色音乐项目、重点音乐工

程积极申报文化建设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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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推动行业组织建设。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指导下，依托

相关行业协会，积极推动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建设和重大音乐产业项

目的落地，组织相关音乐赛事，设立和管理音乐产业发展专项基金，

组织中国音乐产业发展论坛，发布中国音乐产业发展年度报告等。

加强行业自律，引导音乐企业坚守职业道德，担当社会责任，努力

提高音乐产品质量，自觉抵制庸俗、低俗、媚俗、盗版的音乐作品。

推动音乐、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激励创作、促进使用等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鼓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建立与音乐产业行业协会

间的合作平台，支持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针对音乐侵权盗版进行的

维权工作。

    17.加强版权保护和市场监管。推动《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订，

加强对音乐作品特别是数字音乐作品的版权保护，严厉打击未经许

可传播音乐作品的侵权盗版行为，支持权利人和使用者开展版权合

作，推动音乐作品相互授权和广泛传播，鼓励相关单位积极探索网

络环境下传播音乐作品的商业模式，推动建立良好的网络音乐版权

秩序和运营生态，逐步实现数字音乐的正版化运营。完善反盗版举

报和查处奖励机制，加大对网络非法传播、假冒出版单位制作出版

等各类侵权盗版行为的打击力度。强化市场监管，坚决依法查处含

有有害内容的音乐作品。

                     

（文件来源：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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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发掘文化文物单位馆藏文化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推进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

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17 号）有关要求，现提出以下

意见。

一、总体要求

　　文化文物单位主要包括各级各类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

化馆、群众艺术馆、纪念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及其他文博

单位等掌握各种形式文化资源的单位。文化文物单位馆藏的各类文

化资源，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的博大精深灿烂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托文化文物单位馆藏文化资源，开发各类文化创意产品，是

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的重要途径，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是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满足

多样化消费需求的重要手段，是增强文化文物单位服务能力、提升

服务水平、丰富服务内容的必然要求，对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

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推陈出新、以文化人，具有重要

意义。

　　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要在履行好公益服务职能、确保文化资

源保护传承的前提下，调动文化文物单位积极性，加强文化资源系

统梳理和合理开发利用；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促进优秀文

化资源实现传承、传播和共享；要充分运用创意和科技手段，注意

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推动文化资源与现代生产生活相融合，既传播

文化，又发展产业、增加效益，实现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有机统一。

力争到 2020 年，逐步形成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富有创意、竞争力

强的文化创意产品体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

个性化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

二、主要任务

　　（一）充分调动文化文物单位积极性。具备条件的文化文物单

位应结合自身情况，依托馆藏资源、形象品牌、陈列展览、主题活

动和人才队伍等要素，积极稳妥推进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促进优秀

文化资源的传承传播与合理利用。鼓励文化文物单位与社会力量深

度合作，建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拓宽文化创意产品

开发投资、设计制作和营销渠道，加强文化资源开放，促进资源、

创意、市场共享。

　　（二）发挥各类市场主体作用。鼓励众创、众包、众扶、众筹，

以创新创意为动力，以文化创意设计企业为主体，开发文化创意产品，

打造文化创意品牌，为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研发、生产、经营等活动

提供便利条件。鼓励企业通过限量复制、加盟制造、委托代理等形

式参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化创意产品

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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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努力形成多渠道投入机制。

　　（三）加强文化资源梳理与共享。推进文化文物单位各类文化

资源的系统梳理、分类整理和数字化进程，明确可供开发资源。用

好用活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鼓

励依托高新技术创新文化资源展示方式，提升体验性和互动性。支

持数字文化、文化信息资源库建设，用好各类已有文化资源共建共

享平台，面向社会提供知识产权许可服务，促进文化资源社会共享

和深度发掘利用。

   （四）提升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水平。深入挖掘文化资源的价值内

涵和文化元素，广泛应用多种载体和表现形式，开发艺术性和实用

性有机统一、适应现代生活需求的文化创意产品，满足多样化消费

需求。结合构建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的长效机制，开发符合青

少年群体特点和教育需求的文化创意产品。鼓励开发兼具文化内涵、

科技含量、实用价值的数字创意产品。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

意设计机构、高等院校、职业学校等开展合作，提升文化创意产品

设计开发水平。

   （五）完善文化创意产品营销体系。创新文化创意产品营销推广

理念、方式和渠道，促进线上线下融合。支持有条件的文化文物单

位在保证公益服务的前提下，将自有空间用于文化创意产品展示、

销售，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在国内外旅游景点、重点商圈、交通枢纽

等开设专卖店或代售点。综合运用各类电子商务平台，积极发展社

交电商等网络营销新模式，提升文化创意产品网络营销水平，鼓励

开展跨境电子商务。配合优秀文化遗产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

进军营、进企业，加强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和推广。鼓励结合陈列展览、

主题活动、馆际交流等开展相关产品推广营销。积极探索文化创意

产品的体验式营销。

　　（六）加强文化创意品牌建设和保护。促进文化文物单位、文

化创意设计企业提升品牌培育意识以及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

和管理能力，积极培育拥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文化创意品牌。

依托重点文化文物单位，培育一批文化创意领军单位和产品品牌。

建立健全品牌授权机制，扩大优秀品牌产品生产销售。

　　（七）促进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跨界融合。支持文化资源与创

意设计、旅游等相关产业跨界融合，提升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设

计水平，开发具有地域特色、民族风情、文化品位的旅游商品和纪

念品。推动优秀文化资源与新型城镇化紧密结合，更多融入公共空

间、公共设施、公共艺术的规划设计，丰富城乡文化内涵，优化社

区人文环境，使城市、村镇成为历史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文

化气息浓郁的人文空间。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作为推动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发展、扩大就业、

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措施。鼓励依托优秀演艺、影视等资源开发文

化创意产品，延伸相关产业链条。

三、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

　（一）推动体制机制创新。鼓励具备条件的文化文物单位在确保
公益目标、保护好国家文物、做强主业的前提下，依托馆藏资源，

结合自身情况，采取合作、授权、独立开发等方式开展文化创意产

品开发。逐步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纳入文化文物单位评估定级标准

和绩效考核范围。文化文物事业单位要严格按照分类推进事业单位

改革的政策规定，坚持事企分开的原则，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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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服务分开，原则上以企业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其文化创意产品

开发取得的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等按规定纳入本单位预

算统一管理，可用于加强公益文化服务、藏品征集、继续投入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对符合规定的人员予以绩效奖励等。国有文化文物

单位应积极探索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收益在相关权利人间的合理分配

机制。促进国有和非国有文化文物单位之间在馆藏资源展览展示、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等方面的交流合作。鼓励具备条件的非国有文化

文物单位充分发掘文化资源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同等享受相关政策

支持。

　　（二）稳步推进试点工作。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推进的原则，

在国家级、部分省级和副省级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中开展开办

符合发展宗旨、以满足民众文化消费需求为目的的经营性企业试点，

在开发模式、收入分配和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试点名单由文

化部、国家文物局确定，或者由省级人民政府文化文物部门确定并

报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备案。允许试点单位通过知识产权作价入股

等方式投资设立企业，从事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经营。试点单位具备

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人员在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

经单位批准，可以兼职到本单位附属企业或合作设立的企业从事文

化创意产品开发经营活动；涉及的干部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等问题，

严格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参照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有关政

策完善引导扶持激励机制。探索将试点单位绩效工资总量核定与文

化创意产品开发业绩挂钩，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取得明显成效的单位

可适当增加绩效工资总量，并可在绩效工资总量中对在开发设计、

经营管理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按规定予以奖励。

    （三）落实完善支持政策。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通过现有资金

渠道，进一步完善资金投入方式，加大对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工作的

支持力度。研究论证将符合条件的文化创意产品开发项目纳入专项

建设基金支持范围。认真落实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

融合发展、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等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支

持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纳入文化产业投融资服

务体系支持和服务范围。面向从事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企事业单位，

培育若干骨干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示范单位，加强引领示范，形成可

向全行业推广的经验。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经营企业纳入各级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评选范围。强化文化市场监管和执法，加大侵权惩处

力度，创造良好市场环境。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创新文化创意产品开

发机制，用机制创新干事。

　　（四）加强支撑平台建设。发挥国家级文化文物单位和骨干企

业作用，支持实施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项目，搭建面向全行业

的产品开发、营销推广、版权交易等平台。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企

事业单位建设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生产园区基地。实施“互联网 + 中

华文明”行动计划，遴选和培育一批“双创”空间，实施精品文物

数字产品和精品展览数字产品推广项目。充分发挥重点文化产业、

文物展会作用，促进优秀文化创意产品的展示推广和交易。规范和

鼓励举办产品遴选推介、创意设计竞赛等活动，促进文化创意产品

展示交易。借助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国际展览展示交易活动、文物

进出境展览和交流等平台，促进优秀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

   （五）强化人才培养和扶持。以高端创意研发、经营管理、营销

推广人才为重点，同旅游、教育结合起来，加强对文化创意产品开

发经营人才的培养和扶持。将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开发纳入各类文化

文物人才扶持计划支持范围。文化文物单位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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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要积极参与各级各类学校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探索现代学徒

制、产学研结合等人才培养模式，并为学生实习提供岗位，提高人

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用性。通过馆校结合、馆企合作等方式大力培

养文化文物单位的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经营人才。支持文化文物单

位建设兼具文化文物素养和经营管理、设计开发能力的人才团队，

并通过多种形式引进优秀专业人才，进一步畅通国有和民营、事业

单位和企业之间人才流动渠道。鼓励开展中外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开

发、经营管理人才交流与合作，定期开展海外研习活动。

   （六）加强组织实施。地方各级文化、发展改革、财政、文物等

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的要求，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加强对推动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工作的组织实施，做好宣传解读和相关统计监测工作。

部门间、地区间要协同联动，确保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注意加

强规范引导，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科学论证，确保质量，防止一

哄而上、盲目发展。强化开发过程中的文物保护和资产管理，制定

严格规程，健全财务制度，防止破坏文物，杜绝文物和其他国有资

产流失。充分发挥各级各类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研究机构等在行

业研究、标准制定、交流合作等方面的作用。 

　　

（文件来源：中国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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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精神，推进基层公共文化资源有效整合

和统筹利用，提升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和服务水平，经国

务院同意，现就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

　　基层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和薄弱环节。近年来，我国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建设成效明显，基层

公共文化设施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但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城市流动人口大幅增加，基层群众

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特点，现有的基层文化设施

和服务已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一是基层特别是农村

公共文化设施总量不足、布局不合理。尤其在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

地区，基层文化设施不足的问题突出。二是面向基层的优秀公共文

化产品供给不足，特别是内容健康向上、形式丰富多彩、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化产品种类和数量少，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三是由于缺少

统筹协调和统一规划，公共文化资源难以有效整合，条块分割、重

复建设、多头管理等问题普遍存在，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功能不健全、

管理不规范、服务效能低等问题仍较突出，总量不足与资源浪费问

题并存，难以发挥出整体效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

改革任务。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有利于完善基层公

共文化设施网络，补齐短板，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有利于增加基层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充分发挥文化凝聚人心、增进认同、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积极作用；

有利于统筹利用资源，促进共建共享，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

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巩固基层文化阵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为根本，以

强化资源整合、创新管理机制、提升服务效能为重点，因地制宜推

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

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化均等化，使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得到全面加强和提升，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文

化条件。

　　（二）基本原则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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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导向，服务大局。发挥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在宣传党

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人们形成向上向善的精神追求和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用先进文化占领基层文化阵地。

　　以人为本，对接需求。把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作为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首要标准，建立

健全群众需求反馈机制，促进供需有效对接，真正把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建成服务基层、惠及百姓的民心工程。统筹规划，共建共享。

以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为重点，从城乡基层实际出发，发挥

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规划指导，科学合理布局，整合各级各

类面向基层的公共文化资源和服务，促进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形

成合力。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综合考虑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

口变化、文化特点和自然条件等因素，坚持试点先行，及时总结不

同地区建设经验，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各地形成既有共性又有

特色的建设发展模式。

改革创新，提升效能。围绕建设、管理、使用等关键环节，改革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和形式，鼓励社

会参与和群众自我服务，提高综合服务效益。

　　（三）工作目标

    到 2020 年，全国范围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普遍建成集

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普法教育、体育健身等功能于一体，

资源充足、设备齐全、服务规范、保障有力、群众满意度较高的基

层综合性公共文化设施和场所，形成一套符合实际、运行良好的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一支扎根基层、专兼职结合、综合素质高

的基层文化队伍，使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

重要阵地和提供公共服务的综合平台，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

梁和纽带，成为基层党组织凝聚、服务群众的重要载体。

三、加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四）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在全面掌握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存量和使用状况的基础上，衔接

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

以及其他相关专项规划，根据城乡人口发展和分布，按照均衡配置、

规模适当、经济适用、节能环保等要求，合理规划布局公共文化设施。

（五）加强基层综合性文化设施建设

    落实《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 － 2020 年）》，

进一步完善基层综合性文化设施建设标准，加大建设力度。基层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主要采取盘活存量、调整置换、集中利用等方式

进行建设，不搞大拆大建，凡现有设施能够满足基本公共文化需求的，

一律不再进行改扩建和新建。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设施重在完

善和补缺，对个别尚未建成的进行集中建设。村（社区）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主要依托村（社区）党组织活动场所、城乡社区综合服

务设施、文化活动室、闲置中小学校、新建住宅小区公共服务配套

设施以及其他城乡综合公共服务设施，在明确产权归属、保证服务

接续的基础上进行集合建设，并配备相应器材设备。

　　（六）加强文体广场建设

    与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综合性文化设施相配套，按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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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规模和服务半径，建设选址适中、与地域条件相协调的文体广场，

偏远山区不具备建设条件的，可酌情安排。文体广场要建设阅报栏、

电子阅报屏和公益广告牌，并加强日常维护，及时更新内容。配备

体育健身设施和灯光音响设备等，有条件的可搭建戏台舞台。

四、明确功能定位

　　（七）向城乡群众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着眼于保障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按照《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指导标准（2015 － 2020 年）》和各地实施标准，由县级人民政府

结合自身财力和群众文化需求，制定本地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基本服务项目目录（以下简称服务目录），重点围绕文艺演出、读

书看报、广播电视、电影放映、文体活动、展览展示、教育培训等

方面，设置具体服务项目，明确服务种类、数量、规模和质量要求，

实现“软件”与“硬件”相适应、服务与设施相配套，为城乡居民

提供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八）整合各级各类面向基层的公共文化资源

   发挥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终端平台优势，整合分布在不同

部门、分散孤立、用途单一的基层公共文化资源，实现人、财、物

统筹使用。以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依托，推动文化信息资源

共建共享，提供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和数字博物馆等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推进广播电视户户通，提供应急广播、广播电视器材设

备维修、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等服务；推进县域内公共图书资源共建

共享和一体化服务，加强村（社区）及薄弱区域的公共图书借阅服务，

整合农家书屋资源，设立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基层服务点，纳入基

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管理和使用；建设基层体育健身工程，组织

群众开展体育健身活动等。同时，加强文化体育设施的综合管理和

利用，提高使用效益。

　　（九）开展基层党员教育工作

    结合推进基层组织建设，把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作为加强

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党员教育的重要阵地，发挥党员干部现代远程

教育网络以及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社区公共服务综

合信息平台等基层信息平台的作用，广泛开展政策宣讲、理论研讨、

学习交流等党员教育活动。

　　（十）配合做好其他公共服务

    按照功能综合设置的要求，积极开展农民科学素质行动、社区

居民科学素质行动、法治宣传教育和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提高基

层群众的科学素养和法律意识。要结合当地党委和政府赋予的职责

任务，与居民自治、村民自治等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相结合，根据实

际条件，开展就业社保、养老助残、妇儿关爱、人口管理等其他公

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推广一站式、窗口式、网络式综合服务，

简化办事流程，集中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五、丰富服务内容和方式

    （十一）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围绕新时期党和国家的重大改革措施及惠民政策，采取政策解

读、专题报告、百姓论坛等多种方式，开展基层宣传教育，使群众

更好地理解、支持党委和政府工作；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

教育和中国梦主题教育实践，推进文明村镇、文明社区创建和乡贤



103

文化建设，利用宣传栏、展示墙、文化课堂、道德讲堂以及网络平

台等方式开展宣传，举办道德模范展览展示、巡讲巡演活动，通过

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方式，培养群众健康的生活

方式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引领社会文明风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利用当地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和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创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民族歌舞、传统体

育比赛等民族民俗活动，打造基层特色文化品牌；积极开展艺术普及、

全民阅读、法治文化教育、科学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技能和就业技

能培训等，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群众综合素质。

    （十二）组织引导群众文体活动

    支持群众自办文化，依托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兴办读书

社、书画社、乡村文艺俱乐部，组建演出团体、民间文艺社团、健

身团队以及个体放映队等。结合中华传统节日、重要节假日和重大

节庆活动等，通过组织开展读书征文、文艺演出、经典诵读、书画

摄影比赛、体育健身竞赛等文体活动，吸引更多群众参与。加强对

广场舞等群众文体活动的引导，推进广场文化健康、规范、有序发展。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保持和增强群众性，以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为载体开展职工文化交流、青少年课外实践和妇女文

艺健身培训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引导所联系群众继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十三）创新服务方式和手段

      畅通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渠道，根据服务目录科学设置“菜单”，

采取“订单”服务方式，实现供需有效对接。实行错时开放，提高

利用效率。为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民工和农村留守妇女

儿童等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文化服务，推出一批特色服务项目。广

泛开展流动文化服务，把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成流动服务点，

积极开展文化进社区、进农村和区域文化互动交流等活动。充分发

挥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利用公共数字文化项目和资源，为

基层群众提供数字阅读、文化娱乐、公共信息和技能培训等服务。

推广文化体育志愿服务，吸纳更多有奉献精神和文体技能的普通群

众成为志愿者，在城乡社区就近就便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探索国家

和省级文化体育等相关机构与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对口帮扶

机制，推动国家及省级骨干文艺团体与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结

对子”。

六、创新基层公共文化运行管理机制

　　（十四）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

    县（市、区）人民政府在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中

承担主体责任，要实事求是确定存量改造和增量建设任务，把各级

各类面向基层的公共文化资源纳入到支持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建设发展上来；宣传文化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加强协调指导，及

时研究解决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职责、分工合作；

公共文化体育机构要加强业务指导，共同推动工作落实。

　　（十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加强对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的管理，制定乡镇（街道）综

合文化站服务规范。建立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由市、县

统筹规划，乡镇（街道）组织推进，村（社区）自我管理的工作机制。

结合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重点围绕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的功能定位、运行方式、服务规范、人员管理、经费投入、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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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核、奖惩措施等重点环节，建立健全标准体系和内部管理制度，

形成长效机制，实现设施良性运转、长期使用和可持续发展。严格

安全管理制度，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十六）鼓励群众参与建设管理

    在村（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发挥村委会和社区居委会的群

众自治组织作用，引导城乡居民积极参与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的建设使用，加强群众自主管理和自我服务。健全民意表达

机制，依托社区居民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小组会议等，

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主协商，对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发展的

重要事项，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建议，保证过程公开透明，接受群众

监督。

   （十七）探索社会化建设管理模式

    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力度，拓宽社会供给渠

道，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内容。鼓励支持企业、社会组织和其他

社会力量，通过直接投资、赞助活动、捐助设备、资助项目、提供

产品和服务，以及采取公益创投、公益众筹等方式，参与基层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管理。率先在城市探索开展社会化运营试点，

通过委托或招投标等方式吸引有实力的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基层文

化设施的运营。

七、加强组织实施

　　（十八）制定实施方案

    各省（区、市）政府要把加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发

展作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对接相关规划，结

合本地实际，尽快制定实施方案，明确总体思路、具体举措和时间

安排。市、县两级政府要结合农村社区建设、扶贫开发、美丽乡村

建设等工作，抓紧制定落实方案。

    （十九）坚持试点先行。要稳步推进，先期确定一批基础条件

较好的地方和部分中西部贫困地区进行试点，并逐步在全国范围推

广实施。支持试点地区因地制宜探索符合本地实际、具有推广价值

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发展模式，创新服务内容和提供方

式，拓宽优秀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渠道。

    （二十）加大资金保障

    地方各级政府要根据实际需要和相关标准，将基层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建设所需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中央和省级财政统筹安排一

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通过转移支付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设备购置和提供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所需资金予以补助，同时对绩效评价结果优良的地区

予以奖励。发挥政府投入的带动作用，落实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

化服务的各项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基层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建设。

　　（二十一）加强队伍建设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按照中央有关规定配备工作人员，村（社

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由“两委”确定 1 名兼职工作人员，同时

通过县、乡两级统筹和购买服务等方式解决人员不足问题。推广部

分地方基层文化体育设施设立文化管理员、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经验。

鼓励“三支一扶”大学毕业生、大学生村官、志愿者等专兼职从事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管理服务工作。加强业务培训，乡镇（街道）

和村（社区）文化专兼职人员每年参加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 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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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开展督促检查

     把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纳入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考核指

标。由各级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动态监测和绩效评价机

制，对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使用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及时

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同时，引入第三方开展公众满意度测评。

对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管理和使用中群众满意度较差的

地方要进行通报批评，对好的做法和经验及时总结、推广。

（资料来源 :国务院办公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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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曲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表现和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为促进戏曲繁荣发展，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现制定以下政策。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二为”（为

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坚持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保护、传承与发展并重，更好

地发挥戏曲艺术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独特作用。

　　（二）总体目标。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健全戏曲艺术保护

传承工作体系、学校教育与戏曲艺术表演团体传习相结合的人才培

养体系，完善戏曲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机制、戏曲工作者扎根基层潜

心事业的保障激励机制，大幅提升戏曲艺术服务群众的综合能力和

水平，培育有利于戏曲活起来、传下去、出精品、出名家的良好环境，

形成全社会重视戏曲、关心支持戏曲艺术发展的生动局面。

二、加强戏曲保护与传承

　　（三）开展地方戏曲剧种普查。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建立地方戏曲剧种数据库和信

息共享交流网络平台。

　　（四）实施地方戏曲振兴工程。加强地方戏曲保护与传承，振

兴戏曲艺术，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鼓

励地方设立戏曲发展专项资金或基金，扶持本地戏曲艺术发展。鼓

励将符合条件的地方戏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实施抢救性记

录和保存。中央财政对老少边穷地区地方戏曲保护与传承工作予以

支持。

　　（五）传承保护京剧、昆曲。继续安排资金支持京剧、昆曲保

护与传承。实施中国京剧像音像集萃计划。实施当代昆曲名家收徒

传艺工程，做好优秀昆曲传统折子戏录制工作。

三、支持戏曲剧本创作

　　（六）加大剧本创作扶持力度。实施戏曲剧本孵化计划，文化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戏曲企业的优秀戏曲剧本创作项目予以支持。

中央财政支持开展“三个一批”优秀戏曲剧本创作扶持，通过“征

集新创一批、整理改编一批、买断移植一批”，调动全社会戏曲剧

本创作积极性、主动性，推出一批优秀戏曲剧本。国家艺术基金加

大对优秀戏曲剧本创作的扶持力度。

四、支持戏曲演出

　　（七）加大政府购买力度。根据当地群众实际需求，将地方戏

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办发
〔2015〕5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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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演出纳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组

织地方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到农村为群众演出。把下基层演出场次列

为地方戏曲艺术表演团体考核指标内容。

五、改善戏曲生产条件

　　（八）改善戏曲创作生产场地条件。把简易戏台纳入村级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范围。在城镇建设和旧城改造中，合理布局文化特别

是戏曲演出空间，注重保护利用古戏台，鼓励有条件的历史建筑、

工业遗址等，在符合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相关保护法律

规定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利用成为特色鲜明的戏曲演出聚集区。县

级以上（含县级）的群艺馆、文化馆（站）等，通过资源共享、项

目合作等方式，为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免费或低价提供排练演出场所。

继续安排资金支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增加

戏曲类保护利用项目的比重。鼓励采取灵活的产权形式，或以政府

购买演出场所的演出时段、提供场租补贴等形式，帮助戏曲艺术表

演团体解决演出场所问题。

　　（九）实行差别化的戏曲教学排练演出设施用地政策。进一步

完善有关用地标准和建设标准，提出戏曲教学排练演出场所建设要

求。戏曲教学排练演出设施独立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

可以划拨方式提供。支持现有戏曲教学排练演出设施改造建设，在

符合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现有戏曲教学排练演

出设施改造可兼容一定规模的商业、服务、办公等其他用途，并按

协议方式补充办理用地手续。严格戏曲教学排练演出设施用地供后

监管，需改变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必须取得出让方和市、县人

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其中单独建设戏曲教学排练演

出设施用地应在用地合同和划拨决定书中明确，改变用途应由政府

依法收回后重新供应。

六、支持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发展

　　（十）重点资助基层和民营戏曲艺术表演团体。文化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县级以下（含县级）转企改制国有戏曲艺术

表演团体和民营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在购置和更新服装、乐器、灯光、

音响等方面给予资金支持。根据基层实际，在为转企改制戏曲艺术

表演团体配备流动舞台车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出资为县级划转为研

究类或传承保护类机构且未配备过流动舞台车的戏曲艺术表演团体

配备流动舞台车。

　　（十一）实行财政配比政策。鼓励地方财政参照中央财政的做法，

对地方国有戏曲艺术表演团体捐赠收入实行财政配比政策。

   （十二）落实税费优惠政策。落实转企改制戏曲艺术表演团体有

关优惠政策。落实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小型微

利企业所得税优惠，以及免征部分小微企业教育费附加、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等各项已出台的税费优惠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型

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发展。

   （十三）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支持戏曲表演团体。鼓励和引导企

业、社会团体或个人通过兴办实体、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设施、

建立专项基金等形式参与扶持地方戏曲的传承发展，营造有利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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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力量支持戏曲艺术表演团体的良好环境，发挥好政府引导和社会

参与的综合效益。

七、完善戏曲人才培养和保障机制

　　（十四）加强学校戏曲专业人才培养。研究制定新形势下加强

戏曲教育工作的意见。对中等职业教育戏曲表演专业学生实行免学

费。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切实落实大中专戏曲职业教育业教育教学，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双向进入”机制，设立技艺指导大师

特设岗位，鼓励有条件的戏曲职业院校成立大师工作室。支持戏曲

艺术表演团体与戏曲职业院校合作，建立学生学习（实践）基地及

人才培养基地。国家艺术基金加大对优秀戏曲创作表演人才培养项

目的支持力度。

    （十五）完善戏曲艺术表演团体青年表演人才培养机制。实施“名

家传戏——戏曲名家收徒传艺”计划，支持各级各类戏曲艺术表演

团体、学校、研究机构采取“一带一、一带二”等方式传授戏曲表

演艺术精粹。建立戏曲院校青年教师与戏曲艺术表演团体青年骨干

“双向交流”机制，为培养新一代青年拔尖人才创造良好条件。

　　（十六）畅通引进优秀戏曲专业人员的通道。保留事业性质和

划转为研究类、传承保护类机构的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在公开招聘

戏曲专业技术人员时，可按照国家关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要求，

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和戏曲专业人员特点，注重人才的思想政治

素质、专业素养和艺术成就，合理确定招聘方式，按照特人特招、

特事特办原则引进优秀专业人员。

    （十七）扩大职称评审范围。将转制为企业的戏曲艺术表演团

体和民营戏曲艺术表演团体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纳入职称评审范围。

　　（十八）切实保障戏曲从业人员社会保障权益。戏曲艺术表演

团体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有条件的可购买商业

保险，切实维护戏曲从业人员合法权益。鼓励社会团体、社会资本

等对戏曲武功伤残、患职业病等特殊人员进行救助，有条件的可以

发起设立戏曲从业人员保障公益基金会。

八、加大戏曲普及和宣传

　　（十九）加强学校戏曲通识教育。结合学校教育实际，强化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戏曲内容的教育教学。大力推动戏曲进校园，

支持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到各级各类学校演出，鼓励大中小学生走进

剧场。大中小学应采取多种形式，争取每年让学生免费欣赏到 1 场

优秀的戏曲演出。向中小学生推荐优秀戏曲。严把到学校演出和向

学生推荐的戏曲剧目的内容质量关。鼓励学校建设戏曲社团和兴趣

小组，鼓励中小学与本地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合作开展校园戏曲普及

活动。鼓励中小学特聘校外戏曲专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担任

学校兼职艺术教师。

   （二十）扩大戏曲社会影响力。实施优秀经典戏曲剧目影视创作

计划，鼓励开设、制作宣传推广戏曲作品、传播普及戏曲知识的栏

目节目。鼓励电影发行放映机构为戏曲电影的发行放映提供便利。

发挥互联网在戏曲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鼓励通过新媒体普及和

宣传戏曲。各级新闻媒体要加大戏曲宣传力度，报道戏曲创作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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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剧目，报道传承发展戏曲的好经验、好做法，报道戏曲界树立

新风、弘扬美德、服务人民的精神风貌。

九、加强组织领导

　　（二十一）抓好贯彻落实。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高度重

视强指导，精心部署，做好政策落地和督查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

要认真落实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各项政策，积极推进相关配套

政策措施。各级文化部门要切实强化责任意识，认真抓好具体实施

工作，确保取得实效。各级文联协助做好实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