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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静宇

文化产业快跑

在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格局中，民营企业凭借强大的创
新能力和灵活机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民营经济所创造的文化产业增加
值已经占到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就业人数占到
2/3。而天舟文化、华策影视、奥飞动漫、华谊兄弟、光线传媒等
一批民营企业已开始做大做强，并成功登陆资本市场。

近年来，民营企业成为文化产业的一支生力军，在电视剧
产业中 70%以上的投资来自于民营投资。在影视、动漫等领域
内，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都在政府的扶持下从弱到强，发展壮
大。

可以断言的是，随着十七届六中全会绘制的产业发展蓝
图的逐步实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
这个产业，并涌现出一批具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

民营资本打通电影产业链

我国电影业从 2003年起全面推进产业化以来，电影年票
房从 2002年的不足 10亿元扩大到 2010年的突破到 100亿
元，平均每年以超过 25%的幅度高速增长，2010年的增幅更
是超过 40%。

井喷式发展的我国电影产业引起国内外各种资本的广泛
关注，尤其是吸引了民营资本的大举挺进，并逐步成为电影市
场的重要投资主体。

在电影制作环节，中国保利华亿传媒集团、华谊兄弟传媒
集团、北京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和世纪英雄影视投资有限
公司等民营影视公司，分别于 1994年至 2000年期间涉足电
影，投资制作了《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没完没了》、
《一声叹息》、《大腕》、《荆轲刺秦王》、《非诚勿扰》、《手机》、《功
夫》等影片，这些影片不仅成为当年票房收益一路飘红的保
证，而且获得国内、国际多个电影奖项。

在电影发行环节，华谊兄弟传媒集团在多元化经营上形
成了先进的运作模式，其参与制作发行的《大腕》率先以海外
分账的形式，改变了中国电影行业传统的发行渠道。

民营企业横店集团在发行方面则是采用稳扎稳打，步步
为营的投资策略，以 1600万元的竞标价击败国有上影集团，
购得杭州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39豫的股权，并且参与了中国电
影市场有重要分量的院线———浙江时代院线的股份制改造，
持有珠江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40豫的股份，为最终形成自身的
生产、发行、放映的集约化经营奠定了基础。

在电影放映环节，民营资本进一步加速了电影市场化的
进程。对院线的开放，意味着对电影产品零售终端的开放，这
一环节的市场竞争体系的完善，对降低电影发行成本，降低票
价、提高服务质量等环节都极为有利。

目前，民营企业在电影行业逐步取得了制片、发行、院线
等各条产业链上的“准入证”，在体制、资本、专业市场运作技
能、人才等方面显示出诸多优势，大多已基本上完成了在电影
业创业的阶段，并且站稳了脚跟，发展出现了强劲的势头。

如华谊兄弟传媒集团、海润影视、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
有限公司、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万达影院等一批实力
较强、品牌形象较好的影视制作公司，已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经营特色、优势市场，掘得了进入电影市场后第一桶金，并成
为推动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力量。

民营资本点燃演艺业

在文化体制改革前，文化演出资源和人才集中在国有团
体，由国家和地方两级财政拨款，民营资本甚至海外资本根本
没有可能参与。

而实行文化体制改革后，国家在文化演出领域逐步开放，
允许民营资本参与剧院、剧团的改制（目前还是不允许海外资
本参与），同时取消国家财政扶持，鼓励改制后的院团走企业
化、市场化道路，积极开拓文化演出市场。

从此，民营资本开始纷纷涉足演艺产业，发展速度之快无
不“令人惊讶”。

据不完全统计，民营演出公司的数量已经占全国演出机
构总量的 70%以上，演出市场份额和演出产值占演出市场总
量的 65%以上，民营演艺公司已成为我国演艺市场重要组成
部分。
近几年，全国各地的民营演艺公司不仅给演艺产业带来

了更多的发展资金，而且他们充分发挥自己机制灵活、市场嗅
觉敏锐的优势，在文化项目策划、运营等方面更准确地把握住
市场的脉搏，点燃了我国的演出市场。

在北京，民营资本投资的《十二乐坊》在市场上一举成名，
随后《九凤鸣乐》乘着女子十二乐坊改革带来的“新民乐运动”
乘势而起。民营团体北京戏逍堂话剧制作坊与枫蓝国际购物
中心联合打造了“枫蓝国际小剧场”。西城区着力打造了“繁星
戏剧村”，成为我国首家民营小剧场集聚群。

天创国际的《功夫传奇》剧目向北京银行贷款 100万美元
到伦敦进行商演，取得巨大成功，加速了天创国际走出去的步
伐；在上海，上海现代人剧社对市场与艺术嗅觉同样敏锐，这
一都市民间话剧社 12年来总计排演了 40多台剧目，其中《好
莱坞潜规则》、《晚安妈妈》等风格迥异的剧目受到大众欢迎。

随着上海的演艺市场日趋成熟，各种文化投资纷至沓来，
给剧社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在青岛，青岛礼仪天下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2010 年承办了 2010 青岛国际钢琴家演奏会系列演
出，邀请了包括殷承宗、陈萨、阿里·瓦迪等 8名来自 7个国家
的顶级钢琴大师来青岛开演奏会、办大师班，引起热烈反响。

青岛舜谊实验剧场则把《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等经典先锋
话剧搬上了青岛的舞台，吸引了众人前来观看；在沈阳，“刘老
根大舞台”、“西部酒城”等民营文化演出场所为了提高自身的
市场竞争力，不断投入资金对演出的软硬件进行改版升级，争
相打造自己的演出品牌，不断做大做强。
“沈阳宝贝派对酒吧”开业仅 4年，为了搞好经营运作，还

专门组建了“智囊团”，有抓演艺的，有抓策划的，通过精品演
出来吸引观众，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

民营资本入驻全国各地演艺市场，给我国演艺市场注入
了新鲜活力，为演艺市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使演艺市场的前
景更加光明。

国际金融危机如同测速表，在整
个世界经济步履蹒跚的时刻，测出了
文化产业惊世骇俗的奔跑速度。

影视、出版、发行、演出等等所带
来的文化消费持续迸发活力，不管是
国家性的纲领文件，还是各地方部门
有针对性的扶持文件，都表明了国家
政策引擎的不断给力，2011年文化产
业在六中全会的政策利好中，又创造
了新的业绩，更让人们看到文化产业
的勃勃生机。
“我们将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发

展，让文化产业成为转型发展的重要
支点。”开滦集团董事长张文学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全会助推文化产业

张文学的信心受到了政策的鼓
舞。
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2016

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要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若以2010
年GDP40.12万亿元测算，“十二五”
期间GDP年均增速9%，到2016年我
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将达3.086万亿
元，新增产值超过1.9万亿元，也就是
说，未来5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增
速将保持在23%左右的高位。

新时期以来，文化产业承载着越
来越多的新期许。
去年国家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聚焦公众目
光：“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
文化不再只是具有唱唱跳跳、热

热闹闹的单一娱乐功能，而融入到国
民经济和群众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今天的文化产业形成一种开放的发
展格局，不再只是文化人的“产业”，
不再只是文化部门的“独角戏”。

科技加入进来，提高文化产业的
技术装备水平，增强文化产业核心竞
争力；金融参与进来，为文化产业破
解“融资难”瓶颈；旅游融合进来，促
进文化消费；制造业与文化相得益
彰，提升中国制造的文化附加值等
等。

中国文化产业迎来了黄金发展
期。
在国家政策的感召下，2011年社

会力量进入文化产业的热情空前高
涨，各个部门也对文化产业发展频出
实招，营造了良好发展环境。
从2008年设立的文化产业专项

基金，在2011年底已累计安排60亿
元，累计支持项目1000多个；今年7月
成立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基金目
标总规模为200亿元，首期募集60亿
元，将助力推动文化产业的繁荣；商
务部本着“扶优扶强”的原则，进一步
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新修订《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
录》，支持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
项目，培育壮大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等等。
除了国家相关部委机关单位，国

有银行在支持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方
面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国家开发银行陆续和新闻出版
总署、海南、上海、安徽、青海、天津、
西安、成都等签署了一系列文化产业
合作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意向性的合
作金额达到1400亿元以上。
截止到目前，中国农业银行全国

37家分行与当地文化厅局建立合作
关系，其中12家分行与当地文化厅签
订合作协议、意向授信协议或者提供
金融服务方面的支持。截止到目前，
农业银行针对文化产业贷款余额达
到300亿元。
各路资本逐鹿

张文学描述了开滦集团发展文
化产业的“三步走”：2011年到2012年
是开创发展期，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一
期工程形成相当规模和档次，成为北
方工业文化旅游示范园区，引领北方
工业旅游潮流。二期“老唐山风情小
镇”基本建成，并向社会开放，形成开
滦独特的文化产业品牌，工业文化旅
游链条日趋完善。2013年至2015年，
是“丰富发展期”。开滦工业文化旅游
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并发挥效应，开滦
工业文化旅游链条从内涵上进一步
提升，从外延上形成环京、津、冀、晋、
辽等省市的环渤海工业文化旅游网
络，跨地域旅游线路完整定型，文化
产业衍生品有较大发展。2015年以
后，是“提升发展期”。开滦工业文化
旅游产业复合型业态日臻完善，文化
休闲、旅游、商业开发强势发展，形成
开滦集团新的经济增长极。开滦文化
产业从无到有，发展成为一个拉动唐
山、乃至全省工业旅游文化引擎的产
业集群。“开滦———中国的鲁尔”，在
全国产生著名品牌效应。
“到‘十二五’末，开滦集团要把

文化产业打造成为企业转型发展的
动力源和新的增长极，实现社会效益
与企业效益的双丰收。”张文学说。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至

今，共有15只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设
立，总募资规模达381.5亿元，平均单
笔基金规模达25.43亿元。总规模为
200亿元的中国文化产业基金是迄今
为止规模最大的文化产业基金。
如果说，2010年的艺术品市场可

以用进入“亿元时代”来概括的话，
那么2011年艺术品市场的表现无疑
昭示着资本时代的来临。这一年，资
本与艺术全面联姻，越来越多的企
业、机构和基金通过各种形式急速
涌入艺术品市场，寻找财富增值的
空间。

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副司长吴江
波近日在新浪上海金麒麟论坛上表
示，近年来一直在把建设文化产业和
投融资体系，加快扩充资金瓶颈作为
工作的重要着力点。2010年文化部联
合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委制定出台了
《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
繁荣的指导意见》，为金融支持文化
产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政策性框架。
“在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的支持

下，启动了保险支持文化产业，规范
引导文化产权交易等多种手段，逐步
开启了金融和文化产业对接合作的
良好局面。”吴江波说。

吴江波表示，下一步文化部将致

力于逐步完善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
展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实现金融和文
化产业的共赢。

现如今，包括VC、PE、产业基金、
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内的各路资本都
对文化产业投资表现出浓厚兴趣。
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表示，文
化创意非常重要，但要培养大型文化
企业、取得长期稳定收入，还需要金
融资本多一些耐心，也需要文化创意
从业人员和金融资本间找到好的契
合方式。

构建现代文化产业
体系任重而道远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文化需求
日益旺盛，与之相比，我国文化发展
的总体水平还不高，文化产业的经济
贡献还有待提高。这就迫切要求我们
进一步加大文化建设的力度，加快文
化发展的步伐，更好满足人民的精神
需求，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推动文
化的传承创新。

实体书店纷纷倒闭，各地主题公
园持续降温，文交所遭遇寒冬，不得
不承认我国文化产业在蓬勃发展的
同时，这些都在充斥着它们悲惨的境
遇，火热的发展不乏蕴藏些许的哀
凉。

6月风入松书店歇业、11月光合
作用书店倒闭，此前还有第三极书局
的关门，拉开了实体书店纷纷倒闭的

序幕，不禁让人们感到痛心，面对网
上书店的冲击，中国实体书店面临生
存危机，只沦为网上书店的“展厅”。
业内人士指出，实体书店必须提

供网上书店所没有的服务和内容，向
着文化沙龙、书吧方向发展，以真实
的人文气息、以丰富的特色服务抵挡
网购的低价。

2011年“遇冷”降温的还有遍地
开花的主题公园。

中国旅游协会常务副会长吴文
学曾指出，中国主题公园普遍存在缺
乏创意，简单复制海外同业；建设缺
少全盘规划，急于回收成本；盈利模
式单一，仅靠门票收入等问题，制约
整个产业的发展。

来自圆园员园中国主题公园峰会上
的数字显示，中国主题公园市场每年
有员亿人次客流，消费额超员园园亿元，
然而，仅有圆缘豫左右的主题公园实现
盈利，源缘豫收支基本持平，还有猿园豫
处于亏损状态。
此外，迎来“寒冬”的还有一哄而

上的30多个文交所。
11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清

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
风险的决定》，规定不得等额拆分、不
得公开发行、不得连续交易的“三不”
原则，一批不具资格、不合规范的文
交所将被清理整顿。在文化和金融对
接的征程中，防范市场风险、保持市
场稳定、合法合规将是一道永远并行
的准则。

热闹拥挤的电影院，不断上演着
一部部国产新片；气势宏大的第七届
深圳文博会，总成交金额达到 1245.49
亿元，开创了历史的新篇章；喜羊羊
灰太狼等一个个可爱的动漫形象，创
造产值接近 500亿元……

2011 年，中国文化产业蓬勃发
展，处处洋溢着生机与活力。

今年以来，文化产业与旅游产
业、高科技产业，乃至制造业的融合
趋势都表现得更加明显，文化产业的
服务性功能更加突出，溢出效应开始
受到更多的重视，并由此带来了文化
企业的升级改造和集约化发展。

目前，文化旅游业已经成为旅游
业的一个庞大分支。今年仅全国各地
举办的各类文化旅游节就有几十个，
充分显示了旅游业对于挖掘景点文
化内涵的重视和实践。

随着文化企业规模增长，科技因
素越来越成为推动文化企业发展的
主要动力，如演出院线管理、动漫公
共技术服务平台等已经成为推动各
自所在的文化产业门类发展的重要

手段。
此外，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

国文化产业对制造业的提升和拉动
在今年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今年 11
月举行的北京文博会上，大量制造业
企业的参会充分显示了文化要素对
于传统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带动作
用。

在产业融合发展的同时，借助其
他产业的经验和实力，文化企业也显
示出了升级改造和集约化发展的特
点。今年以来，我国又有一批文化企
业实现了上市，股市当中的文化传媒
股板块已经形成。这些上市文化企业
大都来自于文化与其他产业结合的
“边缘”地带，比如新媒体领域等。

刚刚经历了“十一五”时期高速
增长的文化产业，已经初步具备了和
其他产业融合的基础和条件。

进入“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在
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同时还应追求
较高的发展质量。我国文化产业发展
方式的转变将指向何处，值得关注和
期待。

目前，中国文化产业开始走上一
条以重大战略性政策推动为主线，以

构建产业体系从而转变发展方式为
主题的全新路径。

作为事件记录者和思考者，展望
近在眼前的 2012 年，笔者期待文化
不再是看得见、摸不着的意识形态，
而是相伴在我们身边的生活必需
品。

无论是传统文化艺术遗产还是
新兴的文化艺术成果，都有潜在的价
值和市场的需求，加上其作为信息的
可共享性，只要经营得当就会带来比
传统货物交易更大的价值。艺术授权
在此背景下快速发展起来。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要求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都要以人
的潜能释放为主要动力并最终有利
于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人类的自然资
源是有限的，而人自身的潜能却是无
限的，是一种比自然资源更为可贵的
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文化产业作为智力型、清洁型、
增值型的产业，以精神文化生产开发
为主，将人类发展转向自身资源的开
发。由于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的无限弹
性以及人类精神文化资源开发的无
限弹性，因此文化产业没有传统产业

的扩展边界，这使得人类的可持续发
展变为可能。

创业、创造、创意，需要十分宽松
的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不管“老人”
还是“新人”，不管是民营还是国有，
都要一视同仁。产生一个乔布斯需要
培养千万个乔布斯的环境。
《中国为何出不了乔布斯》一文

作者认为，培养乔布斯中国缺少几个
要素，它们大多与两个领域有关：教
育和金融。一项巨大挑战在于确保好
的创意得到融资。

不可否认，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
最终还是要在市场中实现。

为了确保资金充足，近来各地纷
纷出台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扶持政
策，各种大型文化产业基金项目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以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
业格局将迸发出更为强劲的生命力，
绘就更为绚丽的画卷。

笔者坚信，2012 年的文化产业，
注定是各项政策开花结果的一年，注
定是市场更加秩序化发展的一年，也
注定是令人瞩目的一年。

文化之花结出产业之果
王静宇

民企挺进
文化产业

本报记者 王静宇

井喷式发展的我国电影产业引起

国内外各种资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吸

引了民营资本的大举挺进，并逐步成为

电影市场的重要投资主体

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副司长吴江波表示，下一步文化部将致力于逐步完善金融支持
文化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实现金融和文化产业的共赢。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今天的文化产业形成一种开放的发展格局，不再只是
文化人的“产业”，不再只是文化部门的“独角戏”

动向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