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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票房电影十月骤增

艺术品保险：让“艺术邂逅”不设防

11月，一部关于元代名画《富春
山居图》的电影即将上映，影片围绕

这幅艺术珍品展开剧情，同时，将艺

术品保险这个略带冷门的概念以一

种更直白的方式展现于公众面前。

无独有偶，在刚刚落幕的德国艺

术文化之旅上，矗立在艺术展品后方

的阳光保险“指定保险机构”展牌吸

引了很多观众的注意力。作为此次艺

术品展览的保险独家赞助商，阳光保

险向这批艺术品提供免费的定值保

险保障服务，为来访观众上演了一次

不设防的“艺术邂逅”。

市场容量或达 10亿元
2011年 8月，受故宫窃案事件影

响，中国内地艺术品保险终于“开

张”：国内某金融公司将为旗下拥有

和保管的价值达 1.2亿元的艺术品投
保文化产业保险。据受理该保单的人

保财险负责人表示，该项保险范围包

括馆藏、展览、运输等各个环节，涵盖

艺术品因盗窃、火灾、自然灾害等各

种风险导致的损失风险。

这是国内艺术品参保第一单，艺

术品保险由此拉开了神秘面纱。

2012年 7月 21日的北京暴雨过
后，多个北京艺术园区均不同程度受

灾，很多艺术家在微博上发布自己画

室受灾的消息，由此引发了一个公众

思考的命题：如果受灾艺术家的作品

事先已经承保，情况又会是怎样？

随着国内艺术市场迅猛发展，艺

术品金融化趋势日益显现，导致艺术

市场在经济上对冲风险的需求迅速

增长。资料显示，从 2004年开始，商
界藏家开始介入艺术品收藏、投资领

域，并逐步发展到企业资金开始进

场，艺术品银行金融理财产品开始出

现，尤其是艺术品基金的介入，使得

艺术品保险的需求被瞬间推高。因为

展品在运输展出中，会遇到很多未知

风险，出于风险考量，往往会用“一张

保单来安心”。2011年毕加索真迹上
海展出期间，主办方为 48幅油画和 7
件雕塑作品投保总值约 60 亿元，相
当于平均每件展品投保亿元。

据业内人士估计，中国艺术品保

险市场拥有近 10亿元容量，艺术品保
险行业在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市

场，然而目前看来，大好前景和缺失现

状形成鲜明对比。文化部此前出台的

促进文化产业事业的相关政策中曾提

到对艺术品保险业的促进工作，而针

对艺术品保险的单独针对政策并未出

台。随着国内艺术品交易市场的不断

发展和相应市场需求的增加，中国艺

术品保险市场已经显得“非开不可”。

艺术要“保险”才完美

在国外，艺术品被贼惦记上已不

是美国大片的桥段，而成为每年必会

发生的真实故事。在中国，著名的故

宫“碎瓷门”则突显出中国艺术品市

场保险工具的缺失。

艺术要“保险”才完美，不设防的

“艺术邂逅”才更舒心愉悦。

2012 年 10 月 12 日至 21 日，为
期十天的中德艺术之旅顺利落幕。展

位上的德国艺术品顺利地结束了中

国之行，与此同时，阳光保险出具的

保单正式完成了它的使命。

展会举行之前，德国雕塑艺术家

DAVID EVISON对自己的艺术品没有
保险感到十分惊讶。这位艺术家的惊

呼触发了阳光保险的一次艺术品保

险之旅。该展会举办地在杭州的万

象城，作为商贸综合体，不可能为多

件艺术品提供诸如博物馆等专业展

示机构的陈列设备和安防措施。谁

为这些艺术品安全负责？会不会出

现磕碰损坏？矗立在这些艺术展品

后方的阳光保险“指定保险机构”展

牌为这场“非合理性安置”做出了合

理解答。

10月 18日，人保财险与苏州博
物馆签订艺术品综合保单，为苏州

博物馆 11月份沈周画展中的 6幅全
球借展作品提供 2400万元的保险保
障。在此保险项目中，中国人保财险

除提供传统的艺术品保险服务外，

还在国内首次推出国际领先的艺术

品保险专属风险评估与修复服务，

此举拓展了国内艺术品保险服务范

围。

数据显示，欧美国家每100美元
的艺术品交易，保险公司就能从中获

得 1美元的保费收入，巨大的市场交
易量“养活”一批专门从事艺术品保

险的保险公司。与之相比，中国艺术

品保险市场还很不成熟。有业内人士

表示，诚信风险和估价风险，是制约

我国艺术品保险市场发展的瓶颈。目

前保险公司承保的艺术品保险多为

博物馆和展览交流类。援引一位业内

人士的说法，“在国内尚未听说有一

宗私人藏品投保的成功案例”。

业内专家表示，和其他保险标的

相比，艺术品更难估价、风险高，也是

“道德风险和洗钱问题的高发区域”。

国内的艺术品保险市场目前正处于

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对接需求和理念、

共同培育市场的阶段。艺术品的保险

数额考验着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此

外，还处于空白阶段的国内艺术品修

复水平也制约了艺术品保险的发展。

本报记者 汪静赫

书评

从社会系统视角
研究资本的探索性著作
———读董志龙的《资本革命》

新华社的朋友巩军向我推荐人民出版社刚出的《资本革

命》一书，这是董志龙先生研究金融的新成果。

1995年，我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发表“资本经营是市场经
济的重大突破”,提出资本经营理论，后出版“资本经营理论的提
出”一书。在 1996年后的五年间，有关资本的书籍在中国大量问
世。我一向关注资本领域的研究，而董志龙新作则是金融危机后

的新著，且又是在中国着力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下写出来，

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更值得一阅了。

读一本书，要关心其说了什么新话。看了前言，我明白这本

书是阐述社会资本发展模式的，重在资本的社会功能，研究资本

的社会关系。从实用性、学术性上都有意义，是一本有创新价值

的书籍。

发展资本，建设好资本市场，有效规范资本流动是关系到

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我认为作者这种立论是很重要

的。这是总结金融危机教训后的新的认识。2008年以来，金融危
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动荡余波未尽，大到欧债危机，小到局部地

区资本链条的断裂，类似中国的温州、鄂尔多斯的泡沫经济，都

是如此。资本对社会、经济、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使得整个世界经

济陷入了一个多事之秋。

如何发挥资本应有的作用，规避瘟疫般的金融危机造成的

危害，构建一个安全合理的全球资本市场也成了目前世界面对

的重要课题，以上便是《资本革命》一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

研究社会资本的目的所在。

显然，董志龙对资本存在形成与运行模式的研究目的不仅

是简单的为稳定金融秩序的问题，也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深入

探索。

这本书摒弃单纯的经济学视角，而从一个全新的社会系统

视角以及人性发展的视角出发，逐层探讨并揭示资本以及资本

管理的创新思维与创新模式。这是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董志龙的“资本革命”是一本既有热闹可看，又有道理可说

的著作。整体上有澎湃的激情与恢宏的气势，具体上有认真的机

理研究。第二、六两章是讲资本的社会关系的，也是此书创新的

重点所在。社会构建、经济构建、社会构建与经济构建的辩证关

系、经济社会建构中的资本，这些论述是有深意的。

董志龙在分析金融危机时，对四大顽疾：通胀、投机、资本扩

张、货币战争进行深入的剖析，是有力度的。如果说金融危机是

金融资本的最大病症，那么，与这种病症相伴而生的则是种种令

人龃龉的隐疾，把握这些隐疾的种种表现及其产生的内在因素，

既有利于健康实体经济，也有利于形成金融安全方面的总体战

略。这种分析是有见地的，特别是对两个“有利于”的认识是极为

重要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初本身是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进行的，

金融创新的重要标准是金融安全，而终极标准是与实体经济相

吻合，发挥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又快又好地发展经

济。我在 9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本“中国实体经济 99评”
是极为强调金融资本与实体资本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平衡和谐

是一种境界，两者关系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我以为

这种看法与董志龙先生是相通的。这也是我理解《资本革命》一

书的思想通道。

读了董志龙的书，我想到了对资本研究的思想历史轨迹。

当 1995年春天我拿着“资本经营试论”论文，找到吴敬琏、王钰、
陈乃醒、臧旭恒等先生讨教时，大家为“资本”这个词的解放而存

有担忧。经过两年的呼吁，最终结果是在两年后党的十五大上，

在江泽民的报告上九次出现“资本”这个词，这是我们国家最后

解放的一个最重要的词汇，这当视为一次思想革命。当时是从政

治经济学概念中，突破政治约束，从经济学意义来实现突破的。

当然我是从研究企业出发的，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不够，只是推

进完成一个转变。现在董志龙从社会学意义上完成又一次突破，

当属于社会经济学的创新。资本思想的历史，似乎在完成一次螺

旋式发展，又重新回到社会学的范畴。

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说，经济常常是促发社会改革的主要

动力与基本出发点，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

并无不同。解剖资本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必须要超越社会运行模

式、意识形态以及政治体制与文化差异的局限，客观的总结人类

社会的实践经验，理清附着在资本身上的种种元素，穷究经济社

会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正确方向与道路。而后，才有可能在构建

正确的资本发展通道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董志

龙的研究是有一种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的。

对于一直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宏观理论研讨的董志龙来

说，《资本革命》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带给中国经济的亦是一

个新的社会资本思维。

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经济的重要内容，在未来

的经济发展中，社会资本的比重将越来越重要。而在国内，有关

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需要深入。希望看到更多的人研究社会资

本，来丰富马克思主义资本研究的宝库，不断开拓资本研究的新

领域。

（作者为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出版《资本经营理论

的提出》等 15部著作）

李锦

阳光保险独家赞助 2012杭州德国周之作品展

55位亿元导演花名册
张艺谋 （《英雄》）

冯小刚 （《唐山大地震》）

姜 文 （《让子弹飞》）

周星驰 （《长江七号》）

陈凯歌 （《梅兰芳》）

徐 克 （《龙门飞甲》）

韩三平、黄建新（《建党伟业》）

麦兆辉、庄文强（《听风者》）

叶伟信 （《叶问 2》）
陈嘉上 （《画皮》）

陈木胜 （《新少林寺》）

程小东 （《白蛇传说》）

陈可辛 （《投名状》）

尚 敬 （《武林外传》）

尔冬升 （《大魔术师》）

陆 川 （《南京！南京！》）

于仁泰 （《霍元甲》）

乌尔善 （《画皮 2》）
吴宇森 （《赤壁》）

李 安 （《色戒》）

宁 浩 （《黄金大劫案》）

徐静蕾 (《杜拉拉升职记》)
冯德伦 (《太极 1从零开始》)
金依萌 (《非常完美》)
董 玲 (《杨善洲》)
于本正 （《生死抉择》）

陈庆嘉、秦小珍 (《最强囍事》)
王 晶 (《财神客栈》)
刘伟强 （《游龙戏凤》）

高群书、陈国富（《风声》）

陈德森 (《十月围城》)
唐季礼 （《简单任务》）

刘镇伟 《越光宝盒》

夏永康、陈国辉（《全城热恋》）

胡 玫 （《孔子》）

滕华涛 (《失恋 33天》)
李仁港 (《鸿门宴传奇》)
张一白 (《将爱情进行到底》)
林超贤 (《逆战》)
钮承泽 (《Love》)
朱延平 （《大笑江湖》)
赵崇邦 （《喜羊羊和灰太狼之虎虎生威》）

钟志恒 （《喜羊羊和灰太狼之兔年顶呱呱》）

简耀宗 （《喜羊羊和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

丁 晟 （《大兵小将》）

张 黎 （《辛亥革命》）

罗志良 《消失的子弹》

王全安 （《白鹿原》）

赵林生 （《铜雀台》）

李 玉 （《二次曝光》）

导演姓名 （过亿影片代表作） 导演姓名 （过亿影片代表作） 导演姓名 （过亿影片代表作）

（上接第十五版）

与云集大牌明星、投资 1.2亿却
惨收 7000万票房的《危险关系》相比，
另一部本非大片的《二次曝光》则以

3000万的成本回收 1.15亿票房，成为
近期影市性价比最高的亿元电影，该

片导演李玉因此成为亿元俱乐部的

又一位女性导演。谭飞认为《二次曝

光》之所以赚钱，是因为“成本控制

好，营销得法”。

彭侃在调查中发现，目前的电影

公司大都深深知道了营销对于一部

影片的重要性。 “成功影片靠各种

因素结合，从明星、内容、口碑到发行

方，在这些营销手段中也包括一些比

较下三滥的，如雇佣网络水军、雇佣

枪手影评人等。”

在各个环节中，强大发行方对于

影片票房成败尤为重要，因为这会直

接影响影院排片量。对于把电影当做

和逛街一样消费的中国观众来说，影

片如同超市货架上的商品，排片多等

于摆得多，观众自然有的挑。于是，能

否多排片便成了决定亿元导演性价

比高低的关键要素。

亿元导演的性价比有高有低，但

毫无疑问他们都已进入投资方的“红

人榜”。在此情况下，更多的资源将偏

斜到亿元导演身上，那些默默无闻但

有才华和热情的年轻导演更难得到

机会。

“在中国电影转型期，赶潮流、

趋同性，怎能产生新创意？培养更

多的新导演，给他们创作的机会，

这才是中国电影的未来。”宋家玲

说。

55位亿元导演
敌不过 34部进口大片？
无论是作为研究者还是影迷，最

近上映的影片彭侃都一部不落地看

了。最让他感到可惜的是《浮城谜

事》，因为他觉得该片的惨淡票房和

其艺术价值太不匹配。

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博士许铭

之则对白鹿原刚刚过亿的票房深感

遗憾。“一些有艺术价值的电影虽然

口碑好，但往往在票房上得不到应有

的回报，追求视觉效果和豪华阵容而

忽视影片本身的艺术表达，导致观众

看电影只能看明星，长此以往，国产

电影永远落后于好莱坞。”许铭之认

为。

高产量不等于高票房，更不等于

高质量。一些口碑好的低成本影片因

为营销不得力或其他因素难以被“势

利”的院线接纳。影院无法给足排片

空间，使得一部部好电影与观众擦肩

而过。

11 月 3 日，电影《岁月无声》因
不满影院排片量过低将在上海举行

万人观影活动，这部低成本影片的无

奈之举代表了绝大多数同类影片的

生存困境。该片监制杨樾以“行为艺

术”来形容此间的无奈：“目前中国电

影排片缺乏对艺术足够的尊重。这种

局面不改变，国产片很难有突破与发

展。”

除了排片添“堵”，中国影市还流

行“躲”———即上映影片不论高低成

本、大小制作都为躲避进口大片而设

定或更改档期。刚刚过去的 10月影
市“档期之乱”，正是这种“恐好莱坞”

的集中爆发。2012 年是对美分账大
片引进数量提升至 34 部的第一年。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今年 1—9
月全国电影票房数据，国产片票房在

总票房中占 40%出头的比例，此数据
与上两年全年占比超过 50%存在差
距。

许铭之认为“与其躲，不如搏，电

影人更应该看到自身短板，提高影片

质量，才能与进口大片正面对抗”。陈

砺志则期待“国产电影尺度打开的那

一天”，“大家能享有同样的创作的环

境”。

“目前中国电影缺乏的是浓厚本

土特色的电影，这才是无法与好莱坞

抗衡的根源所在，电影人应该思考怎

样将人文价值、中华文化装入电影的

商业包装和推销中。”宋家玲说。

10 月 26 日，第八届中美电影节
在洛杉矶开幕。对于中国电影人的到

来，好莱坞充满热情。就在这同时，剩

余五部好莱坞进口大片的名单已经

确定，这使即将到来的中国影市贺岁

档异常惨烈。如无意外，冯小刚新作

《一九四二》将成为与进口大片最有

力的竞争者。

基于对目前总票房最高导演的

期待感，中国影市正等候着冯小刚的

“归来”。

从传统的财产保险和货

运保险的基础上演变和发展

而来，主要承保火灾以及其

他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

的艺术品直接损失。保险标

的包括：投保人所有或代他

人保管或其他人共有而由投

保人负责保管、展览、装卸、

运输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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