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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部制改革“重中之重”的文化系统改革，大文化部成为改革

排头兵的揣测从未间断。新一轮的大部制改革即将启动，文化系统能否

最先获益？

“文化部的大部制改革，可能会对中小型的文化企业产生一定的冲

击，但这种冲击可以慢慢‘消化’。市场竞争可以使‘半死不活’的企业焕

发生机。”3月 1日，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教授孙凤仪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文化企业生存艰辛

孙凤仪表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突出、效果明显，文

化体制改革虽然在近年来也取得显著成绩，但与之相比仍呈现出“不匹

配”的状态。

北京国艺资文化传媒发展中心董事长习瑞，在文化创意行业“摸爬

滚打”已有四五个年头，其中的艰辛、体味良多。“文化改革喊了这么多

年，但事实上，文化产业的发展规模还是不够，品牌也不足。一方面是由

于国内文化创意的思想还不够开放，不够新颖；另一方面就是体制和政

策上的限制。”习瑞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有时候，一个文化创意项目

的审批，往往会遭到多方的质疑和拒绝，企业生存十分艰辛。

“十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但文化领域至今仍然存在

管理体制不科学、不统一、不规范、不合理的痼疾。”文化学者徐世丕认

为，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力度和成就相比，文化体制改革的深

度和力度严重滞后，很大程度上是多头治理、资源分散的影响，由此造

成的后果是：改革开放 30多年，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而文化事
业、文化产业的总体发展速度、发展水准、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国家文

化的软实力，却仍然与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未来的国家发展目标不

相匹配。

“文化回归大部制，是文化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转折点，也是中

国文化产业取得跨越式发展的前提和标志。”徐世丕回顾中国文化体制

改革 30年的历程，认为“大部制是文化领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和进一
步解放文化艺术生产力的必然选择”。

大部制利好传媒产业整合

文化体制改革十年来，中国文化产业迅速崛起。2004年至 2011年，
中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占 GDP比重年平均增长 23援35豫，2011
年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达 13479亿元，占 GDP的 2援85豫。

北京国力基柱企业文化交流中心主任常建功认为，文化领域的大

部制改革是大势所趋，实行大部制改革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文化内容

的完整性，并杜绝管理上的“真空”地带。文化大部制的实行，使文化企

业和产业的内涵自然扩大，他们的经营范围自然扩大，更有利于文化企

业间的有机互补、强强联合，用于中国文化企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

争，有利于促进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对此，证券分析人士表示，成立“大文化部”后，文化传媒产业的整合阻

力将会减弱。而拥有资金和融资优势的传媒集团有望通过跨行业、跨媒体重

组迅速做大，多元化经营的大传媒集团有望诞生。业内人士强调，大文化部

组建也将带来制度红利，在大部制改革以及板块轮动预期下，传统媒体将迎

来整体投资机会。

全国两会之前，关于“成立大文化部”的猜想接连不断。大文化部的

设想能否实现？全国两会之后能够立见大文化部的身影？

徐世丕坦言，国家文化管理领域的大部制改革是一个重大系统工程，

不可能脑袋一拍，说改就改，或者令旗一挥，一蹴而就，它也需要顶层设

计、科学设计、充分论证、谨慎实施。“大文化部的改革与建立或许并没

有网上传言般迅速，但是仍有理由相信，文化部的大部制改革即将适时进

行并落实完成。”

3 月 3 日，由全国工商联环
境服务业商会组织召开的环保企

业家与两会代表、委员媒体见面

会上，《环保企业家就当前环境

时局致社会各界的倡议书》正式

发布，与会专家学者和环保企业

家共同呼吁大部制改革。全国人

大代表、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

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毅建议，在

新一轮行政机制改革过程中，应

尽快成立大的资源与环境保护

部，统一环境监管治理职能，并

改革地方政府机构，实现从中央

到地方的垂直环境监管治理体

系。

“环保企业没有行业归口，行

政管理上属住建部管辖范围。”全

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北京桑

德环保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文一波

向记者透露，我们国家环保产业

从业人数已经达三四百万，环保

企业也很多，但在政府监管层面

却很尴尬。

文一波讲起环保企业到住建

部跑资质的经历一脸无奈：“跑资

质时竟然要申报有多少台挖掘

机、多少台汽车，可是我们根本不

需要那些东西。实际上，建筑行业

可以做我们的承包方，我们核心

的技术是管理，环保行业需要整

个系统的统筹。”

《倡议书》同时建议开征 SO2
税、NOX 税和工业 COD 税三个税
种，建立环保产业发展保障机制，

强力推行专业化运营模式，将排污

设施交由具有专业运营资质及良

好信誉的环保企业负责运营，以拓

展环保市场，同时完善价格、税收

优惠、企业融资等政策。

环保企业家表示，希望能有针

对性地制定对环保企业的税收政

策。据文一波介绍，一个污水处理

场或者垃圾处理场等占地很大的

环境设施，按照现行的税收制度，

需要缴纳土地税、房产税，税种设

立并不合理。

过去十年的经验证明，在环保

方面，中国的通用技术与世界先进

水平已经没有差距。“现在 90%至
95%以上的技术都可以自主解决，
所以，技术不是问题、设备不是问

题，如果机制比较好，民间的资金

也不是问题，但财政政策的问题却

很突出。”

据文一波介绍，中国在环保方

面的财政投入很大，但财政支付基

本上是补贴给工程。比如建个污水

处理场、垃圾处理场也要像基建项

目一样，至于建的项目是不是达到

当时的预期，技术是不是最好，效

果、成本是不是科学，没有太多人

关心，这样就造成一窝蜂上项目，

小项目尽可能变大项目。

文一波认为，这方面的浪费比

例是相当惊人的，因此，他建议在

财政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转变方

式，“到底是鼓励基建还是鼓励减

排要明确，对于环境质量的改善

给予补贴，这样才能避免很多人

跑项目。”

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

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全会建议国务

院将这个方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审议。改革开放以来的第

七次大规模政府机构改革备受瞩

目，今年又恰逢政府换届之年，大部

制究竟应该如何推进？大部制改革

的核心和主调是什么？3月 3日，《中
国企业报》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国

际战略所副所长周天勇。

《中国企业报》：预计此次大部

制改革的主调和核心会是什么？

周天勇：一是简政放权，二是转

变职能，三是清理收费。核心是处理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多发挥市场

的作用。比如说，减少审批事项、减

少资质许可、清理各种收费等。早些

年颁布实施的《行政许可法》里也规

定了减少审批，但没有和各个部门

的收费相衔接，所以落实得不理想。

《中国企业报》：大部制起源于

西方，初衷是重塑政府，再造公共管

理部门，由此提高政府效率。你觉得

中国实行大部制必要性何在？

周天勇：大部制肯定是改革的

方向。现在中国政府除了各部委以

外，或者说国务院内阁以外，国务院

直属机构太多，比如，银监会、证监

会、保监会，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安

监局等都是正部级单位。第六次机

构改革后，除了 27 个正部级部委
外，还有很多正部级机构，部门太庞

杂了，导致政出多门。所以应当精简

这些机构，给经济发展、企业经营创

造条件，使社会充满活力。

《中国企业报》：有人说，实行大

部制后，政府的权力与过去相比并

没有什么减少。只不过把一个部门

管理的权力挪到另一个部门行使，

或者把几个部门管理的权力变成一

个部门行使，或者地方管理的权力

收归中央。你如何评价？

周天勇：经过前六次改革后，虽

然名义上机构有所减少，但权力集

中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突出

了。所以，这次大部制改革，首先要

逐步减少部委的数量，包括国务院

直属机构的数量，该合并的合并。

其次，部委合并后，要让其慢慢

地有机融合，不能貌合神离。然后，

要对他们的职能重新划分，不能是

交叉的、矛盾的、重复的，甚至出现

职责空白。通俗地说，不能出现有些

事情谁都管，或有些事情谁都不管，

甚至管事的几家是矛盾的或者界限

模糊的。

第三，这次改革，就像公报里说

的，以削权为主，政府不该管的就不

要管，尽量减少管的事务。比如，一

些审批、许可、年检，包括一些收费，

一定要大规模清理。

最后，要发展一些社团、协会、

商会等民间组织，形成一种政府、民

间组织、企业之间的柔性治理结构。

尤其是改革一些行政型协会，比如

说环保，能不能建立更多的民间环

保机构，加大全方位的监督。现在，

政府的环保机构，要么为企业服务，

要么为地方的 GDP 服务，没有真正
做到尽职尽责，导致空气、地下水等

严重污染。

《中国企业报》：大部制改革对

改善政企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周天勇：对政企关系的影响，我

认为：一是企业办事审批事项会减

少；二是审批的部门会减少；三是各

种各样的年检会减少，过去那种企

业一年中用一两个月时间跑年检的

现象会改变；四是各种收费罚款会

减少，企业的负担相应减轻。

对必不可少的审批事项，应该

公开透明，多用互联网，提高效率。

但如果企业违法，成本应当上升。

另外，我认为，这次大部制改革

一定要和预算挂钩。成立机构时，

一定要定编、定职、定预算。我们的

很多机构比如城管部门，靠收费来

供养自己，最后导致收支两条线，

创收奖励，罚款分成。乱收费、乱罚

款，罚完款，企业违规就不管了。所

以，政府有拨款部门才存在，没有

拨款的不能再靠收费、罚款来养自

己了。

对那些靠罚款过日子的部门应

该坚决取消，有很多部门，比如城

管、计生委，交通部门的运管、运政

等都是靠罚款存在的。

大文化部：
传统媒体将迎投资机会

本报记者 王敏

本报记者 范思绮

无论愿意与否，铁道部改革已

箭在弦上。

日前，消息人士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目前铁道部究竟怎样

改革尚未有最后定论。此前，全国

政协委员、铁道部原副部长孙永福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关于铁道

部将并入交通运输部的方案，国家

还在研究当中。

四次改革未破堡垒

铁道部自身经历的变革曾有 4
次，从 1986 年的大包干到 1998 年
的网运分离，接着是 2003 年至
2004 年的网运合一和撤销分局。
但无论如何改革，却始终保持着政

企合一、政监合一、政资合一的体

制，被舆论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

个堡垒。

早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执掌

铁道部期间，高速、大规模的铁路

建设成为第一要务，体制改革给其

让位。尽管每年的铁路工作会议

上，铁道部都会在工作报告中提出

深化改革的内容，但大多集中在投

融资改革、主辅分离、司法系统分

离等层面，没有涉及政企分开的实

质性内容。

事实上，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则

更倾向于放权，希望逐步让地方铁

路局拥有自主经营权，强化其市场

和社会地位。他曾表示，要按照中

央关于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要

求，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铁路行业

特点，转变铁道部职能，扩大铁路

运输企业经营自主权，推动铁路运

输经营机制转换。

有媒体报道称，铁道部将分拆

为国家铁路总局和中国铁路总公

司，其中国家铁路总局将按照副部

级的设置并入大交通部。这或许将

迈开政企分开的第一步。

转变职能难

从政府部门转变为企业，这又

将是考验铁道部的一道难题。

有专家认为，因转变政府的铁

道部门职能，不仅仅要建立铁路运

输市场和市场中的企业主体，而且

要对仍然存留在政府手中的有关

铁道事宜的权力进行有效监督。而

这一切绝不是铁道部并入交通部

就能解决的。

铁道部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盛光祖说：“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铁

路必将极大释放运输生产力，进

而推动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加

快铁路改革步伐，按照政企分开、

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

方向，加快转变铁道部职能，充分

发挥铁路运输企业市场主体作

用。”

盛光祖提出，为加快铁路经营

机制转换，铁道部将建立对各铁

路运输企业的盈亏总额考核机

制。以经济效益为中心，重点强化

以市场为导向的营销机制；健全

以全面预算管理为核心的成本控

制机制；完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为重点的劳动用工机制；建立适

应铁路建设加快推进的建设管理

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政府

管理学院院长张凤阳认为，机构的

分与合只是形式，关键是政府应明

确自身定位，把公共服务做好。

从目前看，仍有一个难题摆在

铁道部面前，就是其自身债务如

何解决。新世纪以来，由于铁路建

设突飞猛进，尤其是大量高铁项目

上马，铁道部已经巨债缠身。截至

2012 年三季度，铁道部负债 26607
亿元，资产负债率达 61.81%。而同
一时期铁道部税后亏损 85.41 亿
元。这是未来铁路改革推进面临的

棘手难题。

学界争议

关于铁道部的改革从来不缺

乏争议。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

学家厉以宁就曾多次发表观点认

为，机构改革应该以提高政府工作

效率为首要任务。厉以宁是坚持要

把铁道部纳入到交通部，但他称这

需要一个过程。在厉以宁看来，机

构改革不是要破坏各部门的利益

分割局面，而是出于提高行政效率

的考虑。

与其持不同意见的中国工程

院院士王梦恕则认为，以铁道部如

此庞大的体制和机制而言，“一刀

切”模式并非有利于改革，而需要

循序渐进。王梦恕曾表示，铁道部

改革需要三思，不能为了改革而改

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道科学

研究院主任研究员李和平曾表示：

“铁道部合并是大势所趋，从国家

的立体交通和综合交通的角度来

说，还是有必要做这方面工作的，

但铁道部的合并主要是考虑政企

分开的问题，把政府该管的管起

来，该交给企业交给市场的交给市

场去做，而不仅仅是把铁道部合并

到交通部这么简单就完了，关键是

还要政企分开，政府该管的管起

来，市场该做的去给市场做，这才

是最根本的问题。”

北京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赵旭表示，“首先应当做的是

将商业部门从政治部门中剥离出

来。这在技术上并不难，但在政治

上可能有难度。”

本报记者 张龙

大交通部：
迈开铁道部政企分开第一步

大部制改革：
合署后力戒貌合神离

专访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副所长周天勇

第六次机构改革后，除了 27个正部级部委外，还有很多正部级机构，部门太庞杂了，导致政出多门。部委合并后，

不能出现有些事情谁都管，或有些事情谁都不管，甚至管事的几家是矛盾的或者界限模糊的。改革后，企业办事审批

事项会减少，审批的部门会减少，各种各样的年检会减少，各种收费罚款会减少。

大环保部：
让环保企业找到归属感
本报记者 张艳蕊

周天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