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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发展正处在从数量扩张向

质量效益提升的关键时期，创新是最需

要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全

面兴起、快速发展，但由于缺乏创新，

文化产业的质量和效益都有待提高。现

代文化根植于传统文化，首先要打牢优

秀传统文化根基，才能为文化创新注入

足够的底气。同时，要积极培育国民的

创新意识，引导广大民众自觉创新，使

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充满创新激情，自觉

为创新去丰富知识，学习技术，开阔视

野和思路，提升民族文化创新能力。要

适应广大民众需求，让文化生动活泼起

来。培育健康的文化消费心理，把优秀

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扎根心

底。要针对文化资源的不同类型、不同

内涵特点以及不同消费群体，科学运用

新的创意和科技手段发展文化产业，突

出创意创新、方法创新和科技创新，走

出一条自主创新的文化产业之路。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修松:

发展文化产业重在创新创意

文化产业要赚钱，不能只为有

钱的人服务。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

是“文化惠民”，要为老百姓服务。

据北京演出行业协会统计，去年北

京市大型演出场馆平均票价 692元，
多功能综合性场馆的票价 260 元 ,去
年我也统计过一个数据，我国的平

均演出票价是 450 元，高的是 1200
元，还有更高的。我国现在低收入人

群的月均收入为 2000 元左右，中等
收入人群月均收入为 3300 元左右，
450元的平均票价占月收入的比例分
别是 22.5%和 13.6%。而在其他国
家，如俄罗斯低收入人群的月均收

入为 15000卢布，普通演出票价则为
100-150 卢布，仅占月收入的 0.7%
到 1%。美国艺术演出的平均票价是
45 美元，比较贵的每张 100 美元左
右，美国低收入人群月均收入 3000
美元左右，普通票价占月收入的

1.5%，贵的占 3%.中国现在的票价几
乎是全世界最高的。这样的票价其

实是把很多老百姓拒在艺术门外了，

无论如何也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音乐学院

声乐歌剧系教授吴碧霞：

文化产业不能
只为有钱人服务

动漫这个行业在世界举足轻重，是

产值占美、日、韩等一些先进国家 GDP
超过 20%-30%的重要行业，既能满足人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消费，又能大大增加

国民生产总值，拉动内需。我国有 16000
家动漫公司，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在从事

这个行业，4年制大学中超过 1300 所设
有动漫及相关专业，2011年的国产动画
片制作达到 26万分钟。但我国动漫产业
却是一盘散沙，管理混乱，群龙无首。我

认为动漫产业管理协会要尽快成立，对

这个行业加以资源整合，使小、散、乱、差

的现象得以尽早改善。我国动漫产业的

落后是技术上、内容上、特别是理念上的

落后。大家都知道，功夫是中国的，熊猫

是中国的，但《功夫熊猫》是美国的，不是

中国的。中国古老的故事被外国人拿走

了，赚足了票房，也赚足了衍生产品的开

发费用。建议今后要吸取国外先进的经

营理念，要把动画片制作和衍生产品、网

络游戏、会展、动漫乐园等都联合起来，

做成完整产业链。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动漫集团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李扬：

中国动漫产业是一盘散沙 群龙无首

加大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力度，推动

金融与文化产业的有效对接，是促进我国

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由

于文化企业具有轻资产特点，可抵押资产

较少，相对于其他行业融资难度较大，加

之文化产业融资外部配套环境不完善，文

化产业融资渠道不畅已成为制约我国文

化产业快速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应释放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杠杆作用，创造

条件发行文化产业扶持债券，变政府单向

输血式扶持为杠杆式融资扶持，为文化企

业规模发展提供批量资金支持。政府以各

地文化产业集团等平台作为融资主体，支

持文化产业专业运作经验、中小企业运营

能力强的银行作为主承销商，发行文化产

业扶持债券，惠及更多文化企业。

全国政协委员、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

释放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杠杆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总编辑黄友义：

翻译产业市场亟待规范

翻译的需求和工作量越来越大，但

目前翻译市场比较繁杂，这是当前翻译

企业面临的一个急迫问题。要保证企业

健康发展，一些市场规律不能违反，要

有法律约束，翻译这东西，你是看不见

的，所以，将来还应该有一个平台，有

人才库，等于说大家都挂牌经营。翻译

产业继续发展是毫无疑问的，就是需要

多种手段使其更健康发展。这样才有利

于企业集体的名声。此外 ,翻译之所以
出现混乱无序状态，和人才缺乏有很大

关系。从 2006—2007年教育体制改革，
大学才把翻译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以

现在大学有翻译系，翻译学院，159所
高校开设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培养

翻译实用人才。但这样师资又出

现了问题，如果不懂翻译或者

没做过翻译的人是无法教翻译

课的。因此 ,除了引进海外
人才外，也吸引社会上从

事翻译的人也到大学帮助

授课。

中国五千年文明要给人看得到，要

给子孙后代留点古的东西。在城镇化过

程中对有代表性的旧城改造，应该是在

古城外面再建新城，如此才能保护古城

的原汁原味。若是为了追求旅游开发，则

应换个地方，不应作为政府行为大张旗

鼓地进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

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这体现了国家对古文物保护的重视。我

在提案中提到关于山东莒文化的保护，

莒文化是探索东夷早期文明的重要地

点，是 5000年中国文明的起点，却一直
受到不该有的冷落和忽略。现在各地在

大量地造假城，有价值的东西消失得越

来越快；呼吁文物保护不要盲目，不要制

造假文物古迹。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宋镇豪：

古建保护不应追求
规整豪华

全国人大代表、诗人舒婷 :

别让文化遗产地
变成一种橱窗式展示

近几年，随着游客增加，鼓浪

屿热闹起来，却少了几分素雅和宁

静。网上骂鼓浪屿的人越来越多，

尽管如此，依然有很多人“跟风”

前往鼓浪屿。文化是由一代代人积

淀并散发出来的一种气息，不是拆

了再建的‘橱窗式’展示能够表达

的。“建议国家加大对文化遗产地

的支持力度，对居住在遗产地的居

民及其社区功能进行保护管理。过

去 5年，政府加大了对文化建设的
投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对今年政府

工作的建议中还提出，把文化改革

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列入各级政府效能和领导干部政绩

考核体系。文化建设在推进文化惠

民工程的同时，还应拿出一部分精

力和财力加强文化创新、培育文化

精品以及保护文化遗产。舒婷说，莫

言获得诺贝尔奖足以说明，中国文

化的精品和精髓能够给世界以巨大

影响。

未来 10 年将是我国文化产业
大发展的机遇期。文化越来越成为

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

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支撑。作为我国首个以发展生态

经济为特色的国家战略经济区，鄱

阳湖生态经济区 2011年已全面完
成节能减排任务，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6600 亿元。但其文化产业产值
占 GDP 比重仅为 2.43%，落后于
全国平均水平，与拥有的文化资源

相比差距甚大。大力发展文化产

业，将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绿色

崛起的可行路径。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目前已具备大力发展新兴文化产

业。为此：一是制定支持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发展新兴文化产业的财税

政策；二是积极推进区域内文化体

制的改革；三是积极推动区域内高

校与产业的互动。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李东东:

推动文化产业
投融资体系建设

现代产业经济学理论和国内外

发展实践都表明，有效提升文化产业

的竞争力，其关键环节是推动文化产

业投融资体系建设。因此，在提案中，

建议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

推动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建设。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于我国文化体

制长期强调文化事业发展，依赖财政

投入，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建设明显

滞后。当前，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市场

机制不健全的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

信用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使文化产业

和金融业融合式发展面临很多问题，

例如金融产品难以适应文化企业资

金回报周期长、成长风险性大、现金

流不稳定的特点，文化产业大量的民

营中小企业加剧了信息不对称问题，

使金融资本望而却步，最终导致文化

领域的投融资总量远远不能满足产

业发展需求。

全国人大代表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代放：

文化产业应成为
支柱性产业

文化单位怎么样通过转企改制真正

强起来？虽然文件一再讲“股份制是公

有制实现的重要形式”，尽管大家都意

识到其重要性，但迄今为止，还迟迟没

有进入操作阶段，就是还没有形成一个

制衡的现代企业制度，一个完善的法人

治理结构。这样导致企业内在持久动力

不够，甚至对原有生产力的保护也不

够，国企到点就退休。如果实行股份制

和财产多元化，即使退休了心思还在企

业上，还会发挥自己的能力，为企业做

贡献。不然，即使身在岗位，心却不

在。所以，今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继续

推进新闻出版行业的深度改革，改革的

方向就是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

构。现在希望很快的把转企改制进入日

程。比如可以规划哪些开始进入试点，

试点方案尽快定出来。允许最大限度的

借鉴股份制的方式，实现财产多元化的

加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

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不是权宜之计

2013 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
国内地面图书销售首次出现负增长，

据不完全统计，从 2007 年至 2012
年，倒闭的民营实体书店超过一万

家。而图书网店销售业绩则持续升

温，市场一片大好。之所以会出现这

样的现象，主要是由于恶性的价格

战，造成了图书市场的混乱现象。网

上书店的价格和实体书店的价格，要

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关系，或者是有序

的竞争，不能是恶性或混乱的竞争，

近几年来，实体书店经营越来越困

难，主要是由于书店费用太高，针对

这种情况，目前已经有相关部门对于

实体书店经营，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

政策，但力度仍然不够。发达国家的

实体书店几乎是不征税或者很少征

税，所以对于书店税收一定要减轻、

减低。实体书店是城市的文化地标，

即便进入电子信息时代，实体书店仍

然是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文化活动空

间，是体现文化软实力的载体和民族

文明程度的象征。希望新闻出版总署

和国家财政部都很重视这一点。

绵延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结晶，是全体炎黄

子孙生生不息的创造，是两岸同胞血脉相

连的共同精神家园，需要我们倍加珍惜与

呵护，不断继承与发扬。为此我们建议，以

加快商签两岸文化交流框架协议(台湾方
面称为“文化 CFA”)为抓手，推动两岸文
化交流合作机制化，从而有力地增进两岸

同胞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更好地为祖国统

一大业服务。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点：第一，

两岸协商适时设立文化问题专门委员会

和互设文化办事机构。同时，鼓励两岸民

间文化团体互设办事机构; 第二，仿效
ECFA，先谈框架，后充实补齐细则；第三，
通过大力推动落实具体的文化合作交流

项目，将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推向深入。一

是共同整合经营“孔子学院”与“台湾书

院”, 二是共同致力于中华历史文化的研
究,三是共同打造文化交流合作精品。积
极办好“两岸民间艺术节”等重要活动。第

四，营造有利于文化交流合作的宽松环

境。落实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共

同维护两岸文化市场秩序。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海南省委主委连介德：

建议两岸协商互设文化办事机构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

加大扶持力度
保护实体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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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市场身患贵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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