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专辟一节论述推进文化体

制机制创新，提出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

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

制兼并重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这为

大型国企进入文化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目前，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最难以

替代的竞争优势，文化创新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关键所在。近

年来，中央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发展空前重视，多次提出加快发

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到2020年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

业。这意味着在未来有限的几年里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

重将要逐步上升至5%左右，即文化产业增加值将从现在的约

1.1万亿元增加至约4.3万亿元，年均增速要达到15%，远超过

GDP的增长。

这几年，随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者之间关系的厘清，

文化产业已经展现出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以数字出版产业

为例，据《2012—2013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报告》显示：2006 年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总收入为213亿，2012年已接近2000亿，年

均增速接近50% 。毋庸置疑，在下一个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

间里，文化产业都将成为一片值得角逐的“蓝海”。当前美国文

化产业产值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四分之一，成为仅次

于军工行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而我国文化产业产值仅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近3%，其中的空间和机会可想而知。

不过，目前文化产业发展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突

出表现为“小、散、弱”，集约化程度还比较低，资源利用率也不

高。这也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专门提出“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

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的重要原因所

在。

文化产业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和该产业不少公司都是转

制改企而来不无关系。转制改企而来的文化产业公司，一方面

长期作为事业单位，已经习惯了较为浓厚的行政色彩，对怎么

办公司在短时间里还没有完全适应；另一方面，长期作为事业

单位，分属于不同的条条块块，在资金规模上也难以满足文化

产业大发展的需求。

在这两方面，大型国企都有让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固有优

势。一方面，大多数大型国企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以

来，已经在市场这个“大海”里扑腾了二十年，不少已经成为其

中的“游泳健将”，对公司经营管理可以说是门儿清了，这一点

正是转制改企而来的文化产业公司极度缺乏的；另一方面，在

资产规模上，大型国企家大业大，家底动辄以百亿、千亿计，这

不仅是需要走资本集中道路的文化产业所极度渴求的，也是

其它多数民营企业所无法比拟的。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从事文化产业的大型国企，大都

是先前的大型文化事业单位转制而来，即所谓的文化央企。其

它大型国企中布局文化产业的还不算多，至少还没有真正提

到各大型国企的战略性议题上来。

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中央已经明确提出继续推进国有

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这对正

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的大型国企来说，实在不可谓不是一次

难得的机遇。近年来，我国多数大型国企在转型升级上取得了

让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也有一部分大型国企由于产业类型单

一、产能消耗严重，污染程度较高，转型升级的效果不佳。公司

部分产业可以关停，可是公司的人员怎么安排，公司的未来怎

么办，成为这些大型国企当下面临的大难题。

而文化产业具有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附加价值高、

发展潜力大等特点，是世界公认的“朝阳产业”，也是很多国家

和地区着力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大型国企正好利用自己的

上述优势弥补转制改企而来的文化产业公司囿于资金、办公

司经验方面的限制，发展步伐慢，难以满足公众不断增长的文

化需求的缺陷。拿出自己的经验和资金，参股甚至控股文化产

业公司，既能解决自己的转型难问题，又为文化产业发展助

力，何乐而不为呢？

三中全会后，各种资本正在待机而动，已经开始盯上了文

化产业这块肥肉。机遇稍纵即逝，大型国企尤其是面临转型升

级难的大型国企，是时候把布局文化产业摆上议事日程了。

孟书强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上缴

利润在2020年达到30%的论述，在国
企界引起的讨论渐入高潮。而与此同

时，山东、广东两省有率先上调国企

上缴利润的消息传出。

山东省日前下发《进一步完善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事项的

通知》，确定自明年起，将实行分类

收取的办法，适当提高省属企业国

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黄金、煤炭等

资源型企业按照企业税后利润的

15%计算交纳，钢铁、机械等一般竞
争性企业按10%计算交纳，储备粮
承储等政策性企业免交国有资本收

益。

继山东提高省属国有企业利润

收缴比例之后，广东省日前也提出了

2014年的收缴比例从 10%提高到
15%，到2020年达到30%的目标。这两
个经济大省率先上调收缴比例具有

“先行一步”的引领作用。

按《决定》要求，中央、省、市三级

国资委分管的国企，都将相应提升利

润上缴比例，这七年时间分批逐步上

调。虽然2007年国企收益上缴的大局
已定，但到底应该怎么收，按照什么

比例收最为适合，仍是争议颇多的问

题。有人主张“一刀切”，有人主张根

据具体情况分类，也有人提议，根据

各个产业板块盈利情况，设立板块红

利指标。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

锦认为，目前，国资委和全国省市国

资委的国企改革意见尚未出台，国企

上缴红利将按照不同属性分类的规

定，焦点在央企的垄断行业。

河南省国资委主任肖新明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说，国企增加上缴红

利是应该的，中央提出目标后各地都

在研究如何落实，由于各地经济发展

程度不一，当地国资委对国企的要求

也不尽相同。

肖新明认为，国企上缴利润与地

方财政宽裕程度有关，有些指标划分

到地方后会有差异，地方国资委还需

与财政部门协商，做一个预算。

目前，广东省23家省属企业上缴
给省财政的利润只有17.85亿，约为

利润率的10%。因为上缴利润过低遭
到了广东省多位人大代表的非议。暨

南大学金融系教授何问陶对此指出：

“干脆卖掉，这点利润还不如存银

行。”

山东省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

长黄晋鸿认为，对于目前提高红利征

缴比例的讨论，我们要注意红利上缴

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税的缴纳，这

方面的数字非常可观。近几年，从增

加值上看，私营企业和股份制公司已

经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成为中

国经济的主要力量，但国有企业在纳

税上的相对贡献却更为明显。

2012年，在当年实现利润总额
1.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的情况下，
国资委所监管央企累计上缴税金总

额1.9万亿元，同比增长13%。
对于利润比例上调后，国企会否

心甘情愿如实上缴，河南省粮油物流

中心主任邱清龙认为，要国有企业上

缴利润，大家还是比较自觉的。垄断

行业多缴是应该的。对产能过剩行业

来说，上缴利润压力并不大。

黄晋鸿说，企业会千方百计规避

缴存利润，而上缴的总利润能否增加

也存在变数。企业完全可以做高成

本，做低利润，这样总的上缴利润可

能并不会增加。

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认为，对

于占用国有资源的企业，应该采用租

金模式，保证国资利益不被部分人侵

吞，同时亦可提升企业盈利动力。

对于试点初期应如何做，李锦给

出的建议是央企红利上缴要因地制

宜，可以视行业不同来分别实施。

从长远来看，国家应定期编制国

家资产负债表，细化的资产负债分类

和分析体系的建立，提高和促进国有

企业经营性资产收益情况的分析和

考核，以促进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的规模。

李锦认为，从山东、广东两省上

缴红利上升的动作看，地方国资委在

这个问题上已经先行一步。国企改革

与国资改革呈现“顶层设计”与“摸着

石头过河”并行的状态，上海、广东等

地国企改革已经有创新迹象，这些省

市的国企改革指导意见有可能要率

先出台。

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 王 勇

建言国资监管
助力国企发展

中国的转型有着众多路径，但对

文化产业却偏爱有加。

文化产业改革步伐正大幅度加

快。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加快完善文

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体制，建

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

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

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目标、系统部署，以及对文化建设的

重要论述，引起业界强烈反响。多位

从事文化产业的投资顾问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表示，“文化强国”战略下

的文化产业发展正迈入一个空前利

好阶段，这对于文化央企来说，更是

迎来了新的机遇。

寥若晨星的文化央企

有分析人士指出，央企文化产业

作为“国家队”，需要在资本结构上，

由国家出资或者国有资本占主导；在

规模和实力上，能够代表行业高水

准；在业内地位上，能够引领行业健

康发展。

可目前来看，虽然文化央企寥若

晨星，但却无论从规模还是资产来

说，都不可小觑。

以国资委行使出资人职责的113

家中央企业来说，只有9家与文化产

业相关的央企，华侨城集团、保利集

团、华润集团、华录集团、港中旅集

团、国旅集团、中国工艺集团、航天科

技、中国电子，而这其中将文化产业

列为主营业务的，只有保利集团与华

侨城两家。

以华润集团为例，大有走“业界

航母”华侨城的“文化+地产”的模式。

这两家央企或许对深圳非常有好感，

华侨城可谓是根植深圳，华润集团继

在进入地产、啤酒、零售、电力、制药

等多个领域后，近年来也开始加大了

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发展，其中较为知

名的就是运营深圳湾体育中心。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今年以

来，保利集团对文化产业可谓是“一

而再，再而三”。保利集团全资子公司

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继5月签

约山西大剧院，6月再次与山西省文

化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拓展与山西

省文化产业领域的纵深合作。保利文

化集团在晋投资、开发、合作由单一

的演出与剧院管理向艺术品经营与

拍卖、影业投资与电影院线管理多业

并举迈进。

除去9家央企以外，在国家层面

上，还有少数知名文化央企。从2003年

到2008年，文化部只组建了一家集团

公司，即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随后

又组建了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动漫集团有限公司等。

在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德良看来，在原

有国有文化企业的改制基础上，将有

可能进一步推出若干措施，以推动国

有文化企业的发展。包括完善国有文

化企业出资人制度，推出国有文化企

业员工持股的试点方案和国有文化

资产面向社会资本开放，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股份制改造、向民营企业资产

转让等方面。

18.9亿元财政资金杠杆

文化产业已经迎来宝贵的发展

机遇，而政府也更热衷于帮助文化央

企。

以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为例，目前

2013家院团已如期完成既定改革任

务，其中转企改制院团占61%。文化部

等九部门今年6月联合发布指导意

见，完善扶持政策，解决改革后出现

的新问题，支持转企改制国有文艺院

团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10月中旬，为发挥财

政资金杠杆作用，支持中央文化企

业做大做强，促进文化产业全面振

兴，中央财政下达2013年中央文化

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8.3亿

元。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得

知，加上上述8.3亿元，2011年至2013

年，中央财政已累计安排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资金18.9亿元，共支持了65家

企业实施107个项目。

“文化产业对于经济增长所发挥

的作用越来越大。”著名经济学家、第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对媒

体说。

厉无畏特别提到，在中国经济转

型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还可以和其

他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创新和结

构优化，有效地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

和经济创新。他表示，各种丰富的创

意运用技术的嫁接充分有效地融入

到传统产业里，可以实现传统产业的

升级。

此外，上市融资成为优质文化企

业逐步登陆资本市场的重要途径。截

至2012年，我国共有100家文化企业成

功上市，IPO上市文化企业融资规模

达到1057.85亿元。

（下转G02版）

调查

9家央企领跑迎文化产业增长新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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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粤先行上调国企上缴利润比例
本报记者赵玲玲 任腾飞 王少华

继山东提高省属国有企业利润收缴比例之后，广东省日前也提出了2014年的收缴比例从10%提高

到15%，到2020年达到30%的目标。

大型国企应及早着手
布局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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