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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特色小
镇培育工作，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培
育 1000 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
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
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色小镇。
三部委要求，培育特色小镇要突出
特色，防止千镇一面；要坚持市场主导，

王利博制图

以产业发展为重点，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打造“双创”新平台，发展新经济。

文化特色小镇呼之欲出
本报记者 范颖华

随着农业部、工信部、国家
民委、国家旅游局等部委推出特
色小镇扶持政策之后，文化部日
前也在政策规划上表示，将支持
文化特色小镇的建设。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
“ 十三五”时期，文化
部将支持各地建设一批文化特
点鲜明和主导产业突出的特色
文化小（城）镇。到 2020 年，随着
文化与旅游双向深度融合，将建
设一批有历史、地域、民族特色
和文化内涵的特色小(城)镇。
相 关 专 家 表 示 ，随 着“ 文
化+”、PPP 等融资模式上的创新，
文化特色小镇将有望发挥后发
优势，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展现文
化产业的强劲动力。

将支持建设一批
文化特色小镇
根据文化部日前发布的
《
“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
划》
（以下简称《规划》），未来，文
化部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融入
新型城镇化建设，保护乡村原始
风貌、自然生态，承载文化记忆
和乡愁，支持中心城市和城市群
发挥创意、技术、人才、资金密集
优势，积极推动产城融合发展，
鼓励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充
分挖掘特色文化资源，积极发展
县域特色文化产业，打造特色文
化产业群，促进城镇居民、农业
转移人口和农民就业增收。支
持各地建设一批文化特点鲜明
和主导产业突出的特色文化小
（城）镇、特色文化街区、特色文
化乡村。
在完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
方面，将加强对各级各类文化产
业园区的规范管理，突出文化内
涵、主导业态，引导特色发展、融

合发展、创新发展，防止盲目投
入和低水平、同质化建设。严格
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命名标准，
建立文化产业园区评价指标体
系和评估机制，强化动态管理，
完善退出机制，支持地方合理规
划建设特色文化产业园区。
到 2020 年，随着文化与旅游
双向深度融合，促进休闲娱乐消
费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届时将支
持建设一批有历史、地域、民族
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旅游休闲街
区、特色小(城)镇。

鼓励“文化+”
融合发展
在文化特色小镇建设中，将
推动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装
备制造业和消费品工业深度融
合，提升产品附加价值；鼓励合
理利用工业遗产发展文化产业，
以文化创意为引领，加强文化传
承与创新，建设有文化内涵的特
色城镇。
《规划》指出，将鼓励文化创
意、演艺、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
遗产等与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具
有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旅游
演艺精品和旅游商品；提升文化
旅游产品开发和服务设计水平，
促进发展参与式、体验式等新型
业态；支持开发集文化创意、旅
游休闲、康体养生等主题于一体
的文化旅游综合体；扶持旅游与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数字文化产
业相融合。
同时还将推动文化产业与农
业有机结合，合理开发农业文化
遗产，
支持发展集农耕体验、田园
观光、教育展示、文化创意于一体
的特色农业；支持发展体育竞赛
表演、电子竞技等新业态，
鼓励地
方依托当地自然人文资源举办特
色体育活动；推动文化产业与健
康养老产业结合；支持开发承载

中医药文化的创意产品。
《规 划》表 示 ，将 推 动 中 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
会、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
中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会、中
国国际网络文化博览会、中国国
际动漫游戏博览会等重点文化
产业展会转型升级。
有数据显示，
到 2020 年，
预计
动漫产业产值达到 2500 亿元左
右，随着动漫创意和产品质量大
幅提升，文化部将培育打造 3—5
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动漫展会。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中，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
心研究员罗天昊指出，在重点文
化产业展会的转型升级中，如同
乌镇借力互联网大会，各地的文
化特色小镇完全可以将上述展
会嫁接到自己的小镇。随着动
漫产业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动漫会展、动漫节等 IP 也将促进
特色小镇的发展。

积极引入 PPP 等
融资模式创新
《规划》称，将创新文化产业
融资模式，推动文化资源与金融
资本有效对接。鼓励金融机构
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开发
适合文化企业特点的文化金融
产品。积极探索文化资产管理、
文化产业融资租赁、文化保险等
业务创新。
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
融资，进一步扩大文化企业上市
融资、并购重组。大力发展文化
产业股权融资，研究设计“文创
债”，扩大文化企业债券融资规
模。鼓励金融机构针对文化产
业特点创新产品和服务，建立文
化产业融资担保、保险、版权质
押等投融资服务体系。
同时，还将推广实施文化领
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征

古北口镇：
长城脚下的特色小镇
集适宜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PPP）模式的文化项目。切实
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项 目 示 范 工 作 ，形 成 一 批 可 复
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助推更
多项目落地实施。
绿维创景战略规划研究院
院 长 屠 长 风 在 接 受《中 国 企 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大力
倡导的 PPP 模式，为文化旅游特
色小镇开发提供了原动力。
“从原来单一项目的开发，
变成与政府合作全生命周期全
产业链项目群发展。”屠长风认
为，PPP 模式将发挥金融机构的
“投资、贷款、债券、租赁、证券、
基金”综合服务功能和作用，在
设立基金、发行债券、资产证券
化等方面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发挥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盘活
当地特色资产资源，为特色小镇
建设提供多元化金融支持。

敬告读者
中国企业园区国际合作
联盟将不定期推出以“园区
招商”为主题的公益讲座，请
读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根据
各自关注的园区话题和招商
需求，选择并及时填报你所
关注的档期、讲座主题和主
讲嘉宾，以便主办方“量身定
制”
、精准推送。

在北京密云，赫赫有名的古北
口长城下，不仅有着第一批国家级
特色小镇——古北口镇，还有着古
北口村等传统古村落。

抗战文化、
长城文化彰显魅力
古北口镇位于北京市东北部，
距密云城区 55 公里，与河北省滦平
县相邻，
是北京市的东北门户，
自古
为北部地区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
更是战略上的咽喉要道，
素有“燕京
门户”
、
“京师锁钥”之称。全镇总面
积 85.82 平 方 公 里 ，下 辖 9 个 行 政
村、4 个居委会。2016 年全镇总人
口 9154 人，其中农业人口 6834 人，
民族主要有汉、满、蒙、回等 7 个民
族。
2016 年，古北口镇被住建部评
为首批“中国特色小镇”之一。同
时，它还是北京市第二批 42 个重点
镇之一，北京市 30 个文化创意产业
集聚区之一。同时，
“司马台-雾灵
山沟域”是北京市政府重点支持的
七条沟域经济带之一。
2008 年古北口镇被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评为“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2011 年被财政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改委确定
为“全国首批绿色低碳重点小城镇
试点镇”；2015 年被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国家旅游局评为“全国特色景
观旅游名镇”。
古北口历史文化悠久，历来为
兵家必争之地。早在春秋战国时的
燕国就在此筑墩设防；
南北朝时的北
齐也在此地构筑石砌长城。作为历
史的见证者，
古镇留下了众多的名胜
古迹，
曾经有七郎坟、令公庙大小庙
宇 72 座，现保存和修缮完整的文物
古迹有 12 处。镇域内还拥有五段明
长城资源和以明长城与北齐长城组
成的长城环线，其中司马台长城以
“险、
密、
奇、
巧、
全”
著称于世，
被称为
“中国长城之最”
。
（下转第十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