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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横店现学现品特色小镇的文化和创意
本报记者 范颖华

在住建部近日公布的 2017 年
第二批 276 个全国特色小镇公示
名单中，浙江富春江镇、河南函谷
关镇、四川香格里拉镇、陕西武侯
镇等一批有着优质文化历史 IP 的
特色小镇纷纷脱颖而出。可以想
见，未来一段时期，文化、文旅特
色小镇将成为特色小镇建设的生
力军。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将
于 8 月 25 日至 26 日在浙江横店
影视文化特色小镇举办“第十四
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文化特色
小 镇（横 店）峰 会 暨 全 球 特 色 小
镇（横店）实训营 ”，徐文 荣 等 小
镇 操 盘 者 ，将 告 诉 你 什 么 叫 IP，
什么叫“无 中生有 ”，什么 叫“文
化植入”。

政策提示
特色小镇需融入文化
在“十三五”文化、旅游等多
个国家行业规划中，均呈现对文
化特色小镇建设利好的消息。
在国务院下发的《“十三五”
旅游业发展规划》中，着重提到了
旅游+文化融合发展。规划提出，
要培育以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和
实践活动为支撑的体验旅游、研
学旅行和传统村落休闲旅游。发
展 文 化 演 艺 旅 游 ，推 动“ 多 彩 民
族”
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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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未来，文
化部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融入新
型城镇化建设，承载文化记忆和
乡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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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各地建设一
批文化特点鲜明和主导产业突出

横店特色小镇鸟瞰
的特色文化小（城）镇。
2020 年之前，随着文化与旅
游双向深度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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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指出，在文化特色小
镇建设中，鼓励“文化+”，鼓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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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利用工农业文
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药
文化等与旅游资源、健康养老产
整合，提升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和
服务设计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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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小镇
都做“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
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创意产业
研究会会长金元浦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创意产
业可以说是特色小镇发展中的引
擎。特色小镇和新型城镇化的发
展需要文化创意产业的推进。
在各地文化特色小镇建设实
践中，也开始对文化产品金融化
进行探索。
文化部的《规划》中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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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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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浙江文旅特色小镇建设
中，对青瓷、石雕、红木等传统文
化为特色的小镇，便提出可通过
文化产品抵质押、艺术品融资等
方式给予支持。
2016 年 11 月，华侨城集团与
深圳市光明新区管委会签署了关
于打造光明小镇的协议。华侨城
集团将按照 500 亿至 1000 亿元的
投资规模，以“文化+旅游+城镇
化”战略为主线，以古村落、碉楼、
宗祠为代表的人文景观，深度挖

掘 华 侨 文 化 、农 耕 文 化 、岭 南 文
化、美食文化等特色资源，将光明
小镇建设成集生态观光、度假休
闲、文化体验、科技创意于一体的
高品质生态文化旅游特色小镇。
据了解，除了深圳本地的光
明小镇、甘坑客家文化新镇，接下
来华侨城还将在全国打造 100 个
这样的特色小镇，重点布局在厦
门、福州、北京、西安、成都等大城
市周边。

学横店
做有文化的小镇
2016 年 10 月，住建部公布的
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中，浙
江横店镇名列其中，成为首批中
国特色小镇。作为中国文化产业
发展的扛旗者，横店一直走在中
国特色小镇的建设前列。
中国企业园区国际合作联盟
主席吴昀国认为，
横店集团是较早
开发特色小镇的代表。乌镇和横
店两者相比的话，横店的模式、经
验更值得学习。因为乌镇交通便

利，
又有很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
横店则是在一片荒山、
一个偏僻的
山区里建成的，
很不可思议。
如果说学习文化特色小镇建
设经验的话，
横店当之无愧。
2017 年 8 月 25 日至 26 日，
《中
国企业报》集团与横店共创共有
共富共享工作委员会携手，将在
浙江金华东阳横店影视文化特色
小镇举办主题为“新兴产业、区域
经济与文化小镇共生共荣”的“第
十四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文化特
色小镇（横店）峰会暨全球特色小
镇（横店）实训营”。
实训营将邀请相关部委领
导、专家、企业家，解读国家政策，
分析样本案例，汇集政策资源、信
息资源和企业资源，提供创建辅
导、资源对接、传播推广等服务，
共同推动特色小镇建设联动发
展。
与会代表除了可以在横店影
视城特色文化小镇实地考察，见
证中国文博产业联盟（横店）基地
成立、和平玫瑰横店特色小镇项
目签约等精彩活动之外，此次实
训营还将组织“主旨演讲”、
“政策
辅导”、
“ 专家对话”等方式，解决
特色小镇普遍关注的热点、焦点
问题。有针对性的帮助地方政府
和企业打造特色小镇核心产业，
使特色小镇成为技术、产业、社区
集聚平台。
同时，大会还将发布“中国文
化特色小镇建设十佳样本”，并对
横店影视文化特色小镇样本进行
全方位考察、全面展示及深入解
析。
届时，全国各地特色小镇、各
地政府负责人及对小镇建设相关
的产业企业负责人和金融机构负
责人将可以到中国文化特色小镇
产业发展第一镇“横店”来取经，
听第一镇的“第一人”——徐文荣
亲授文化小镇“无中生有”的秘籍
“真经”。

文化创意将支撑特色小镇发展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会长金元浦
本报记者 范颖华

无论是文化特色小镇还是其
他类别特色小镇都需要花大力气
做文化的提炼和升级工作。文化
创意专家金元浦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特色小镇
不一定要规模过大、太大，一定要
稳固发展，
谋定而后动。
《中国企业报》：
你怎么看待目
前特色小镇的发展类型？
金元浦：
特色小镇目前可分为
四类：第一类是依靠旅游、传统历
史文化、山水、民宿等模式形成的
小镇；
第二类是创新型小镇。比如
各地基金小镇、物联网小镇、文化
会展小镇等；
第三类是产业新型小
镇。比如传统制造业小镇升级换
代走向高端制造业，
此类特色小镇
对全国来讲尤其有启示意义；
第四
类是时尚创意型小镇，
比如梦想小

镇、
宠物小镇、
巧克力甜蜜小镇等，
贴近了青年人的生活需求，
体现出
时尚。
从以上可以看出其共性特
点：首先是每一个小镇必须有产
业支撑，再就是有一个主打产业
类型，同时有一个创新创意的团
队介入。
《中国企业报》：
文化创意和特
色小镇两者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金元浦：可以说，新型城镇化
的发展需要文化创意产业，特色
小镇等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也带动
了文化创意产业、创意经济的发
展。
随着人们对文化和创意产品
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文化成为一个
城市、
小镇最重要的历史资源和品
牌标识。
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为其他多
种产业提供引擎服务。随着文化

创意产业自身的定位发生变化，
它
已不再是边界固定的生产行业，
而
是可以为其他产业提供服务的引
擎，
并将在未来起到引领的先导性
作用。特别是通过创意和设计打
破过去低端制造业的状态，
从供给
侧为这些产业实现升级换代做出
贡献。
特色小镇离不开分门别类的
几十种各类产业，
而创意产业可以
和任何产业形态结合，
并将打破部
门间、
行业间的利益壁垒。
比如，目前出行方面出现了
扫码使用的共享单车、滴滴打车，
甚至共享汽车，正是通过高科技
的创意设计提升了我们的生活水
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通
过高科技和文化的结合创造出的
创意经济，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升
级换代。
文化创意设计还能解决我们

所有城市、特色小镇“千城一面”、
“千镇一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在
中国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
使用同一张图纸建设几十栋大
楼，这是极其恶劣的现象，全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找到这样的
情况。
现在我们有了特色小镇，
这一
系列都将可以通过一个最基本的
方式——创意设计来实现。创意
设计解决了城乡的就地现代化，
解
决了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
解决
了乡亲乡里、邻里相亲相爱和乡
愁，
解决了返乡农民工回去建设新
农村的问题。
《中国企业报》：你认为，文化
创意产业将如何推动文化特色小
镇的发展？
金元浦：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
核心要素是人才。同时，
发展文化
创意产业一定要与互联网+结合。

而这两点都能在特色小镇中找到
落脚点。
美国的硅谷和中国的中关村
已经形成了创意人才的集聚，
出现
了创意部落。随着特色小镇众创
空间的打造，创意团队、创意集群
（部落）会大量落户特色小镇。我
国现在也出现了创意阶层，
并将在
现实中成长发展起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中
国也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物
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国家标识，
代表
了一个城市长久存在的历史依
据。在巴黎、伦敦、佛罗伦萨等历
史悠久的古城，
无不如此。比如德
国的海德堡文化小镇等欧洲小镇
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中国各地各类特色小镇有着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我们
去挖掘、提炼和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