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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新谋发展 携手共进筑未来
2019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大会成功举办
本报记者 梁隽妤

8 月 19 日 ，在 歌 华 有 线 杯·
2019 北京文化创意大赛总决赛盛
大举办期间，第 14 届北京文博会
主题活动之一的中国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大会的启幕，
更为中国文创
领域再添新热度，以一个主论坛，
中国文创新品牌、
文博文创和公园
文创、冰雪文创三个分论坛的形
式，
共同围绕
“改革创新谋发展，
携
手共进筑未来”的主题，探讨文化
产业继续纵深发展的空间。
本届歌华有线杯·2019 北京
文创大赛总决赛上各路创业才俊
齐聚一堂。8 月 19 日，
由北京市委
宣传部主办，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
促进中心、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
管理学院、
北京文化创意大赛创业
服务中心承办的北京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大会，在天鼎 218 文创园同
期举办。
4 个月前正式启动的歌华有
线杯 2019 北京文创大赛，由天坛
公园出发，落幕总决赛和同期举
办的文创产业发展大会也恰好在
东城区举办。作为东道主，东城
区委副书记、区长金晖介绍了东
城区的区域核心优势，并表示，东
城区是首都功能的核心区，区域
经济实力和营商环境处于全市前
列。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坚持实
施文化强区战略，出台了一系列
“文化+产业”扶持政策，积极打造
“紫金之东 ，文商共融 ”的环 境 。
金晖希望，借助文创大赛和发展
大会的平台，让政企实现真正合
作，共同建设好东城这块投资热
土和兴业福地，形成多赢、双赢和
共赢的局面。
在 8 月 19 日上午举办的主论
坛上，荣宝斋党委书记朱涛、中国
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
长金元浦、
江西萍乡市委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梅先盛、
上海产业转型发

金晖

梅松

范周

常继生

苏忠

田佳

展研究院副院长严含、
南开大学文
学院教授、
天津市创意产业协会会
长薛义等嘉宾，
从老字号文化企业
发展、跨界创意与科文融合、地方
文创产业发展现状等角度、
数字文
化创新城区，与现场观众进行分
享。
下午的三场分论坛更是精准
对焦前沿热点，
围绕不同文创领域
提出真知灼见。在
“中国文创新品
牌”分论坛上，中国传媒大学文化
产业管理学院院长范周、
品牌中国
战略规划院副院长常继生等文化
品牌领域专家学者发表主题演
讲。北京文化创意大赛组委会、
市
文促中心与品牌中国战略规划院、
《中国企业报》、
大业传媒集团还共
同签署了《中国文创新品牌年度发
布合作协议》，常继生以北京文创
大赛参赛项目为案例和样本，
发布
“中国文创新品牌榜单入选标
准”
。据了解，
首批《中国文创新品
牌》榜单将于年内正式发布，并于

每年定期展开，
持续推出并打造一
批有价值、
有影响、
有口碑、
可推广
的中国文创新品牌。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巡视
员、
市文促中心主任梅松在致辞中
介绍，打造“中国文创新品牌”，北
京文创大赛是首发者之一，
这个设
想是去年和品牌中国战略规划院、
《中国名牌》杂志社、
大业传媒集团
共同谋划的。所谓
“中国文创新品
牌”
有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
“中国文创”
，
表明这个事不仅是北京的，
更是全
国的，
下半年将发布中国文创新品
牌榜单，
从首届北京文创大赛的获
奖名录中进行优选品牌，
持续推动
更多优秀文创品牌
“走出去”
。
第二个关键词是
“新”
，
标志着
我们选出来的是新时代、新技术、
新发展下的新品牌。
第三个关键词是品牌，
虽然当
前文创产业大部分是中小微企业，
但企业再小都需要树立品牌意识，

只有这样企业未来才能有更远大
的发展前景。
关于文创新品牌的塑造路径
和未来趋势，中国传媒大学文化
产业管理学院院长范周作为关注
并研究中国文创产业发展多年的
专 家 ，在 主 旨 演 讲 中 金 句 频 频 。
范周表示，近年来，文创产值占比
不断加大，文创收入不断增加，文
创业态不断丰富，成为激发文化
消费活力的加速器，推动文创产
品研发的动力阀，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的转换器。未来，中国要打
造文创新品牌，一定要坚持差异
化发展、坚持跨界融合，提升消费
者的文化体验感。
“好的文化品牌
一定要让大家感觉到零距离，不
仅是消费者和文创商品的零距
离，也是文化与其他行业的零距
离。”范周说，比如咖啡馆已经不
仅是喝咖啡的地方，书店不再是
以卖书为单一模式，人们走进商
场也不一定是购物，种种迹象均

表明，未来各种消费场景一定是
文化综合体的形态。
品牌中国战略规划院副院长
常继生发布了
“中国文创新品牌榜
单入选标准”。常继生表示，文创
新品牌是一个生态系统，
它包括市
场生态系统、资本生态系统、研发
生态系统、管理生态系统、创新生
态系统等多个系统领域，
而每个系
统都有约 20 个权重指标，综合衡
量品牌可持续发展能力。常继生
说：
“中国文创新品牌应该具有形
象化的价值远景、
清晰化的品牌战
略、差异化的品类定位、开放化的
传承创新、特色化的创意设计、溢
价化的盈利能力、
内容化的价值资
源，
以及专注化的运营团队。
”
大业传媒集团作为
“中国文创
新品牌”四家发起方的一员，多年
来持续关注并参与到推动中国企
业品牌化的进程中。大业传媒集
团董事长、总裁苏忠表示，希望通
过此活动让文创品牌建设系统化、
生态化、常态化，并进一步推动整
个文创产业的转型升级，
推动文化
消费的转型升级。据介绍，
大业传
媒集团成立 22 年来，培育了多个
品牌项目，
比如与市文促中心和北
京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国内首档文
化创意创投类综艺《创意中国》，
又
比如蜚声国际的学龄前动画《洛宝
贝》，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品
牌运作理念。
大业传媒集团副总裁、
大业漫
奇妙总经理田佳在分享中谈到，
创
意正朝着以哲学为顶层架构的方
向发展，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是不同的，
都
有它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它的积
淀，
因此我们需要找到它们之间的
内在关系和相同。
“《洛宝贝》能
‘走
出去’
很重要的一点是找到了人类
共通的情感就是爱和快乐，
在某种
意义上打通了全世界孩子们的内
在需求。
”
田佳说道。

博创意设计赛区的办赛经验，分
享了博物馆与社会力量合作方面
的思考和想法。针对目前面临的
政企主体矛盾、资金投入少、文创
收入低、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哈
骏提出要积极开展文博文创产品
试点单位工作、要探索文创产业
开发机制和运营模式、进一步完
善“北京文博衍生品创新孵化平
台”
服务功能等多个发展举措。
今年 4 月，中国传媒大学在北
京市委宣传部指示下，对北京文
博、公园系统进行调研，以期进一

步了解北京市公园、文博系统在
文创开发中遇到的问题，并研究
出未来的文化对应策略。在此次
的论坛上，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
业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杨剑飞现
场提前“剧透”了这份初步调研报
告，引得现场文博人对调研报告
的最终出炉万分期待。杨剑飞结
合国内外如故宫、颐和园、大英博
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在文
博文物产品开发上取得成功的知
名文博单位文创开发经验，提出
要在“求新勿忘复古，求变勿忘传

统”的基础上，从资源开发理念、
运营模式、应用技术及人才培养
制度四个方面加大创新力度。
本次文博文创和公园文创分
论坛的举办，为北京文博文创、公
园文创产业在技术创新应用、产
业跨界融合，国有博物馆、市属公
园与企业合作等层面都提供了新
思路，研讨出一些值得复制和推
广的发展模式，将有效推动未来
北京文博文创、公园文创的发展，
助力北京文创产业再上一个台
阶。

相关链接

文创发展造就幸福生活
文博文创和公园文创分论坛圆满举办
8 月 19 日下午，北京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大会文博文创和公园文
创分论坛圆满举办，北京市文物
局 、市 公 园 管 理 中 心 的 领 导 ，文
博、公园文创行业领域专家学者、
相关企业负责人到场，以主旨演
讲以及案例分享的形式，与观众
共同交流研讨文博文创以及公园
文创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
遇，探索实现文博、公园文创产业
长足发展新路径。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管
理处处长缪祥流首先上台与观众

分享了以颐和园、天坛公园为首
的北京市属公园，自 2016 年以来
在试水“公园文创”过程中取得的
成果和经验。他总结道，公园文
创将文创与公园管理、游人服务
相融合，通过举办特色公园活动、
宣传营销模式多样化等方式，令
公园文创在短短三年内取得了喜
人的发展成果。市属公园在公园
文创领域的一系列探索模式，也
非常值得在全国推广和借鉴。
北京市文物局市场处处长哈
骏则是结合本届北京文创大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