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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to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promote cultural construction steadily.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culture indus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s regarded as a new power of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our culture industry is underdeveloped relatively due to some restraining factors, such as supply-demand imbalance of culture products, un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 incomplete legislation, which are
from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stimulate culture industry to grow in a sustainable, rapid
and sound manner, we need to establish restriction mechanism, competition mechanism and safeguard mechanism, develop the positive guiding role of government well,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culture market, increase innovation of culture industry, improve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culture industry enterprises, and develop market-oriented cultur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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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此背景下，文化产业被视为经

济增长的新动力，在社会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由于受到文化产品供
求不平衡、文化资源开发不合理、文化产业立法不完善等内外部因素的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相对
滞后。为此，我国需要建立相关的制约机制、竞争机制和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
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加强文化产业的创新力度，完善文化产业企业的管理制度，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发展文化产业。
关键词：文化产业；现实障碍；促进机制

1. 引言
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
1

说明：文中的我国指代中国内地不包含港澳台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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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
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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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展的作用[1]。”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

内外市场规模大约为 8400 亿元人民币，占同期 GDP

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

比重仅约为 2.5%，到 2011 年，我国文化产业总产值

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预计超过 3.9 万亿元，占 GDP 比重将首次超过 3%，

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也逐渐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

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很小，但处于不

愿望。其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曾明确提出坚持

断上升态势。由此可见，我国文化产值提升仍然存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较大的增长空间，而提升这一产值的关键在于发展文

强国的目标。因此，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

化产业。

注重发展文化产业，促进文化繁荣发展，进而提升文

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与繁荣，文化产品不断地丰

化软实力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建设文化强

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反过来，人们又会对文化产品产

国的重要内容。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3 月发布首

生更强烈的消费需求，而这也有助于提振内需。与此

部《文化软实力蓝皮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

同时，文化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需要大量

(2010)》报告指出，我国文化产业占世界文化市场比
重不足 4%。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从文化产业发展的
必要性角度出发，探究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
因素，分析原因，提出解决方案。

2. 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2.1. 发展文化产业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
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即使在 2008

人才的参与，这必然能够扩大就业需求，提供大量的
就业机会，缓解劳工供求矛盾，降低失业率。再者，
通过文化产业提供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精神产品
和服务，把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调节手段来缓解社会心
理压力，进而缓解社会矛盾，同时依靠文化的力量有
助于提升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活力，提高国民素质，增
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促进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

2.3. 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内在要求

年经济危机期间仍保持 9%的增速，如今已成为 GDP

“十二五”规划提出以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

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虽然，我国的经济实力、科

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对于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技实力、军事实力和资源实力等“硬实力”日益增强，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三个转变”：由主要依靠投

但与国内生产总值、外汇储备等硬实力相比，我国的

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文化软实力较为落后。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文

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

化的凝聚力、亲和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主要以文化

业协同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

为依托。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演进，

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融合日益密切，文化的经济功能

文化产业本身包含着丰富的智力和科学内涵，具

逐渐增强，是否具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已经逐步成为

有低成本、无污染、高回报等特点，是一个以创意为

[2]

衡量国家力量的重要指标 。提高文化软实力，一个

主要动力的第三产业[3]。文化产业在我国也隐藏着巨

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进一步解

大的文化消费潜力，加大发展文化产业，加强文化产

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因此，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促

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使文化因素渗透到第三产业，

使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态势与经济发展同步，无疑是

提高文化产业在第三产业的比重，有助于增大第三产

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实现“十二五”规划提出的

2.2. 发展文化产业能够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消费需求

“三个转变”
，逐步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2.4. 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

2005 年到 2011 年，我国文化产业正处于快速发

升，人们的消费需求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温饱而追求更

展的时期，增长势头强劲。尽管期间受到世界经济危

高层次的精神和文化消费。2009 年，我国文化产业国

机的冲击，增速有所放缓，但就发展趋势而言，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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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呈现较好的发展趋势。由图 1 可知，近年来，文
化产业增速基本保持在 15%以上，高于 GDP 增速。
然而，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却并没有明显
提升，例如，2010 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仅为
1.1052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 2.75%。
由此可见，文化产业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仍需不断
强化，产业规模仍需进一步扩大。

3.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滞后的成因剖析
3.1. 内部原因
1) 文化产业投资不足。文化产业投资渠道不畅
通，投资主体不多样化，以至于文化产业发展缺乏资
金支持。一般情况下，文化产业的投资渠道可分为政
府投资、民间投资和引入外资，其中又以国家财政投
入为主。遗憾的是，2010 年，国家在文体与传媒领域
支出仅占教育支出的 12%；2011 年，国家财政在文体
与传媒的投入预算占教育支出的 13%，仅占中央财政
支出预算的 0.7%。另一方面，由于新兴国家的投资环
境的不确定，流动性大，我国难以将外资长期稳定在
国内。再者，民间投资较多，但带有较大盲目性，以
至于投资成本偏高。这些都使得文化产业的有效投资
不足，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4]。
2) 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供给存在缺口。与国内外文
化产品的供给相比，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相对单一，文
化产品的多样性有待增强。与此同时，从消费者的需
求来看，不少的文化产品达不到民众的精神消费要

Figure 1. The data about Chinese culture industry and GDP between 2005 and 2011 (data source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图 1. 2005 到 2011 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 GDP 的数据比较(数据来
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全致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企业的
经营效益很难实现。

3.2. 外部原因
1) 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尽管我国拥有丰
富优秀的传统文化，但这些文化资源并没有转化为强
有力的文化竞争力。与此同时，人们对文化资源利用
程度也很有限。文化产品所包含的商业因素并没有很
好地转化为经济效益，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论是起步还
是后续发展都较为迟缓。
2) 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难。到目前为止，我国还
没有出台一部独立的指导整个文化产业发展的全国
性的文化产业规划，现今的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政策法
规也不健全。没有权威的政策引导，文化产业发展举
步维艰。而立法滞后又使得文化产业这一朝阳产业难
以找到创新制高点，很难保障其健康快速的发展。

求。有限的文化产品供给远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

3) 文化市场开放度低，市场化、社会化程度不高。

求，文化产品消费存在较大的缺口，特别是高质量文

目前，我国文化市场还处于发育初期，文化要素市场、

化产品的供给严重短缺。

文化产品和服务市场正处于发展中，缺少与文化产品

3) 文化产业战略意识不强。我国文化产业经营单
位分散程度过高，多而不强。再者，我国文化产业起
步晚，文化企业规模小，经营成本高，效益低，类似

生产和流通紧密相关的市场环境和条件。这无疑制约
了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

跨国公司的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现代大型文化企

4. 构建文化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促进机制

业，文化集团寥寥无几[5]。为数不多的文化企业在区

文化产业这一环境友好型产业在国内有良好的

域上又比较分散，产业集群化程度低，相互之间的合

发展前景，鉴于文化产业发展遇到的瓶颈问题，可以

作不紧密，不能形成强大的集群效益。

从以下三个方面建立促进机制，来保障文化产业快

4) 文化产业中的企业制度不合理。很多经营性文
化企业没有严格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
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总要求实行公司制。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这类企业的管理制度不健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速、健康发展。

4.1. 建立文化产业发展的制约机制
发展文化产业是促进经济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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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由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质，也使得某些

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据悉，全美从事文化艺术及其

文化不能实现产业化。因而，为了避免笼统的文化产

相关产业的人员有 1700 多万人，而我国文化产业的

业意识，盲目发展文化产业，政府需要在尊重文化生

从业人数仅为 1100 多万，仅占城镇从业人员的 5％，

产的自身规律的基础上区分公益性文化产业和经营

其中，高端人才和文化复合型人才占城镇从业人员的

性文化产业。在此基础上，细分文化产业的门类，制

比例就更小了。由此可见，鼓励和扶持高等院校强化

定合理的准入条件，使得文化产业能够健康发展。与

对人才的培养尤为重要。具体而言高校可以增设与文

此同时，对于那些市场前景好、需求高、代表性强的

化产业相关的专业，创新培训方式、学习内容、管理

文化种类要大力促进其产业化发展。相反，对观众反

体制，致力于培养高层次人才队伍与创新团队。

应不强烈或那些文化原味要求高的就不宜过多发展。

4.2. 建立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机制

5.3. 完善文化产业企业的管理制度
规范文化产业企业的发展，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

有竞争的企业才有活力，有竞争的行业才会旺

可以引导其向股份制公司发展，与此同时不断完善企

盛。良好的竞争机制又离不开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

业的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此外，

为此在文化产业的各行业间实施考核评估制，并做年

逐步搭建文化产业集聚园平台，把服务、土地、知识、

度竞争力排名，以资源的重新分配作为奖惩，从而达

科技、劳动力等优势聚集在一起，促进分工与合作，

[6]

到优胜劣汰 。在文化产业的企业内部可以实施岗位

产生集聚效应，促使文化产业企业规模扩大化、产业

责任制。此举有助于提高整个文化产业的经营效率。

集群化[8]。这种集约化模式通过资源互补形成的规模

4.3. 建立文化产业发展的保障机制

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能够带来很大的成本优势，这将

文化产业保障机制的构建要从三方面着手考虑：
政策保障、人才队伍保障、资金保障。政府相关职能

是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

5.4.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展文化产业

部门应当尽快出台促进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法

与制造业以产品为导向不同，文化产业主要以消

规。文化行业协会则应需要制定自律规则和条例。此

费者的需求为导向。目前，我国文化消费潜力巨大，

外，培育创新型人才队伍，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投资

企业可以通过营销渠道和促销手段加大宣传和推广，

力度也是文化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培育出更大的市场，以此获得丰厚的市场利益。

5. 化解文化产业发展难点的政策建议

5.5. 加强文化产业的创新力度

5.1. 发挥政府引导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为此，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美国

文化产业企业和从业人员需要把创意作为生命
线，立足于当代中国现实，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文化产业的产值在 GDP 中能够占到 20%以上，其中

贴近群众的原则，突破局限，自由创作。我国具有博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高度重视政府在政策法规

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结合

制定、文化市场监管、财政投入等方面的作用[7]。在

各地鲜明的文化特色与文化资源，利用互联网平台和

政策法规方面，尽早出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法

现代科技建立大型的产业示范群，实现与本地资源对

规，提供有力的政策扶持。在投资方面，加大财政支

应的专业化[9]。但是，在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的同

持的力度，针对文化产业建立专门基金，并实施利率

时不要过度依赖，还要与世界优秀文化广泛交流，这

优惠政策，同时，积极促进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对接，

样才能在不断进步中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

完善多层次的贷款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来推动文化

6. 致谢

产业的快速发展。

5.2. 注重人才的培育
目前，提高文化产业各层次从业人员的数量和质
56

本文的创作与各方的关怀是分不开的，在此论文
完成之际，向为本文提供指导和帮助的同学和老师，
以及给予转载和引用权的资料、文献、研究思想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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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所有者，表示衷心地感谢。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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