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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周，《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
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
见》、《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
意见》 等文化产业利好政策接连出
台，内容求实重效。同时，《关于支持
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意见》 也已起草
完毕，并将于近日正式发布。一系列
的金融、财政支持政策密集推出，将
为更多文化企业尤其是小微文化企业
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2009 年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出
台，文化产业首次上升至国家战略产
业层面。2011 年“十二五”规划纲要
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即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 5%以上。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市场建
设，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 15%以上”，
无疑为我国经济转型点燃了“文化引
擎”。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由中国制
造向中国创造发力的重要“推手”。系
列政策的出台，也将引发多领域、多
行业及相关企业进入新一轮投资、发
展机遇期。

在这样多元的政策利好中，文化
与金融、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政策值得
关注。文化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政策
支持、科技力量支撑，这两大要素是
助推文化产业由小到大，提质增效，
由低端走向高端发展的关键。如 《关
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对加强金
融服务进行了重点论述，提出将“建
立完善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企业无形
资产评估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企
业上市，鼓励企业发行公司债、企业
债、集合信托和集合债、中小企业私
募债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政府引导，推动设立文化创意和设计
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投资基金。
积极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
资基金及各类投资机构投资文化创意
和设计服务领域”等。关于文化与科
技融合，该 《意见》 提出，“加强科
技与文化的结合，促进创意和设计
产 品 服 务 的 生 产 、 交 易 和 成 果 转

化，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产
品，实现文化价值与实用价值的有
机统一。”《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
贸易的意见》 中也提到，“支持文化
和科技融合发展，鼓励企业开展技
术创新，增加对文化出口产品和服
务的研发投入，开发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支持
文 化 企 业 积 极 利 用 国 际 先 进 技 术 ，
提升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

金融、科技与文化融合助推产业
加速发展，各地各部门实践中的创新
做法值得关注。今年 2 月底，文化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率先在北京中关
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试点。中关
村园区内符合条件的从事文化产业支
撑技术等领域的企业从此可享受高新
技术企业享有的优惠政策扶持，如减
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

南京金融文化服务中心也于去年
11 月正式挂牌，该中心整合文交所、
文化小贷公司、文创基金、文化银

行、保险、担保、信托等金融机构，
专门为该市中小文化企业提供全方位
金融支持。其中，南京银行、北京银
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等 4 家还成
为南京市首批“文化银行”。

“从年初到现在，南京银行已经为
文化企业发放了 5000 至 6000 万元的
信用贷款。”南京银行文化事业部负责
人刘涛告诉记者，“我们以前常做科技
金融，今年年初开始大力进入文化领
域，将针对文化企业特点，采用一对
一‘定制化’的类信用操作模式，为
文化企业提供实在的金融服务。”

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推动文化改
革发展，第一次全国文化金融合作会
议定于 3 月 25 日在无锡召开，文化
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 《关于深
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 将正式
出台，明确要求创新文化金融体制机
制，创新符合文化产业发展需求特点
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同时加强组织实
施与配套保障。

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文
化创意产业何以能快速发展？关键是得
益于多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文化与科技多元融合

以 2012 年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文化
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为契机，中关村在
文化和科技融合领域内积极展开更加多
元的探索。

“我们通过搭建平台，使文化和科
技更加融合。比如创意数码的转化平
台，可以使企业和个人创业者真正将创
意转化成为可用的商品，并推向市场，
从而实现靠创意赚钱，用智力创造财
富，并形成快速高效转化的新兴商业模
式。这样，既可以降低创业成本，也能提
高成功率。”中关村海淀园管委会科技

发展处处长付晓明说。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常常是相互促进、

同赢共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张
力，不断为科技创新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加速新科技在全球的
流动速度和流量，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
梅松说，文化创意需要科技手段来表达
和展示它的特点，这恰恰是中关村的优
势。例如小米、百度等，就是把设计和文
化结合在一起，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及呈
现方式，把设计的成果和文化的内涵表
达出来。

特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集聚

北京作为首都在文化、信息、教育、
科技等方面的优势，是中关村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得天独厚之条件。
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中关村已

形成数字出版、数字媒体广告、在线音
乐、动漫网游等业态组成的数字内容
产业群。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是
北京市首个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中关
村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中关村软件
园、中关村东升科技园、中关村雍和园
等也先后入选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
区，示范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态
势日趋明显。

中关村石景山园以网络游戏、影视
动漫、数字媒体为特色，形成了北京数字
娱乐产业示范基地和中国动漫游戏城两
大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自 2007年以来，中关村雍和园引导
一批闲置厂房“腾笼换鸟”，在充分尊重

历史遗存的基础上，植入创意产业元素，
打造出独具雍和园、东城区特色的“胡同
里的创意工厂”，吸引了超过 500家中小
型文化创意企业入驻，建立起集创业服
务、娱乐休闲和创意旅游等功能于一体
的新型文化企业成长基地。

政策创新助力产业发展

为扶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2013
年 ９ 月 末 出 台 的 中 关 村“ 新 四 条 ”政
策，针对文化企业明确了认定为高新
技术企业的标准。此举让符合条件的
企 业 ，可 以 享 受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减 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先行
先试政策。

“针对科技和文化融合项目，北京
市政府和中关村管委会每年都会有扶
持资金，符合条件的项目都可以申报。”
光线传媒陈雪飞说，这对企业来讲无异
于“雪中送炭”。

为了让文化创意产业更好地发挥作
用，中关村科学城正着手建设国际文化
产业创新园、服饰时尚设计产业设计园、
影视文化产业创新园。这些特色产业园
将吸引文化创意企业的集体进驻，打造
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区。

在金融方面，为落实北京市科技创
新、文化创新“双轮驱动”的发展规
划，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在继续保持以
政策性平台业务为中心的同时，进一步
加强对文化创意企业的服务力度，优化
服务方式。截至 2013 年，中关村科技
担保公司已累计服务文化创意企业 182
家次，提供了超过 11 亿元的担保融资
服务。

文 化 创 新“ 活 水 ”来
——北京中关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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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中关村论坛年会举办文化创意专场企业对

接会，为各方搭建创业、创新平台。 马海涛摄

图为北京中关村石景山园区内的高端产业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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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相映生辉。悄然崛起的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

中关村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目前已形成以创意设计为主要产业形态的智力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业

集群，并在虚拟现实技术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知名度的企业。

最近，赵锐和他的江苏原力电脑动画制作有限公司像注
满了油的跑车，动力满满，干劲十足。原来，通过南京金融文
化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原力公司刚刚获得南京银行
1000 万元贷款。无论是创业仅 4 年的赵锐，还是他的原力公
司，都因这笔资金的注入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

一间办公室，三四台电脑，五六个大学毕业生，就是一家
文化公司。在南京 14700 余家文化企业中，95%以上都是这
样的小微企业。这些企业规模小、资产轻、门类广、资源集聚
度低、抗风险能力弱，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支持各种形式小微文化
企业发展。”如何帮扶？成为摆在各级地方政府面前的重要课
题。通过探索建立“文化金融服务中心”，南京为小微企业成
长创建了“南京模式”。

根据国家提出的积极运用金融手段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
有关精神，2013 年，南京依托该市国有文化产业专业投融资
平台——南京市文化投资控股集团，组建了全国第一家具备
综合功能的文化金融服务中心。

致力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该中心搭建
桥梁，一头连着南京市文化企业，一头对接各种金融机构，让
文化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直接对接。

原力公司就是通过这座“鹊桥”，获得 1000 万元金融扶
持的小微企业之一。江苏原力电脑动画制作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主要从事动画和游戏的外包制作，目前公司拥有美
国美艺（EA）、微软公司、华纳兄弟、腾讯、盛大、金山等国内外
80 家客户。对于原力这样一个处于成长中的小企业来说，新
的合作意味新的发展，发展所需的资金则显得尤为关键。但
对于固定资产只有一些台电脑的小型文化企业，获得传统银
行信贷支持殊为不易。就在赵锐一筹莫展之际，南京银行向
他伸来援助之手。

南京银行是中心授牌的“文化银行”之一。按照常规，银
行给小微企业发放贷款，一般都会在国家基准利率的基础上
上浮 10%，以规避小微企业轻资产带来的资金风险。如果是
中心推荐的企业，文化银行仅按国家基准利率放贷，原力从南
京银行获得的 1000 万元贷款，就是按国家基准利率计息
的。而银行可能面临的风险，则通过贷款风险补偿机制、信贷
利息补贴机制和贷款担保补贴机制来分解。

中心主任王蕾告诉记者，南京每年有一笔风险补贴专项
资金。一旦发生贷款风险，市区两级政府和银行将按照 7∶3
比例共同承担。“通过产业与金融的结合，创新设计符合文化
企业特点的金融创新组合产品，中心打通银行、基金、保险、小
贷、担保、交易所之间的壁垒，形成文化产业金融体系网络”。
王蕾表示，下一步，中心将在创新政府专项引导资金投向上多
探索，推进文化企业金融服务创新试点，最大限度发挥政府资
金的撬动作用。

通过中心运作，南京文化贷款累计发放 15.8 亿元，帮扶
了几十家小微文化企业获得成长基金，其中文化企业首贷户
占比超过 50%。

“文化银行”只是中心金融组合拳中一招。据南京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潘谷平介绍，根据 2013 年初南京市委宣传部、市
金融办、市文广新局、市人行营管部、市财政局等部门联合制
定出台的《南京市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建设计划》，到 2015
年，南京文化金融体系要实现覆盖 10000 家文化企业、支持
1000 家中小型文化企业、培育 100 家重点文化企业、打造 10
家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骨干文化企业的目标。

基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中心成立以来，即依托南
京文化投资控股集团，组建 50 个亿的产业投资基金。目前，
先期成立的南京文化创业投资基金运行良好，已有 1 家企业
进入上市辅导。

同时，南京市文化投资控股集团牵头出资 8000 万元，吸
引社会资本 1.2 亿元，发起成立全国第一家文化小额贷款公
司，首期出资额 1亿元。公司自 2013年 5月成立以来，秉承小
额分散的原则，在“文化银行”之间拾遗补缺。截至去年底，已
向本市 34 家文化企业累计发放贷款 2.04 亿元，7 个月资金周
转率达到 200%。

南京金融文化服务中心：

为金融与文化搭“鹊桥”
本报记者 薛海燕

完成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

改制，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完

善，活力进一步增强，文化产业

规模不断扩大，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得到较好发

挥。

——摘自《文化产业振兴

规划》

到 2020 年，培养一批高素

质人才，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企业，形成一批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打造一批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建设

一批特色鲜明的融合发展城

市、集聚区和新型城镇。

——摘自《关于推进文化

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

合发展的若干意见》

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加强政策引导，优

化市场环境，壮大市场主体，

改善贸易结构，在更大范围、

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

际文化合作和竞争，把更多具

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文化产品推

向世界。

——摘自《关于加快发展

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

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增强文化

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促进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发展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

电影电视、档案等事业，繁荣发

展哲学社会科学，倡导全民阅

读。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水平，

培育和规范文化市场。

——摘自 2014 年《政府工

作报告》

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

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

产业快速发展。促进文化和科

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

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

业化水平。

——摘自党的十八大报告

近日，第五届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在河南淮阳县举

行。多地国家级和省级以上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集中亮相“斗艺”，传统音

乐、舞蹈、戏剧、竞技及曲艺等精彩表演为群众奉献了一场文化盛宴。图为四川省

兴文县的演员在表演《跳花山》。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