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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5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座谈会在广东省深圳市举行，第六届“文化企业30强”也在座谈会上发布。与会专家学者就如何不断提高文化开

放水平，加快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

切需要，也是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报摘要刊发座谈会上部分嘉宾发言，以飨读者。

增强文化软实力 推动文化走出去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座谈会发言摘要

近年来，深圳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以高
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积极传播中华文
化，努力发挥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桥头堡”
作用。主要抓好“四个培育”。

一是培育骨干企业，打造走出去的市场
主体。推动中华文化进入海外市场，企业是
主体，也是关键。深圳在培育骨干企业的过
程中，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产业比
较发达的优势，积极推进文化与科技、金融
深度融合，通过“文化+科技”、“文化+金
融”等方式培育出华强、腾讯、雅昌、第七
大道等多家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文化企
业。目前深圳已有 54 家 （次） 企业被认定为
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其中华强文化科技
集团连续四次入选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
通过发挥企业和市场作用，深圳迅速抢占了
对外文化贸易的制高点。

二是培育内容精品，全力传播中国价值
观。文化的广泛传播，离不开高品质内容的
支撑。深圳在推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始终坚
持“全球视野、时代精神、民族立场、深圳
表达”，努力把反映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内容
产品传播到国际主流社会。

在内容输出的同时，深圳还积极争取全球
文化话语权。现已成功争取到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创意设计“新锐奖”永久落户深圳，首届评
选就吸引全球 16 座创意城市、2000 多名年轻
设计师参与，有力地提升了深圳乃至中国在世
界创意设计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三是培育传播平台，促进文化“扬帆出
海”。深圳坚持“高端引领、面向世界、服务
全国”，积极建设运营中华文化走出去平台。

目前已有文博会、文交所、中国文化产业投
资基金以及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深圳）
等四大国家级平台落户深圳。作为中国唯一
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盛会，
文博会创办 10 年来始终坚持以“国际化、专
业化、市场化、规范化、精品化”的方式推
动文化与市场对接，目前已成功举办九届，
累计出口额超过 850 亿元，成为推动中华文
化走出去最重要的平台；深圳文交所已累计
成交 400 多个文化产业项目，交易金额 300
多亿元；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已投资 21 个
项目，签约投资额超过 20亿元。

四是培育政策环境，形成走出去的长效
机制。在推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深圳既
重视市场的力量，也注重发挥好政府作用，
对企业和机构积极予以政策鼓励和支持。先
后出台 《深圳文化创意产业振兴发展规划》
及其配套政策、《深圳市支持外经贸发展若
干措施》 等一系列政策，积极鼓励本土文化
企业拓展海外市场，重点支持文化内容产品
出口，对获得国际知名影视、动漫节展奖项
的深圳原创作品给予奖励，对原创舞台剧进
行境外商演的予以补贴。同时积极资助对外
文化交流和对外宣传项目，每年用于直接推
动文化走出去的资金接近 1 亿元。在政策的
鼓励支持下，环球数码、华强文化科技集团
等企业连续参加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
节、东京电影节，赢得多个奖项。当前，深
圳市正落实国务院精神，加快制定 《关于促
进对外文化贸易的实施意见》，努力进一步
优 化 政 策 环 境 ， 建 立 文 化 走 出 去 的 长 效
机制。

筑起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桥头堡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 王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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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京市立足全国文化中心、国
际交往中心的城市功能定位，坚持政府主
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大力
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取得新的进展。全市
文化贸易额从 2006 年的 12.65 亿美元提高到
去年的 35.33 亿美元，年均增长 15.8%。动漫
游戏出口、图书版权输出和电影出口居全国
前列，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数位居
全国之首，初步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外向型文化企业。

一是加强整体谋划和统筹，形成文化走
出去的优势和合力。在北京市文化改革和发
展领导小组领导下，建立了由市委宣传部牵
头，包括商务、海关、财税和文化等部门协
同参与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工作推进机
制。出台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实施办
法，从财税优惠、服务保障、交易平台等方
面加大支持力度。整合优质资源，立足北京
地区，不断深化文化与外事、外宣、外经贸
等领域的合作。借助京交会、京港洽谈会等
重要展会，使文化走出去成为北京国际交往
的一大特色。

二是搭建文化贸易交流平台，提升文化
走出去规模质量。积极支持文化企业拓展对
外渠道，重点建好文化保税区，加强顶层设
计和政策创新，依托空港保税区，建设国家
对外文化贸易基地，规划用地 260 亩，规划
面积 51 万平方米，海关、税收等各项报税政
策已陆续在该区域落地，年内企业入驻率将
达到 70%以上，并完成仓储物流、展示交易
中心基础工程建设，为企业提供全产业链服

务。加强国际文化贸易对接，北京文博会创
办以来已连续举办八届，文化贸易签约额累
计达到 4845亿元。

三是创新文化走出去方式，培育壮大骨干
文化企业。文化走出去关键是企业走出去，北
京市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支持文化企业以不
同方式走出去。合作运营精品剧目，去年中国
杂技团与美国玲玲马戏团深度合作，将荣获金
小丑奖的《俏花旦》、《圣斗·地圈》纳入固定演
出节目，签约 800 场。推动文化企业“买船出
海”，北京天创演艺集团成功收购美国布兰森
白宫剧院后，推出驻场演出《功夫传奇》和《马
可波罗传奇》，累计演出 800多场。

四是利用名家名团名品走出去，讲好中
国故事。发挥北京文化机构、文化精品、文
化人才荟萃优势，精心策划、塑造品牌，主
动进入国际主流市场。名家引领，去年北京
市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洛杉矶举办“北京
影视日”，展映影片 7 部，掀起中国风。名团
带动，北京京剧院赴南美巡回商演，不仅提
供本地语言同步字幕，还请当地著名说书人
现场介绍剧情和京剧艺术欣赏，连演 12 场，
场场爆满，气氛热烈。

文化走出去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
程。这几年北京市不断拓展国际视野，深化
文化交流，促进文化贸易，传播了良好文化
形象。我们感到，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坚持

“三个融合”：政府主导与民间参与融合，文
化交流与文化贸易融合，渠道建设与内容提
升融合，努力发掘文化资源优势，增强文化
软实力，不断提升文化话语权。

“走出去”必须坚持“三个融合”
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李 伟

近年来，浙江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
场运作、社会参与，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
领域的文化走出去格局，致力于既要走出去，
更要走进去，取得了明显成效。文化交流多姿
多彩，近 3 年来共实施各类对外交流项目 400
余个，打响了“浙江文化节”、“美丽浙江”、“印
象浙江”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品牌。文化贸
易态势喜人，2006 年至 2012 年全省文化产品
和服务累计出口达 137.27 亿美元，位居全国
第三，年均增幅 13.77%。文化传播成效明显，
浙报集团、浙江广电集团和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等外宣窗口的海外落地率持续提高，浙商群体
在海外创办各类报刊、网站、广播电台、电视
台，仅欧洲就达 30 家之多。我们的主要做法
可以概括为“四个注重”：

一是注重内容原创，充分展示中华文化
独特魅力。坚持突出思想内涵和文化内核，
组织实施中国图书海外拓展八大工程、经典
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外名著翻译工程、外
国人写浙江丛书等重大工程，大力推动影
视、动漫、图书等承载中华文化、体现浙江
特色的核心内容产品走向世界，成为我省文
化走出去的“三驾马车”。我省作协主席麦家
的小说 《解密》 在英美等 35 个国家畅销，闯
进亚马逊图书排行榜，《纽约时报》、《华尔街
日报》 等 30 多家海外主流媒体给予报道，在
海外刮起了一阵“麦旋风”。

二是注重主体培育，充分发挥国有民营两
个积极性。全省从事文化内容产品和服务进
出口的企业有 7588 家，其中国家级重点文化
出口企业上百家。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年版权

输出和图书出口超 500 万美元，并与 17 家海
外孔子学院合作建立了 32 个浙版图书专柜，
在美国、欧洲、台湾等地设立博库书城网站分
支机构，为海外读者提供 60 万种图书现货后
台服务。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在香港设立竞合
传媒公司主营新媒体业务，创办《TAO 淘》杂
志，单期最高销量达 39000 本，年广告和发行
收入超过 2000 万港元，发行量在同类杂志中
位居前列。

三是注重渠道拓展，积极打造文化走出去
大平台。坚持多种途径加强渠道建设，打造以
文化交流传播、影视译制、服务贸易、展会节庆
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走出去大基地、大平台。中
国（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与中国国
际广播电台合作共建译制中心，2013 年完成
译制影视动画作品 1050 部集，发行覆盖东南
亚、东非及欧美等 18 个国家和地区。我们还
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各种文化交流和贸易平
台，义乌文化产品交易会、中国（杭州）国际动
漫节等重点文化会展的外向度不断提升。

四是注重政策支撑，大力营造推动文化走
出去的良好环境。在贯彻落实好中央有关文
化走出去的扶持政策基础上，我们从浙江实际
出发，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相关扶持政策。制
定出台了《浙江省关于加快发展文化产品和服
务出口若干意见》，提出了 29 条具有较高含金
量的政策。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浙江省文化
出口基地认定管理办法》，加大对文化出口企
业的培育和扶持。制定《浙江省加快文化影视
产品和服务走出去若干意见》等政策措施，为
影视产品走出去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

既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
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葛慧君

2004 年转企改制以来，中国对外文化集
团公司不断加大商业演出在集团走出去业务
中的比重和影响，目前占比达到 70％以上。
2013 年,我们在全球 300 余座城市举办大中
小型演出、与外方联合演出共计 5500多场，现
场观众超过 1000 万人次，累计派出全国 17 省
区市表演艺术家 1928 人次，带动国内转企改
制院团以商业模式进入国际主流市场，把一批
承载中国核心价值观的优秀表演艺术产品推
上世界著名剧院舞台。

借航路出海，进入欧美主流营销渠道。去
年我们与美国最大的古典音乐推广公司国际
管理艺术集团（IMGA）在纽约成立合资企业，
借助其北美西欧成熟的市场渠道网络，加大此
类产品在两大市场的推广力度。我们上个月
在法国凡尔赛宫为习近平主席、奥朗德总统举
办专场音乐会时，就得到了 IMGA 巴黎分公司
有力的专业支持。

内容为王，制作与合作长销型的中国演出
产品。我们与加拿大太阳马戏团合作的大型
中国元素舞台剧《龙狮》，1999 年首演至今，已
在欧美日本等 20 多个国家巡演售票 1100 万
张。我们自有版权的少林题材舞台剧《武林时
空》，已连续 14 年巡演欧美大洋洲，累计商业
演出 1000多场。

周期性进入世界著名剧院，打造“中华
风韵”舞剧品牌。最近四年来，我们每年都
坚持在纽约林肯中心、华盛顿肯尼迪中心等
北美、西欧、大洋洲 30 多座城市中心剧院，
定期推出优秀中国舞剧，迄今已推出 《丝路
花雨》、《牡丹亭》、《一把酸枣》、《梁祝》、

《鄂尔多斯婚礼》、《妈勒走天边》 等 10 余

部，其中 4部来自我国西部省区。
加入海外主流剧院年度演出季，进入主

流、面对主流、成为主流。去年我们分别组
织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和上海芭蕾舞团赴美国
20 多座城市进行商业巡演，演出了 30 场交
响音乐会和 32 场芭蕾舞剧，刷新了中国交响
乐、芭蕾舞在北美市场的商业演出历史纪
录。这 62 场演出均进入城市主流剧院年度演
出季系列，与其他数以百计的欧美著名演出
团体一起提前一年开始宣传售票，有了很好
的票房和上座率。

坚持市场化本土化运作，打造海外中国节
庆品牌。在大量市场调研的基础上，针对美国
家庭文化消费习惯，我们推出了将大型灯展、
演艺、游乐设施、非遗展示、餐饮、纪念品销售
融为一体的首届《天下华灯》嘉年华品牌，
2013 年底在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旧址跨年举
办，以独具特色的大型节庆灯展为主题，融合
东西方文化元素，占地 65000 平方米，历时 46
天，入场观众达到 30 万人次，受到福克斯电视
台、哥伦比亚电视台等 50 余家美国媒体的大
量报道。

表演艺术是我国以市场路径推动中华文
化走出去一大优势产品，品种丰富多样，民族
特色鲜明。它直接面对主流观众面对终端消
费者，是中国核心价值观生动感人切实有效的
海外传播载体。演出票房如同电视收视率、图
书销售额一样，是衡量我们走出去真实效果的
最精确标准，大城市中心剧院每一张售票，都
象征着一名主流观众对于文化传播的自动有
效接受，在现场性、深入性、情感性、影响性等
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走市场之路 做全球演出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张 宇

做文化走出去必须坚持“三个融合”，即政府主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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