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届“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名单
新鲜出炉，一批优秀文化企业脱颖而出，
他们在出版、影视、艺术、新媒体等细分
领域精耕细作、深化改革，无论是市场竞
争力还是企业社会责任都取得了新的突
破，引领着全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为
经济转型升级注入了新动能。

植根中华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

2016 年，上海电影集团主导出品的
电视剧《彭德怀元帅》在央视一套播出后
引起强烈反响，收视率一路走高，各大视
频网站播放累计突破了 7 亿次。上影集
团董事长、总裁任仲伦指出，文化企业的
逻辑起点在于提供精神产品、传播思想
信息、担负文化传承使命，其核心竞争力
是讲好故事。

作为国有文化企业，上影集团始终
致力于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辛亥革命》《亮剑》等一批电影、电视剧
都是中华文化的用心表达。通过一个个
动人、走心的故事，展示出中华民族崇尚
英雄、追求信仰的高大形象。

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推动中华文化
“走出去”，是文化企业共同的责任担
当。在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期间，华侨城
集团旗下深圳世界之窗五洲艺术团赴法
国、荷兰、比利时 3 个国家演出新版原创
舞剧《凤舞东方》，在巴黎、蒙塔纪、阿姆
斯特丹、海牙等地举行 6 场剧场演出，
并参加法国电视台中国春节联欢晚会
以及两场大型春节巡游活动，生动展示
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昂扬气质和独特
魅力。

中国出版集团也正在开展国际化经
营和品牌战略调整，包括收集、制作记录
中国故事的微视频等有开发前景的题
材，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

文化企业 30 强发挥各自优势，用好
故事、好产品、好创意夯实人们的文化自
信和价值观自信，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双丰收。广东省出版集团围绕重大
主题、重大时间节点，精心策划了诸如

《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家风文化》《供给侧
改革论纲》等重点选题；曲江文化产业集
团抢抓“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和“具
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
机遇，深入挖掘陕西西安优秀历史文化
资源，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国出版集团推出了《一带一路中国情丛
书》《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中华传统文
化经典百篇》等一批“叫好又叫座”的精
品力作，有些已经名扬海外。

坚持改革创新 打造传世精品

2016年12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信祝贺《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
面世 80 周年，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坚
持 改 革 创 新 ，打 造 传 世 精 品 的 明 确
要求。

回顾文化企业 30 强的发展历程，强
化精品意识、坚持内容为王的发展理念，
是支撑内容生产型文化企业可持续发展
的根本动力。以出版产业为例，国家多
次加大出版单位文化影响力、文化贡献
力的权重，加大对出版单位内容生产能
力的考核，把出版精品放在评价企业的
核心位置。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为加强集团对出
版内容的把关定向能力，专门成立了中
原出版传媒集团出版编辑委员会，组织
集团内外有关专家对图书选题论证、重
大选题备案，书稿内容编审把关，对已出
图书审读监督。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以制度建设
为抓手，一切改革紧紧围绕有价值的内
容生产和服务，56 个项目入选国家“十
三五”出版规划项目，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60.43亿元，比上年增长 11.77%。

不只是出版、影视等传统产业，新媒
体、泛娱乐等新业态也在向内容要效
益。完美世界作为全国网游开发商和运
营商的领头雁，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综
观企业的业务板块不难发现，无论是诛
仙客户端游戏产品还是跨界歌王、跨界
喜剧王等综艺节目，都离不开精益求精
的创作理念。

拥抱新兴业态 致力融合发展

融合发展是文化企业深化改革的重
中之重。从传统媒体与数字媒体融合，到
文化产业跨界融合，再到企业资源资本
的融合，文化企业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
都带来了可喜变化，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传统媒体经营遭受重大挑战的情
况下，浙报传媒控股集团积极拓展传媒
相关产业，各项经营指标逆势增长，进一
步强化了在国内报业同行中的领先优
势。公司目前已从传统报业集团转型为
拥有传媒资讯、数字娱乐、智慧服务、文
化投资在内的综合文化服务集团，2016
年集团进一步融资近 20 亿元，发挥传媒
整合优势，目标直指大数据服务产业。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不断延伸
产业链条，拓展业务板块，促进文化与相

关产业融合深度发展。推进“文化+科
技”，与新华社、鹏博士共同出资成立子
公司，专注文化大数据业务，推进文化大
数据产业园建设。探索“文化+品牌运
营”，深入开发故宫、冬奥会等中国顶级
文化 IP，与故宫服务中心共同出资成立

“北京故宫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开发多
种故宫主题文创产品，提升故宫文创知
名度和影响力，开辟文创衍生品品牌运
营新路径。

在北京靠做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起家
的歌华有线公司，利用网络、技术、资源
和本地化优势，融入“智慧北京”建设，在
实现专网专线接入后又探索“无线城市”
建设，抓住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
新兴市场崛起带来的发展机遇，打通与
教育、金融、医疗、环保、交通等行业壁
垒，实现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

左手拥抱互联网，右手拥抱资本。
在文化企业 30 强中，江苏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上海电影集团、安徽新华发行集团
等一批企业以思维转变促进发展转型，
用金融资本融合驱动产业成长，不仅使
企业源源不断地获得低成本资金，更提
升了公司管理水平，完善了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企业活力进一步激发，企业影响
力和品牌价值获得了市场广泛认可。

第九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新鲜出炉——

典 范 领 跑 强 者 更 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在第十三届文博会上，深圳市龙岗
区突出展现影视、动漫、创意、旅游文化
布局的独特性，以集群化效应、高附加值
加码、大项目驱动，绽放出文化产业在跨
界融合、联动发展、创新求变中的丰富内
涵与竞争力。

融合创新催生新业态

龙岗区是全国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诞生地，文博会首个分会场大芬油画
村就坐落在此，这里集聚着 22 个文创园
区，连续 8 年成为文博会分会场数量最
多的城区，今年分会场数量达到 13 家。
2016 年，龙岗文化创意产业产值营业收
入达到 895.97 亿元，同比增长 5.98%，实

现增加值 252.98亿元，同比增长 7.55%。
龙岗区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闵

玉辉介绍，2013 文创园、华侨城甘坑新
镇、深圳国际影视产业园等新兴文化产
业园区，通过文化创意产业与科技、互联
网、金融、商业、旅游、体育等产业的融合
发展，形成了新的文化业态，拓展了新型
文化产品和服务，扩大了文化产业的覆
盖面。

依托文博会平台功能，龙岗先后引
进华侨城文化集团、开心麻花华南总部、
深圳文交所等国内知名文创产业大户。
其中，龙岗区联合华侨城与深圳市甘坑
生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300 亿元
打造甘坑新镇。甘坑新镇将构建集创
意、集成、应用、体验、展示、交易和分发

为一体的“VR+文创产业”生态圈，打造
全国首个数字创意产业中心，形成 VR
互动体验乐园、VR 赛事中心、VR 演艺
娱乐中心和 VR 博览四大应用，建立数
字创意产品交易中心、科技成果交易中
心、IP 交易中心、大数据定制和交易中
心、VR 产业化促进服务中心等。同时，
建设数字创意产业园，重点发展 VR 动
漫原创、游戏设计、创意设计、网络文学
IP 产业、数字创意产业教育培训等“文
化+科技”新业态。

文博品牌焕发新活力

新兴文化业态落地开花，文化品牌
也在求新求变中焕发生机，文博会首个
分会场大芬油画村就是典型代表。它从
过去传统低端低附加值的油画复制起
步，在 2008年复制艺术品出口贸易额大
幅下滑之际，用原创之钥成功解锁困局，
在对原创作品、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力扶
持和保护下顺利转型。

在扶持原创油画发展上，龙岗区政
府投资建成大芬美术馆，为画家们搭建
公共展示空间；引导大芬油画村形成以
商业复制为基底、原创定制和衍生品为
中坚、原创作品为塔尖的“金字塔式”产
业结构；通过对艺术人才的培育实现“以
点带面”，提升画家整体艺术水准。

龙岗区还不断为大芬原创艺术搭建
“走出去”平台。在去年文博会上，大芬
油画村分会场举办大芬艺术家原创作品
展、艺术创想创意集市等，将大芬原创
性、时代性、学术性作品对外展示。目
前，大芬已有原创画家群体 300 余人，其
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28人。

打造文企总部经济区

“文创产业是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
业。龙岗区随着国际大学园内国际名校
逐步落成，东部人才不断聚集，对文创产
业的人才、智力和项目支撑作用逐步显
现，龙岗文创产业将迎来超速发展期。”
闵玉辉说。

与深圳其他区相比，龙岗区文创产
业拥有产业集聚度高、品牌影响力大、产
业空间相对充足、营商成本相对偏低等
优势，有影视动漫、高端印刷、工艺美术、
创意设计四大产业集群，还有 22 个文创
产业园区和 36个创新产业园区。

“深圳具有完善的产业环境、优质的
营商环境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对文化企业
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闵玉辉表示，龙岗区
将抢抓机遇、主动出击，及时组建区属国
有文投平台，以吸引更多优质要素，以资
本、总部等形式“南下”和“东进”，将龙岗
打造成深圳市文化企业总部经济区。

龙岗区还以改革创新和融合发展为
主要抓手，重点发展骨干文化企业和创
意数字产业，扶持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扩
大和引导文化消费，全方位带动产城融
合，形成结构更优化、特色更鲜明、布局
更合理、优势更突出的文化创意产业集
群，从而使文化创意产业成为重要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根据龙岗区文化创意产业“十三五”
规划，到 2021 年，龙岗区将实现文创产
业产值超过 2000 亿元，增加值超过 450
亿元，占全区GDP比重超过10%，初步建
成“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文
创产城融合示范区”和“文化创客中心”。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在第十三届文博会锦绣中华民
俗村分会场暨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展”上，来自我
国多个少数民族的民俗精品汇聚，非遗文化月、少数民族风情
主题馆、少数民族特色产品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图片展等活
动带来了精彩的民俗文化盛会。

据介绍，非遗文化月是本届文博会锦绣中华民俗村分会
场一大亮点。文博会期间，举办非遗文化展，5 位中国非遗传
承人将展示精工作品和百年技艺，观众在欣赏非遗文化作品
的同时，还可以现场体验制作工艺。

分会场上还推出包括赫哲族、维吾尔族、藏族在内的 11
个少数民族风情主题馆。其中，锦绣中华民俗村与黑龙江双
鸭山市旅游局、饶河县政府合作，共同推出赫哲族特色文化展
演，精巧的鱼皮衣、天然的鱼皮画，神秘的萨满舞，从展品到互
动活动，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渔猎民族古老文化。

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图片展和特色产品展上，集中展示
了 15 个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民居建筑、民俗风情和节庆文
化。此外，藏族唐卡、彝族刺绣、苗族织锦、土家族织锦、水族
马尾绣及水书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将亮相。

分会场新闻发言人胡本纯表示，通过一系列展览展示活
动，希望培育、孵化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品牌，将更
多优质会展资源注入文博会平台，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产品“走
出去”。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以“领略岭南风情·弘扬潮
汕文化”为主题的第十三届文博会文化潮汕博览园分会场，
着重突出“文化+旅游”“文化+科技”两大亮点，举办“感受潮
汕古村落魅力——旅游推介会”“领绣世界——中国非遗潮
绣服饰精品展”“捍卫非遗·潮汕手工艺珍品展”“第二届互
联网+非遗文化作品创新路研讨会”以及清美墨韵书画展等
多项文化创意展览及论坛活动，着力构建潮汕文化创意产
业公共平台。

广东揭阳市文联主席李文胜介绍，此次揭阳市文联受邀
参加“感受潮汕古村落魅力——旅游推介展”与清美墨韵书画
展，以图片、视频形式展出来自潮汕四市不同风采，别具一格
的村落风光，举办展览、现场交易、推介会等活动，着力促使深
汕两地非遗产业及产品、作品迅速对接产业联盟。

中国工艺美术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潮绣传承人康惠
芳表示，潮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中“粤绣”的一大主要支流，始于
唐宋盛于明清，被誉为刺绣珍品，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此次展览共展出潮汕精品服饰 30 余套，并就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开发举行研讨。

据深圳市德明发实业集团董事长郑国标介绍，文化潮汕
博览园自 2013 年 12 月份开园运营以来，实现非遗产业延伸
发展，吸收现代科学理念，推进区域及园区文化氛围建设，着
力将几千年原汁原味的地域文化转变为当代创意。

走在文博会的场馆里，能体会

到“穿越”的意味。

一边是穿着传统服装坐在那

里，用古老的刀具聚精会神雕刻的

农妇；一边是数字动漫展示的多维

世界；一边是在挑选扇子的顾客，一

边是带着VR眼镜欣赏风景的客人。

不同的文化形态就这样神奇地出现在

同一个展馆里。这个魔幻般的场景，

让笔者想到了文化这个主题。

其 实 ，文 化 是 人 们 生 活 的 滋

养。人们总是把文化的元素添加到

生活的各个环节，也因为有了文化，

生活增添了很多美的元素。在展馆

里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钱包，因为

绣上一朵梅花，就文气十足；一个本

来是用来放音乐的音响设备，面板

布用上云锦，就成了艺术品。在场

馆里还看到了深圳一家名叫裕智星

的公司，十几个人主要从事的窄笺

印刷，就是几张窄窄的纸，他们染成

不同颜色，配上各种文化图案，竟然

成为和旅游景点合作的产品，一年

能生产 220 个品种。展位的背景是

一张全国地图，图上勾画出了他们

合作的地域，东西南北都有。负责

人说，他们是传统的印刷企业，但现

在从事创作加制作 ，靠的就是文

化。在不同的展位前驻足，可以看

到文化产品对生活的点缀，让人们

由衷地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体验

到生活中的艺术。

文化来自生活，归根结底是生

活创造了文化。传统工艺展示好几

年都是文博会的一个亮点。今年，

依然可以看到各个地方展示自己地

域传统的努力。江西鹰潭把木雕产

品搬进了文博会展馆，展出的作品叫“代代相传”，孙子给奶奶

捶背，孙女在天真地看着，这活生生地写出了农家小院含饴弄

孙的生活场景。在广东清远的展位前，几位农妇在用传统刀

具雕刻木头，山西的展位上则摆放着一盘做醋的磨坊。这些

传统工艺，今天充满了文化的意蕴。其实，都是传统生活的写

照。生活技艺经过演变，成为文化积淀。

我们在享受着传统文化的滋养，也在创造着我们这个时

代的文化元素。动漫手段和文化科技的变化，刻写着我们这

个时代的创造印记。从简单的电子产品，到如今已经普及的

大屏幕和 VR 技术，这都是我们的创造。在安徽的展位上，全

息舞台正在上演着动漫版的黄梅戏，有板有眼，字正腔圆。我

们站在历史传统上创造，我们的创造为传统文化增加了更多

的科技元素。

民俗村里体验少数民族文化风采

文化潮汕博览园展示岭南风情

深圳龙岗深圳龙岗：：跨界跨界融合绽新姿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文化滋养生活

生活创造文化
魏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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