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秉承“责任塑
造形象，品质成就未来”的理念，以“品质蓝海、创造幸
福”为宗旨，以“百部精品、千张银幕”为产业目标，坚持
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传播正能量，坚持把社
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
一，事业产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公司业务涵盖电视剧制作、发行及电影全产业链业
务。一直以来公司的影视作品都以宣传主旋律，弘扬正
能量为特点，大部分都在央视及一线卫星频道播出，多
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和金鹰奖等国家级奖项，取得了
非常好的观众口碑与社会影响力。公司上市后，以国有
文化企业的身份登陆资本市场，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遇
与空间。

2016 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5.38 亿元，利润
总额 1.2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12 亿
元，股票总市值近百亿元。2016 年 8 月 8 日，幸福蓝
海在深交所创业板成功挂牌上市，跃上了资本市场新
台阶。2016 年幸福蓝海又一次获得第 11 届“全国十佳
电视剧出品单位”等荣誉。影视内容生产、院线拓展
及影城经营等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攀
登新高度。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是 1999 年 2 月份经中宣部、原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
成立的全国第一家出版事业集团。目前，世纪集团有 26
家图书编辑出版机构和 76 种报刊，下属出版单位数量
全国最多，出版门类涵盖全品类，拥有图书、期刊、音像
电子、互联网出版、教材教辅出版资质以及艺术品经营、
图书进出口、图书版权代理资质，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
出版文化生产和内容提供企业之一。

集团长期坚守出版主业发展，在坚持出版导向，做
好主题出版、专业出版、大众出版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
努力和探索，不断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
精品力作，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办法和激励
措施，为坚持正确出版导向，严把出版质量，激活文化创
造活力，从而打造出版精品、增强两个效益提供了坚实
的制度保障。集团在承担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和获得国
家级出版奖项，特别是“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
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
茅盾文学奖等方面，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在重点出
版物和重要出版活动方面，多次得到中央和市领导的肯
定，社会效益居全国前列。

深圳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

华强方特是国内知名的大型文化科技集团，曾连
续七次获评“中国文化企业 30 强”，被评为“全国文
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单位”、文化部“十大最具影响力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连续四届获评“国家文化出
口重点企业”等。目前已申请 500 余项国内外专利、
500 余项商标，拥有近 400 项著作权和软件产品登
记。2016 年，华强方特实现营业收入 33.53 亿元，净
利润 7.08 亿元，净资产 69.65 亿元，纳税总额 6.08 亿
元 ，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9.79% 、 6.74% 、 48.97% 、
26.80%。

华强方特是国内唯一一个具有成套设计、制造、

出口大型文化科技主题乐园的全产业链运营企业，目
前已在芜湖、青岛、株洲、沈阳、郑州、嘉峪关、厦
门、天津、宁波等地建成运营四大自主品牌主题乐园
20余座。

2016 年，方特动漫作品斩获“电影华表奖”优秀
动画影片奖提名、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2015 年度
优秀国产电视动画片、CACC 中国动漫金龙奖最佳动
画长片金奖、2015 年至 2016 年度公益广告优秀作品、
2016 亚洲电视节 ATA 最佳 3D 动画推荐奖，还入围
2016 年美国 LIMA 授权业卓越大奖等众多国内外大
奖，树立了方特动漫的国际品牌形象。2016 年公演的
大型史诗舞台剧 《神画》，打造了一场气势磅礴的超凡
视觉体验。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唯一以语音技术为
产业化方向的“语音及语言信息处理国家工程实验
室”“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创新型企业”，
语音合成、语音识别、口语翻译等语音及人工智能技
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已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语音
及人工智能上市公司，拥有国内主流语音市场 70%
以上。

2016 年 11 月份科大讯飞便携式手持翻译设备建成
了首个汉维自动翻译及语音交互服务平台，并在此平
台上研发了维语输入法、汉维翻译手机 APP 软件及汉
维双语教学产品，服务于援疆干部工作交流、民族商
贸交流以及双语教学。该平台在安徽对口援疆的皮山
县开展了试点应用以后，累计用户已达 120 万人，日
服务量已超过 60 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阶段性成果。
为更好地服务于一线干部群众，我们又推出便携式手
持翻译设备“晓译翻译机”，能实现语音输入实时中
英、汉维多语种翻译，还在不断拓展和学习更多语
种，包括汉藏、汉蒙、中日、中韩、中哈、中俄、中
法、中德等，未来晓译翻译机不仅能在我国这样一个
存在多民族语言的国家打破交流隔阂，让不同语言之
间的交流变得更为顺畅，还能为“一带一路”语音交
流方面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提升翻译的便捷性及交
流体验。

重庆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

重庆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是我国最大的文化创意
众包平台企业，先后获得科技部国家科技企业孵化
器、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
资质。

猪八戒网在平台搭建和技术创新等方面成绩突
出。在国内服务众包行业居于领先地位，占据国内同类
市场 80%份额。猪八戒网服务涵盖提供场地、工商注
册、知识产权代理、财税代账、金融、创业培训、产品设
计、智能制造、营销策划和品牌打造等为创业者提供一
站式的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猪八戒网目前拥有 600
万家中外雇主，1300 万家服务商，累计交易额超过 310
亿元。

在经济效益方面，经重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6 年 重 庆 猪 八 戒 网 络 有 限 公 司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达
60120.9 万元，净利润 19561.1 万元，截至 2016 年底净
资产为 291809.4万元。

在社会效益方面，2016 年重庆猪八戒网络有限
公司获得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级众创空间、
中国创新创业 100 强等国家及省部级资质荣誉。猪
八 戒 网 累 计 孵 化 文 化 创 意 类 小 微 企 业 超 过
10000 家。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是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
旗下全国性广电新传媒、新网络电视运营服务企业。

华数传媒实施“新网络+应用”“新媒体+内容”和
“大数据+开发”三大战略，致力于打造“智慧化新网络”
和“服务化新媒体”，拥有丰富的电视网络资源、内容资
源和应用资源，已经成为全国广电网络与新媒体产业中
的领军企业和佼佼者。

华数传媒位居我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的第一阵营。
构建了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拥有上百万小时的
数字媒体内容库，拥有互动电视、手机电视、互联网
电视等全牌照资源，新媒体服务于电信、移动、联通
三大通信运营商，覆盖全国 28 个省百余个城市的广电
网络，以及全国数千万台互联网电视终端，打造了

“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终端服务、全媒体内
容”的新媒体发展模式。

华数传媒承担了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数字电视开放
实验室”的运行，并受国家广电总局委托，建立“国家下
一代广播电视网（NGB）融合业务创新实验室”；承担了
工信部“数字家庭”基地建设，还承担了国家发改委“下
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的推进实施。

青岛出版集团

青岛出版集团前身青岛出版社成立于1987年，经过
30年来的奋斗，已经发展成为集图书、报纸、期刊、电子、
音像、网络、影视等于一体，覆盖出版全产业链、具有城市
特色的出版传媒集团。现辖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财经日报社、商周刊社、青岛出版艺术馆、日本渡
边淳一文学馆株式会社等12家子公司。

2015年9月份，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
所上市，成为山东省首家在主板上市的文化传媒企业。
近年来，集团在发展中坚持正确出版导向，坚持社会效
益第一、“两个效益”统一，以“传承文化、传播知
识、传递幸福”为使命，以“资本积累、品牌积累”为
阶段目标，以“转型升级、流程再造”为核心思路，践
行“城市出版”理念，秉承“丰富阅读、丰富思想”宗
旨，加快推进转型升级、流程再造，产业规模、经营效
益、综合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

2016年，集团总资产 53亿元，销售收入 15.7亿元
（合并口径，未经审计）。集团十六年间复合增长率保持
两位数，实现了规模、效益、质量的全面提升。根据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 《2015 年新闻出版产业分
析报告》，集团所属青岛出版社总体经济规模位居全国
地方出版单位第 5 位，副省级城市出版社第 1 位。近年
来，集团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集体奖”“全国新闻出
版系统先进集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金奖”“全国
版权示范单位”“中国版权最具影响力企业”“全国文化
出口重点企业”等荣誉。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由辽宁
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按照上市公司标准和现代出版企业
制度重组改制建立的大型综合性出版传媒公司，是中央
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确定的国内第一家上市试点出版企
业，是中国出版业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引领者，对全行
业具有示范效应和借鉴意义。

2006 年 8 月份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份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 IPO 上市，是国内首家实现编辑业务和经营
业务整体上市的出版传媒企业，打造了“中国出版传媒
第一股”。公司下辖 18 家子公司，在“双核驱动、多业融
合”的战略规划指引下，2015 年开启了二次创业的新征
程，形成了新旧媒体深度融合、编印发供一体化经营、出
版主业与多元产业高速发展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2016 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5.92 亿元，同比
增长 5.18%；净利润 12302 万元，同比增长 57.57%；资产
总额 30.68 亿元，同比增长 1.88%；净资产 19.35 亿元，同
比增长 1.35%；每股净资产 3.51 元，同比增加 0.05 元；净
资产收益率 6.29%，同比增加 2.04 个百分点；基本每股
收益 0.22元，同比增加 0.08元。

北京演艺集团

北京演艺集团是北京市政府直属的大型国有独资
文化旗舰企业，组建于 2009 年 5 月份，肩负着整合资
源，打造国有骨干文化企业，服务北京文化中心建设，发
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示范引领作用的重要使命。目前
旗下共有 27 家企事业单位，已发展成为集文化演出、电
影产业、体育赛事、旅游休闲、艺术培训五大业务板块为
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艺术集团，是目前国内资产体量最大
的国有演艺机构与内容提供商。

2016 年下半年，结合对文艺院团“一团一策”政策
的研究，集团在全国率先推出首部规范完整的文艺院团
社会效益绩效评价体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对集
团自身的改革发展十分重要，在全国范围内也起到了示
范和引领作用。

集团组建以来，确定了“原创、高端、品牌”的发展定
位，将文艺精品战略作为集团发展的重要战略核心，成
功出品三届“梦想成真演出季”“动漫 Q 口袋—北京动漫
剧场演出季”、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音乐会、大型
情景音舞诗画《天安门》、鸟巢版歌剧《图兰朵》、世界第
一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真爱奇迹”演唱会、“中国三大
男高音”音乐会、话剧《四世同堂》等优秀项目。

组建8年以来，集团公司及控参股单位综合竞争力显
著提升。2016年，集团资产总额近30.79亿元，是组建之
初的7倍多，实现营业收入3.78亿元，净利润1809.5万元。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是由国家出资并依照
公司法设立、由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由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组建和代管的国有独资文
化企业。中国广电主要从事授权范围内的有线电视网
络规划、建设、运营和维护，全国有线电视网络互联互通
业务，广播电视传输、分发业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传
送业务，有线电视运营支撑等系统的建设、运营和维护，
有线电视网络设施服务等；基于全国有线电视网络开展
三网融合业务；为开展上述业务从事技术研发、业务开
发、信息咨询、人员培训等业务。

中国广电以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为重
点，以落实文化经济政策、强化国有文化资产监管为保
障，确保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完善企业内部运行机制，明确把
社会效益第一、社会价值优先的经营理念体现到企业章
程和各项规章制度中，推动分党组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
相结合、内部激励和约束相结合，形成体现文化企业特
点、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
模式。在此基础上，中国广电积极实行顶层设计、资源
整合、创业布局，以全国有线电视网络互联互通平台建
设、全国一网整合和全国性业务开展三位一体协同推进
的工作思路，取得了显著进展。（本报记者 姜天骄整理）

第九届“中国文化企业30强”提名企业

①第十三届深圳文博会上，来自黑龙江加格达奇版画基地的工作人员现场作画。杨阳腾摄
②第十三届深圳文博会茶阅世界分会场香云古琴展现场。姜天骄摄
③河北画家郝友友在第十三届深圳文博会现场为客商表演烙画。宋美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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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姜天骄报道：为鼓励文

化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第九届文化

企业“30 强”提名企业发布，对 20 家改革

成效显著、发展速度较快，或者在社会效

益考核方面表现优秀的企业予以提名。

“文化企业 30强”提名企业名单为（排名

不分先后）：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中

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华夏电影发

行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

公司、山东影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演艺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幸福

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出版

集团有限公司、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

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猪八戒网络有限公

司、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

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电广湖南电广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出版集团有限公黑龙江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司、、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企业“30强”提名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