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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讲好中国故事
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需要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本届“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中，大部分是内容生产型企业，他们不断提
升文化产品品质，用一批优秀的图书、影视剧作品满足着人们的精神
文化需求。他们讲述的中国故事，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情感
共鸣。

今年 7 月，杭州宋城夜游惠民活动启幕。

（视觉中国）

“走出去”彰显中国文化软实力
全球化是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近年来，中国文化企业“走
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文化交流和贸易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带到了国
际市场。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越来
越被世界认可。

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是湖南广播电视台旗下统
一的新媒体产业及资本运营平台。基于国家“融媒体
传播”和“文化走出去”战略，2019 年芒果 TV 转变海
外发展策略，
从
“借船出海”
到
“造船出海”
，重点建设海
外自有平台芒果 TV 国际 APP，不断加强国际传播的
创新探索。截至 2020 年 6 月初，芒果 TV 国际 APP 下
载 量 已 达 2450 万 ，覆 盖 全 球 195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共
2600 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网络视听领域最具全球视野
和国际价值的视频产业、品牌构建项目之一，并获评
2019-2020 年全国文化出口重点项目。
在建设自有平台的同时，公司加强海外社交矩阵
的 运 营 和 建 设 ， 有 效 运 营 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Twitter 等海外主流社交平台，发挥芒
果 TV 多年海外社交媒体矩阵运营优势，有效输出以
湖南广电制作和芒果超媒自制为主的大量优质综艺剧
集内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坚守工匠精神和
文化情怀，在出版主业上不断推出优秀出版物，受到了
读者的欢迎和认可。2019 年该公司的出版物分别获
得第十五届“五个一工程”图书特别奖、中国新闻奖一
等奖、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年度中国好书等奖
项。在互联网端，该公司旗下的
“贝壳网精准教育互动
平台”
“四大名著数字出版工程”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
“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湖南电子社数字业务
收入突破千万元。
2019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2.6086 亿元、净
利润 14.0733 亿元，净资产达 144.5186 亿元。
2019 年，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主导出品的《流
浪地球》开创国内硬科幻大片先河，以总票房超过 46
亿元跃居中国影史第三位和全球年度票房第 12 名。
在影视制作领域，中影基地以完善的电影制作能力和
专业的技术专家队伍保持了国际领先水平，2019 年为
660 部影视作品提供了制作服务。
中影股份积极响应国家战略，以电影科技创新为
核心，推进高新技术在全产业链的应用，推动国产电影
技术“走出去”，持续发掘和培育新兴业务领域。他们
致力于面向国内电影市场，提供高品质、多品类的影视
设备和解决方案，通过模式创新推动优质影视设备的
普及应用，提升全国影院的观影体验。
中影股份高度重视放映终端市场建设。截至
2019 年末，公司旗下控参股院线和控股影院合计覆
盖全国近 2 万块影院银幕和 230 余万席座位。
“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是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一直以来坚持的经营理念。其业
务范围涵盖内容制作与发行、国际传播、广告营销、媒
体技术、付费电视等领域，培育了一批国内领先的影视
旗舰企业与业界知名品牌，拥有多家海外子公司。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还突出“商业化外宣”特色，
构建商业化国际传播集群，有效推动中国文化“走出
去”。总公司每年向海外发行 2 万多小时的中国节目，
播出覆盖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16 个国家以 13 种

语言开办海外本土化中国时段、频道及新媒体专区；
牵
头组建“丝绸之路电视国际合作共同体”
“影视文化进
出口企业协作体”等国际交流平台。
“丝绸之路电视国
际合作共同体”
是全球首个以
“丝路”
为纽带、面向全媒
体的国际影视媒体制播联盟，现已有 59 个国家和地区
的 133 家媒体机构加盟。
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是全国首批成立集团的
出版改革试点单位，
拥有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两大经营实体，
控股南方传媒、
广弘控股两家主板上市公司。2019 年，集团总资产达
到 177.81 亿元，营业收入达到 103.18 亿元。荣获 6 个
全国性奖项，其中 5 个图书项目获国家级奖项、1 人获
韬奋出版奖，
实现两个效益双丰收。
广东省出版集团全年版权输出 《文明的醒狮》 等
签约项目共计 270 种 （不含港澳台），75%的版权输
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桥——港珠澳大
桥圆梦之路》 成功输出 7 个语种；相继在比利时、新
加坡成立“南方传媒 （欧洲） 有限公司”和“中国主
题国际编辑部”
。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国际编辑部在俄罗斯、韩
国、伊朗有新布局，总数已达 23 家。中国出版东贩公
司在拓展本土出版业务方面取得实效。
《穿越时空的大
运河》数字影像成法兰克福书展最大亮点，BIBF 的世
界 第 二 大 书展地 位更加稳固。 集团 全年输出 版 权
1136 种，主题出版图书数量有所提高，多语种覆盖有
所扩大。集团公司 2019 年营业总收入增长 11.76%，
利润总额增长 10.13%，
净资产增长 10.02%。
2019 年，
《中国机长》
《烈火英雄》
《决胜时刻》
《叶
问 4：完结篇》等 4 部电影在电影市场中取得了票房和
口碑的双丰收，它们都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作为第一出品方创作上映的。
博纳影业作为一家民营电影企业，多年来拍摄制
作了一系列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作品，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他们在创新国产主旋律电影、商业大片
的运作模式上，引进香港商业影片在内地发行，把香
港电影先进的制作优势与内地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相
结合，为内地与香港电影搭建起融合发展平台，给内
地电影行业带来了新的创作力量，为中国电影崛起开
拓了新道路。2019 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 31.16 亿
元，净利润 3.11 亿元，同时，电影 《红海行动》 荣
获第 15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
奖、第 32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等奖项。
在可持续协同发展方面，该公司旗下的影院投资
管理公司积极与多业态融合，秉承精品影院经营策
略，拥有一批技术先进、经营良好、票房领先的影
院。截至 2019 年底，拥有影院 79 家，银幕 654 块，
覆盖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新疆等多个省区市，
2017-2019 年旗下影院票房收入为 7.87 亿元、8.08
亿元和 9.57 亿元，近三年位列国内影投公司前十名。

在“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
文化脊梁”的使命感召下，上海世纪出
版 （集团） 有限公司不断深化体制机制
创新、积极探索产业转型升级、坚持做
大做强出版主业，目前已发展成为集书
刊出版、印刷印务、新型实体书店、艺
术品经营四大业务板块于一体的综合性
大型出版传媒集团。
2019 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交出了
一份两个效益“双丰收”的新答卷。社
会效益方面，《战上海》 荣获第十五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特别奖，14
种选题入选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2 种图书获 2018 年度“中国好书”，1 种选题入选 2019 年度
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目录，3 种图书入选 2019 年优秀青
少年读物出版工程，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新增补入选
8 项，总入选数达 221 项……经济效益方面，2019 年度，集
团经营业绩继续保持总体良好、稳中有进，全年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31.63 亿元，其中出版主业营收增长率达 10.87%；全
年实现净利润 1.39 亿元。2019 年末，集团总资产 84.26 亿
元，净资产 45.35 亿元，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在 2019 年“十一”期间的国庆电影档中，由华夏电影发
行有限责任公司主控投资的影片 《我和我的祖国》 成为国庆
档票房冠军，并刷新了国庆档历史最高单片票房纪录，创造
献礼片票房历史新高。近年来，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不断创新国产影片发行模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聚焦“正能量”及头部影片投资出品，推出了包括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古田军号》 等 152
部社会效益影片，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广中国优
秀文化贡献了力量。
2019 年，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共发行影片 224
部，实现票房 417.64 亿元，同比增长 9.78%；占全国电影票
房的 65%。2019 年结算收入 217.77 亿元，企业净利润 13.94
亿元，截至 2019 年底净资产达 33.39 亿元。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深耕主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
首位，致力于发掘弘扬优秀文化，服务教育事业。
2019 年，山东出版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01.33 亿元，利润
总额 15.86 亿元，资产总额达到 244.01 亿元，继续获评全国
文化企业 30 强，被评选为山东省优秀企业。连续第 15 届获
得“五个一工程”图书奖，获国家大奖及入选各类国家重点
出版项目、规划 145 项，同比增长 34.3%；其中 10 个项目获
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131 种出版物 （项目） 入选月度
“中国好书”、国家出版基金、“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11 月 4 日，日本东京，观众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首映式
上与海报合影。
新华社记者 冮 冶摄

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
通过“双品双效”工程建设，山东出版集团的精品出版
能力得到加强，打造了重点图书集群，出现了一批现象级图
书，融合出版取得新成效，出版单位从内容提供商向内容服
务商转变取得新进展。
自成立以来，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累计荣获国家
出版“三大奖”107 项，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108 个，“十
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项目 57 个，古籍整理资助项目 54 个，
10 次入选“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
，连续 14 次入选“中国服务
业企业 500 强”
。
2019 年，安徽出版集团坚持“高站位出版、高质量发
展”，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出版业供给侧改革，呈现稳中有
进、稳中有新、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190.71 亿元，净利润 4.73 亿元，年末净资产 108.97 亿元。
图书 《经山海》 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试飞英雄》
等 7 部作品获第 7 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入选国家出版基金
资助项目 14 项，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 3 种，“十三五”
国家重点图书 5 种。“皮影中国 AR 绘本”和“基于人工智能
的豚宝宝学前艺术数字课程”项目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首批
数字出版精品项目。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坚持“思想引领时代、知识
服务用户”的价值观，着力实施精品出版、数字融合、发行
转型、投资兴业和股改驱动战略，努力成为推动出版业高质
量发展，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
2019 年，集团出版的图书 《心无百姓莫为官》 荣获“五
个一工程”特别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纲要》 发行量居全国前列。《之江新语》 德文版、英文版在
法兰克福书展举行首发仪式。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19.86 亿
元，利润总额 12.21 亿元，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在合理区
间，发展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制定实施了 《浙版传媒精品出版三年
规划 （2019—2021）》，形成了 8 个方面 388 种主题出版、
重点出版选题，构建了丰富优质的出版项目库。17 个项目入
选 2019 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入选国家“十三五”重点
出版规划项目累计达到 75 个，比“十二五”增长近 60%。
19 个走出去重点项目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
书香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名列全国前茅。2019
年，集团在全国零售市场占有率 2.02%，位列全国整体市场
第 8 位。
2019 年，电影市场因为一部动画电影 《哪吒之魔童降
世》 燃了起来。这部由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出品
的影片取得 50.13 亿元票房成绩，成为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票
房冠军，在中国电影票房总榜位列第二，让观众和市场对国
产动漫电影的未来充满关心和期待。
光线传媒旗下拥有光线影业、彩条屋影业、青春光线影
业、五光十色影业、迷彩光线影业和小森林影业等多个影视
厂牌。投资出品影片包括 《美人鱼》《泰囧》《港囧》《致我们
终将逝去的青春》《匆匆那年》《左耳》 等百余部优质影片。
近年来，光线传媒始终致力于打造中国规模最大、结构
最完整的内容生态链，以巩固和提高优质内容的生产和发行
能力。旗下投资的文化娱乐公司达 70 家，包括 4 家影视娱乐
类上市公司，其中猫眼娱乐是中国最大的泛娱乐票务平台和
最有竞争力的电影公司之一。
利用珍贵历史文化遗存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展示好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一直是西安曲江文化
产业投资 （集团） 有限公司的不懈追求。
近年来，集团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持续加大文化精品供
给力度，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曲江
影 视 《密 查》《共 和 国 血 脉》 央 视 热 播 ， 电 影
《音乐家》 让丝路两国心心相通，《大秦帝国》 收
官之作 《天下》《寻找北极星》《号手就位》 等 10
部影视剧 2020 年排浪式亮相荧屏，《好工人 40
年》《了不起的儿科医生》 等 10 部作品入选广电
总 局 2018- 2022 重 点 电 视 剧 100 部 规 划 选 题
名单。
2019 年，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 （集团） 有
限公司创新运营模式，联合央企、金融机构，成
立总规模为 70 亿元的文化商业运营基金，对大唐
不夜城步行街进行全面升级，实现了改造、策
划、招商、运营的四维统一。
作为具有突出创新精神和发展潜力的文化企
业，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坚持用温暖、
光明、正能量的作品去鼓舞人心、服务人民，与
时代精神琴瑟合鸣 ”。该公司出品的 《老酒馆》
《河山》《光荣时代》 等 8 部作品入选国家广电总局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剧目；《最美的青春》《黄
土高天》 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作为以技术驱动的数字文化企业，公司成立 21 年来，坚
持技术研发与积累并进模式。一方面成立专门的引擎中心，
为游戏研发造好“发动机”，不断对原有 3D 引擎加大升级力
度 ， 相 关 引 擎 多 项 指 标 达 到 国 际 一 流 。 另 一 方 面 将 AR、
VR、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运用到产品中，为玩家
打造更加新奇和真实的游戏体验的同时，也为中国文化在全
球传播提供了技术保证。根据金庸先生同名小说打造的 《射
雕英雄传》 端游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同期推出的
《完美世界》 手游获得政府专项资金支持，上线首月流水近
10 亿元，目前已上线欧美、日韩等 132 个国家和地区，后续
将陆续登录俄罗斯、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家。
作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完美世界不仅注重将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产品，用正能量作品鼓舞人心、服务人
民、回馈社会，同时关注青少年健康发展，助力营造绿色游
戏环境。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完美世界及时采取多项措施
凝聚力量，与全国人民共渡难关。集团上下积极捐款筹物，
全力援助一线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