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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文化金融不仅是文化经济政策中的一种保障措施，同时正在成为一种新兴产

业业态。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融合，而是指在文化资源资产

化、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创新架构体系、金融化过程与运作体系、以文化价

值链构建为核心的产业形态体系及服务与支撑体系等形成的系统活动过程的总

和1。如何真正实现文化与金融的同步与共赢式发展，成为当前非常重要的理论、

政策与实践命题。本期以“文化金融”为主题进行专题跟踪报道，主要包括以下

专栏： 

《海外资讯》专栏信息主要来自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英国政府网站、加拿

大政府网站中有关文化金融的相关资讯进行编译报道。 

《国内资讯》专栏信息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经济日报、新元文智等网站和

组织，将国内关于文化金融的最新报道呈现给大家，以供交流参考。 

《研究报告》专栏将发布的文化金融相关报告呈现给大家，包括《中国文化

金融发展报告（2019）》、《世界城市文化金融报告（2017）》等。 

《研究机构》专栏对文化金融相关的研究机构进行整理介绍，以为相关研究

者的交流借鉴提供参考。 

《知识可视化分析》依托 CNKI 的知识发现平台，对目前文化金融研究的总

体趋势、研究主题、基金学科分布情况等进行揭示，以为相关人员提供研究参考。 

《国内文献计量分析》也是基于 CNKI，对“文化金融”领域的学术关注度、

热门被引、热门下载文献进行呈现，以为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1 西沐.文化金融：文化产业新的发展构架与视野.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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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资讯】 

在经济跌宕起伏时，艺术是美国经济的关键部分 

甄叶林 翻译    郝晓雪 校对 

2020 年 3 月 17 日 

华盛顿——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国家艺术基金会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艺

术仍然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冠状病毒的扩散，美国正处于经济不确

定时期，承认并拥护艺术对所有 50 个州、美国领土和整个国家的经济贡献是很

重要的。 

《艺术与文化生产附属账户》(ACPSA)第六版发现，2017 年艺术与文化贡

献了 8778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4.5% 。同年，艺术和文化部门雇用

了 500 多万薪资工人，收入总额为 4050 亿美元。 

ACPSA 追踪了 35 个行业的艺术和文化生产对经济的年度影响，包括商业

和非盈利行业。这 35 个行业的跟踪范围从建筑服务到录音，被认为是国家经济

的一个独特部门。随着冠状病毒疾病的爆发，许多艺术组织和场所---- 剧院、音

乐厅、博物馆、工作室、艺术节和画廊---- 都已关门，开放时间等卫生部门进一

步通知。 

国家艺术基金会研究分析部主任苏尼尔·艾扬格说：“在大多数非盈利艺术

组织中，收入占了相当大的份额。在经济低迷时期，该行业极其脆弱——不仅在

收入方面，而且在筹资方面。鉴于这些组织的运营预算很少，这些损失可能会产

生巨大的影响，导致艺术行业及支持他们的行业就业机会减少。” 

国家调查结果 

由于艺术场馆关闭，监测对门票销售的影响将是重要的。 

· 2017 年，消费者参观表演艺术活动花费 265 亿美元，其中包括 170 亿美

元用于戏剧/音乐剧/歌剧表演上，37 亿美元用于音乐团体和艺术家(如爵

士、摇滚和乡村音乐表演)。 

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最大的艺术行业，受商业周期波动的影响很大，包括： 

• 表演艺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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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的艺术家、作家和表演者 

• 与艺术相关的零售业(如博物馆商店、艺术画廊) 

尽管这些部门受商业周期的影响，但依然对美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艺术和文化部门对经济的贡献超过了建筑业和运输/仓储业的总和。 

• 艺术和文化对美国经济的增加值是农业的 5 倍。 

• 艺术和文化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比建筑业和运输/仓储业分别高出 870亿美

元和 2650 亿美元。 

艺术和文化产生了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从 2006 年到 2017 年，这一盈余增

长了 9 倍，达到 250 多亿美元。 

• 仅在 2017 年，美国出口的文化艺术产品和服务就比进口多了近 300 亿美

元。 

该行业已显示出快速增长的能力。 

• 2015 年至 2017 年间，艺术和文化部门的年均增长率是美国经济总量的

两倍多，接近 4.45% 。 

• 高增长的艺术产业包括表演艺术主持人、艺术相关的建筑和出版。与艺

术相关的网络出版和流媒体增长了 29% 。 

州调查结果 

在州一级，艺术和文化部门为农村州的经济增加了 728 亿美元。农村州是指

3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州，相当于 18 个州。 

2015-2017 年期间，华盛顿、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乔治亚和马萨诸

塞等六个州的经济增长率明显超过了 5.6% 的全国平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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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文化艺术增值额（百万） 

2015~2017 年 

年平均增长率 

美国 $877,809 5.6% 

华盛顿 $44,303 13.7% 

加利福尼亚州 $230,298 9.9% 

内华达州 $8,738 9.4% 

犹他州 $7,214 8.6% 

乔治亚州 $24,407 7.6% 

马萨诸塞州 $25,805 7.2% 

艺术相关的零售贸易对华盛顿艺术经济的增长贡献很大： 

• 基于艺术的网络出版和流媒体增加了加利福尼亚州的艺术生产 

• 乔治亚州的电影和视频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 犹他州的表演艺术公司增加了附加值 

• 马萨诸塞州新艺术和文化结构建设的经济价值飙升。 

编译自：

https://www.arts.gov/news/2020/during-economic-highs-and-lows-arts-are-key-segme

nt-us-economy 

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通过对艺术组织的 CARES 法案资助 

刘禹辰 翻译   郝晓雪校对 

2020 年 7 月 1 日 

华盛顿——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宣布通过《冠状病毒援助、救济、经济保障

法案》（简称《CAERS 法案》）对非盈利艺术组织进行直接资助。分布在各个州、

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的 855 个组织将获得总计 4450 万美元的非匹配资金，

用于资助员工薪金、艺术家或合同人员费用和设施费用。 

5 万美元的资助已提供给 846 家组织，而 9 个当地艺术机构将分别获得 25

万资助以进一步奖励本地区艺术组织。国家艺术基金会收到 3 100多份合格申请，

申请资助金达 1.57 亿美元，其中 4500 万美元为直接援助资金。为了审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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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机构使用了 200 多名申请读者和小组成员，根据公布的审查标准审查和评分每

一份申请。 

国际艺术基金会主席玛丽·安妮·卡特说：“国家艺术基金会的所有人都敏

锐地意识到，整个国家的艺术组织都在遭受伤害、挣扎，并试图生存，我们的资

金供应远远不能满足援助需求。我为艺术基金会员工能代表美国公众在如此短的

时期内迅速、专业地处理如此大量的额外工作，而感到自豪。” 

这些资助者代表了全国各地艺术组织的多样性。所有资金大约在小型、中型

和大型艺术组织间平均分配。 

 

4 月，该机构宣布将《CAERS 法案》7500 万美元的 40%分配给州和地区艺

术机构资助项目。各个机构按自己的流程、时间发放这些资金，国家艺术基金会

预测将会有 4200~5600 项资助。 

从一开始，国家艺术基金会不仅追求发放基金的速度，并保持机构卓越的声

誉。在特朗普总统签署《CARES 法案》12 天后，国家艺术基金会就公布了直接

资助申请指导方针。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该机构宣布了州艺术机构、地区艺术

组织的资助。 

艺术、文化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 年为美国经济贡献了 8778 亿

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4.5 ％，500 多万员工收入 4050 亿美元。这笔资金

将有助于在这个困难时期支持这些工作和非营利组织，以便艺术和文化能继续为

美国经济做贡献。 

编译自： 

https://www.arts.gov/news/2020/national-endowment-arts-approves-arts-organization

s-cares-act-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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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投资 15.7 英镑保护世界级文化艺术遗产机构 

刘禹辰 翻译  郝晓雪 校对 

2020 年 7 月 5 日 

• 英国博物馆、画廊、剧院、独立影院、遗产遗址和音乐厅将通过紧急资

助和贷款被保护 

• 因疫情而暂停的文化遗产遗址建设工作，将有基金注入以重新启动 

英国政府今天宣布，英国举世闻名的艺术、文化和遗产产业将获得 15.7 亿

英镑的救援，以帮助抵御冠状病毒的影响。 

包括表演艺术、剧院、文物历史宫殿、博物馆、画廊、现场音乐和独立影院

在内的数千个组织，将获得紧急资助和贷款。 

作为英国文化领域最大的一次性投资，这笔钱是受到新冠影响的重要文化遗

产机构的命脉。它使这些机构在关闭期间仍能生存下去。重启暂停项目的资金也

将有助于支持就业，包括这些部门的灵活就业者。 

英国许多文化遗产机构已经获得前所未有的财政援助，包括贷款、商业利率

假日和参加冠状病毒就业保留计划等，以帮助他们度过这场大流行。自疫情爆发

以来，娱乐和休闲行业的 35 万多人一直处于休假状态。 

这个新的资助计划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确保这个价值数十亿英镑的行业

被保护下来。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说： 

从标志性的戏剧、音乐剧、画廊展览，到地下演出，英国文化产业是这个国

家跳动的心脏。 

这笔钱有助于为子孙后代保护这一行业，确保英国各地的艺术团体和场馆能

够在关闭期间生存下去，保障员工工资收入。 

英国文化大臣奥利弗·道登说： 

我们的艺术和文化是我们国家的灵魂。它使我们国家变得伟大，是我们世界

领先和快速发展的创意产业的支柱。 

我理解艺术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为子孙后代保护、保存所能保护的

一切。今天，我们宣布了一项巨大的资金资助计划，以解决他们面临的资金危机。

我说过我们不会让艺术沉沦，这次大规模的投资表明了我们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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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说： 

我们享誉世界的画廊、博物馆、遗址、音乐厅和独立影院，雇佣了 70 多万

人，不仅是经济繁荣发展的关键，也是英国文化的命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他们必要的资金以保障其生存，保护其工作，并确保

其能继续为我们提供优秀声音、画面作品。 

今天宣布的资助计划不仅包括对英国国家文化机构的资助，还包括对因疫情

而暂停的文化遗址重建工作的投资。这将是重建国家文化基础设施的一大步。这

一资助计划包括： 

• 通过资助和贷款的混合方式，为英国文化组织提供 11.5 亿英镑的支持。

其中包括 2.7 亿英镑的贷款资金和 8.8 亿英镑的资助资金。 

• 为英国国家文化机构和遗产信托机构提供 1 亿英镑的针对性支持。 

• 1.2 亿英镑用于投资因疫情而暂停的文化基础设施和遗址重建工作。 

• 还将额外有 1.88 亿的新资金提供给北爱尔兰（3300 万英镑）、苏格兰（9 

700 万英镑）和威尔士（5900 万英镑）。 

有关奖项的决定将由与来自英国艺术委员会和其他专业机构（如英格兰历史

博物馆、国家彩票遗产基金会和英国电影学院）的专家独立人士共同做出。 

贷款资金将以慷慨的条件发放，为文化机构量身定制，以确保它们负担得起。

有关详情将于未来数星期开始接受申请时公布。 

编译自：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157-billion-investment-to-protect-britains-worl

d-class-cultural-arts-and-heritage-institutions 

 

 

 

 

 



学科动态专题报道                   2020 第 4 期 总第 54 期                       文化金融专题 

12 

 

对加拿大新闻业的支持 

崔璨 翻译  郝晓雪 校对 

背景资料 

2020 年 4 月 17 日 

2019 预算宣布了三项旨在支持加拿大新闻业的税收措施，包括: 

• 允许某些新闻机构注册为合格的受赠人； 

• 加拿大新闻业劳工税收抵免； 

• 数字新闻订阅税收抵免。 

具备加拿大新闻组织资格（QCJO）是新闻业组织从这些措施中受益的必要条件。

此外，每种措施都有其自身的附加资格条件。咨询委员会负责向加拿大税务局（CRA）

提供建议，关于新闻机构是否具有获得 QCJO 资格的条件。 

政府提议对这些措施进行一些更改和澄清，以追溯适用于每项措施的生效日期。

这些立法建议草案符合新闻措施的原始政策意图，将有助于确保向加拿大新闻组织提

供支持。 

加拿大期刊基金的支持 

当前，为了有资格获得加拿大新闻界的劳工税收抵免，组织不得在相关纳税年度

获得加拿大期刊基金的“出版者援助”部分的支持。此限制旨在防止重复提供政府支

持。 

建议修改此规则，以允许从“加拿大期刊基金”的“援助出版者”部分中收取金

额的组织有资格获得加拿大新闻业劳工税收抵免。为了避免重复提供支持，应从某个

组织在该纳税年度从加拿大新闻工作者的劳工税收抵免额中减去与该纳税年度从加

拿大期刊基金的“援助出版商”部分获得的任何资金相等的数额。 换句话说，根据

加拿大新闻业劳工税收抵免，QCJO 有权获得的金额将减少，这是从 Aid 向出版商收

取的每一美元。 

制作原始新闻内容的要求 

要获得 QCJO 资格，组织目前必须主要从事原始新闻内容的制作，并且不得大

量从事内容的制作： 

• 促进组织，协会或其成员的利益或报告其活动； 



学科动态专题报道                   2020 第 4 期 总第 54 期                       文化金融专题 

13 

 

• 对于政府，官方公司或政府机构； 

• 促销商品或服务。 

建议修改此规则，以从要求 QCJO 从事原始新闻内容制作中删除“主要”阈值。

但是，组织主要从事原始新闻内容制作的要求将继续适用于寻求注册为合格受赠人的

组织。不再要求 QCJO 不大量从事内容产品的生产以促销商品或服务的要求。 

为了确保新闻措施继续实现其支持原始书面新闻内容的政策目标，还提出了以下

相关更改： 

数字新闻订阅税收抵免 

数字新闻订阅税收抵免旨在提供原始新闻内容的订阅。 

建议修改当前规则以阐明，为了有资格获得信用，数字新闻订阅必须使个人有权

访问主要是原始书面新闻的数字形式的内容。 

加拿大新闻劳工税收抵免 

加拿大新闻业劳工税收抵免旨在支持原始书面新闻内容的制作。为了符合信用条

件，有资格成为合格的新闻编辑室雇员，目前，个人必须花费至少 75％的时间从事

新闻内容的制作。建议修改此规则，以指定合格的新闻编辑室员工必须将其至少 75％

的时间用于制作原始书面新闻内容。 

撤销 QCJO 名称 

除了满足其他资格标准之外，CRA 还必须指定组织才能成为 QCJO。 

建议为 CRA 引入明确的机制，以撤销不再满足 QCJO 资格要求的组织的指定。

撤销通知书将以书面形式发出，并注明撤销的生效日期。为用户提供确定性根据数字

新闻订阅税收抵免,数量由用户支付一年一个组织不再是上市的 CRA 提供一个合格

的订阅(无论是由于撤销其名称或其他)仍然符合本信用证。 

在决定撤销某机构的指定时，服务评审委员会须考虑为就该机构的资格提供建议

而设立的谘询委员会所提供的意见。 

电视及无线电广播 

加拿大新闻劳动税收抵免和数字新闻订阅税收抵免并不适用于广播公司。 

然而，这一规则可能会无意中取消那些从事不需要许可证的广播活动的书面新闻

机构的资格，比如播客。有人建议修改这一规则，以澄清这一排除只适用于有许可证

的广播公司(例如电视和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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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新闻劳动税收抵免-合伙关系 

加拿大新闻劳动税收抵免计划适用于合伙企业、信托公司和公司。为确保建立合

作关系的新闻机构能够获得这一荣誉，建议将这一荣誉分配给具有合作关系的合格新

闻机构的积极成员。 

加拿大新闻劳动税收抵免合格费用 

《所得税法》规定，对于每名有资格获得加拿大新闻劳动税收抵免的新闻编辑部

员工，机构可申请的合格费用上限为 5.5 万美元。这一上限在较短的纳税年度内按比

例计算。 

有人提议修改这一规则，以根据一个机构在其成为合格新闻机构的纳税年度中所

占的比例来按比例分配这一上限。例如，一家在纳税年度过半时就不再符合合格新闻

机构的资格标准的机构将受到通常上限的一半(即 27,500 美元)的限制。 

数字新闻订阅税收抵免-公布名单 

与数字新闻订阅税收抵免有关的现行规则允许 CRA 公布其数字新闻订阅有资格

获得抵免的组织的名称。 

建议澄清的是，CRA 可以公布其数字新闻订阅有资格获得信贷的组织的名称，

以及它们提供的合格订阅。 

还提议，如果订阅者的订阅不再符合数字新闻订阅税收抵免的资格，组织必须通

知订阅者。 

编译自：

https://www.canada.ca/en/department-finance/news/2020/04/support-for-canadian-jou

rnalis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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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资讯】 

2020 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

下降 6.2% 

来源：国家统计局  发布时间：2020-07-31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不断推进，我国文化企业生产经营逐

步趋于好转。据对全国 5.9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上

述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40196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详见附注 6），比上年同期

下降 6.2%[1]，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7.7 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2]实现营业收入 12939 亿元，增长 18.2%。 

分行业类别看，文化及相关产业 9 个行业中，新闻信息服务营业收入 3996

亿元，同比增长 13.4%，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创意设计服务营业收入 6250 亿元，

同比增长 3.3%；其余 7 个行业虽同比仍在下降，但降幅比一季度明显收窄。 

分产业类型看，文化制造业营业收入 15383 亿元，同比下降 9.5%，降幅较

一季度收窄 9.0 个百分点；文化批发和零售业 6216 亿元，下降 17.7%，降幅收窄

9.6 个百分点；文化服务业 18598 亿元，增速由一季度下降 2.9%转为增长 1.7%。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3]营业收入 24715 亿元，同比下降 4.0%，降幅较

一季度收窄 6.7 个百分点；文化相关领域 15480 亿元，下降 9.4%，降幅收窄 9.0

个百分点。 

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 30460 亿元，同比下降 6.3%，降幅较一

季度收窄 7.6 个百分点；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 5730 亿元、3653 亿元和

353 亿元，分别下降 6.7%、2.4%和 19.8%，降幅分别收窄 8.6、7.2 和 5.0 个百分

点。 

 注： 

[1] 为名义增长，未扣除价格因素。 

[2] 新业态特征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是：广播电视集成播控，互联网搜索

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数字出版，其他文化艺术业，动漫、游戏数字内容

服务，互联网游戏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增值电信文化

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广告服务，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版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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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其他智

能文化消费设备制造。 

 [3] 文化核心领域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

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娱乐休闲服务 6 个行业，文化相关领域包括文

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文化消费终端生产 3 个行业。 

 2020 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情况 

  
绝对额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所占 

比重 

（%） 上半年 一季度 

总 计 40196 -6.2 -13.9 100.0 

          

按行业类别分         

 新闻信息服务 3996 13.4 11.6 9.9 

 内容创作生产 9743 -0.3 -7.7 24.2 

 创意设计服务 6250 3.3 -2.5 15.5 

 文化传播渠道 4197 -24.4 -31.6 10.4 

 文化投资运营 191 -1.9 -10.0 0.5 

 文化娱乐休闲服务 338 -48.8 -59.1 0.8 

 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 5646 -13.3 -21.7 14.0 

 文化装备生产 2436 -10.0 -19.8 6.1 

 文化消费终端生产 7399 -5.9 -15.1 18.4 

          

按产业类型分         

 文化制造业 15383 -9.5 -18.5 38.3 

 文化批发和零售业 6216 -17.7 -27.3 15.5 

 文化服务业 18598 1.7 -2.9 46.3 

          

按领域分         

 文化核心领域 24715 -4.0 -10.7 61.5 

 文化相关领域 15480 -9.4 -18.4 38.5 

          

按区域分         

 东部地区 30460 -6.3 -13.9 75.8 

 中部地区 5730 -6.7 -15.3 14.3 

 西部地区 3653 -2.4 -9.6 9.1 

 东北地区 353 -19.8 -24.8 0.9 

注：1.表中速度均为未扣除价格因素的名义增速。               

  2.表中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附注 

1、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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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及相关产业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

集合。《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规定文化及相关产业包括新闻信息服务、

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娱乐休闲服

务、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文化消费终端生产 9 个大类。 

营业收入指 “主营业务收入”及“其他业务收入”之和。 

2、统计范围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的统计范围为《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所

规定行业范围内，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

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企业或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

企业；年营业收入在 1000 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企业，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年营

业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的年营业收入在 500 万元及以上。 

3、调查方法 

每季度进行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认定，根据国家统计联网直报

平台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全

面调查取得的数据进行汇总。 

 4、行业分类标准 

 执行《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具体请参见

http://www.stats.gov.cn/tjgz/tzgb/201804/t20180423_1595390.html。 

5、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海南 10 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6 个省；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新疆 12 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3

个省。 

6、2020 年上半年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的上年同期数与之

前公布的 2019 年上半年数据存在差异，主要原因是：（一）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发

生增减变化。2020 年上半年有部分企业达到规模以上标准纳入调查范围，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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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企业因规模变小而退出调查范围，还有新建投产企业、破产、注（吊）销企

业等，使得规上企业数量发生变化。2020 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

产业调查企业数量为 5.9 万家，比上年同期增加 3635 家。按照可比口径，2019

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为 42830 亿元。（二）加强

统计执法，对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的不符合规模以上要求的企业及填报的不实数

据进行了清理，对相关基数依规进行了修正。 

链接地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7/t20200731_1779905.html 

文化企业营业收入降幅明显收窄“互联网+文化”持续增长 

来源：国家统计局  发布时间：2020-07-31 09:30 

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经济社会秩序有序恢复，文化企业复工复产扎

实推进，上半年，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降幅明显收窄，向好态

势逐步显现；特别是“互联网+文化”持续快速增长，彰显出文化新业态的巨大

韧劲和发展潜力。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40196 亿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 6.2%，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7.7 个百分点。在文化及相关产业 9 个行业

大类中，新闻信息服务增幅超过两位数，达到 13.4%，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1.8 个

百分点；创意设计服务增速由负转正，由一季度下降 2.5%转为增长 3.3%，其余

7 个行业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7.2—10.3 个百分点之间，反映出文化企业生产经营

逐渐回暖。 

上半年，“互联网+文化”新业态继续逆势上行，线上文化消费保持较快增长。

从文化及相关产业细分行业看，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1]实

现营业收入 1293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8.2%，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2.7 个百分

点；占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32.2%，比上年同期提高

8.3 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

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可

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行业的营业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下阶段，随着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统筹推进，宏观政策效应进

一步显现，经济逐步恢复，文化消费需求将回补释放，文化市场回暖向好态势将

持续巩固，文化企业生产经营将有望逐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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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新业态特征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是：广播电视集成播控，互联网搜索服

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数字出版，其他文化艺术业，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

务，互联网游戏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增值电信文化服

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广告服务，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版权和文

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其他智能

文化消费设备制造。 

链接地址：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007/t20200731_1779906.html 

《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方案》发布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发布时间：2020.06.23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 6 月 23 日讯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公共文化

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从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文化艺术创作扶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化交流、能力建设

等方面划分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方案指出，地方文化文物系统所属博物馆、纪念馆、公共图书馆、美术馆、

文化馆（站）、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免费开放，所需经费由中央与地方财

政分档按比例分担，其中：第一档中央财政分担 80%；第二档中央财政分担 60%；

第三档中央财政分担 50%；第四档中央财政分担 30%；第五档中央财政分担

10%。上述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中央财政根据大型体育场馆开放数

量、补助标准、绩效情况等确定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 

方案明确，第一档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二档包括河北、

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等 10 个省；第三

档包括辽宁、福建、山东等 3 个省（不含计划单列市）；第四档包括天津、江苏、

浙江、广东等 4 个省（直辖市）及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深圳等 5 个计划单

列市；第五档包括北京、上海等 2 个直辖市。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规定比照享受

相关区域政策的地区按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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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强调，省级政府要参照本方案的要求，合理划分省以下公共文化领域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要将适宜由地方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支出

责任上移，避免过多增加基层政府支出压力。 

以下为方案全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20〕1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已经党中

央、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 

2020 年 6 月 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现就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制定如下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

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

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

适应的制度，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确保财政公共文化投入水平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坚持和完

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主要内容 

（一）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方面。 

1.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将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按照国家规定

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确认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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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支出责任。主要包括地方文化文物系统所属博物馆、纪念馆、公共图书馆、美

术馆、文化馆（站），以及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免费

开放；体育部门所属公共体育场馆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等。 

上述博物馆、纪念馆、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站）、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免费开放，所需经费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档按比例分担，其中：第

一档中央财政分担 80%；第二档中央财政分担 60%；第三档中央财政分担 50%；

第四档中央财政分担 30%；第五档中央财政分担 10%。上述公共体育场馆免费

或低收费开放，中央财政根据大型体育场馆开放数量、补助标准、绩效情况等确

定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 

第一档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等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二档包括河北、山西、吉林、

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等 10 个省；第三档包括辽宁、

福建、山东等 3 个省（不含计划单列市）；第四档包括天津、江苏、浙江、广东

等 4 个省（直辖市）及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深圳等 5 个计划单列市；第五

档包括北京、上海等 2 个直辖市。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规定比照享受相关区域政

策的地区按相关规定执行。 

2.其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事项。将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涉及的读

书看报、收听广播、观看电视、观赏电影、送地方戏、文体活动等其他事项，确

认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支出责任。中央财政根据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任务量、补助标准、绩效情况、财力状况等统筹确定对地

方转移支付资金。 

（二）文化艺术创作扶持方面。 

将文化艺术创作扶持方面的有关事项按政策确定层级和组织实施主体分别

划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主要包括为落实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部

署要求，由政府组织实施或支持开展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展览、文艺创作演出等，

涉及文学、舞台艺术、美术、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电影、出版等方面。 

中央确定并由中央职能部门组织实施或支持开展的事项，确认为中央财政事

权，由中央承担支出责任；中央确定并由中央职能部门、地方共同组织实施或支

持开展的事项，确认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由中央与地方按照相关职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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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分别承担支出责任；地方确定并由地方组织实施或支持开展的事项，确认为地

方财政事权，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 

（三）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 

1.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包括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可移动文物保护、古籍

保护、考古等。中央职能部门组织实施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确认为中央财政事

权，由中央承担支出责任；纳入国家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关规划，并由地方组织

实施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珍贵可移动文物保护、考古等，

确认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支出责任，中央财政根

据保护需求、工作任务量、绩效情况、财力状况等确定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其

他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项，确认为地方财政事权，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传习活动、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等。中央职能部门组织实

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传习活动等，确认为中央财政事

权，由中央承担支出责任；地方组织实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

传承人传习活动、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等，确认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由

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支出责任，中央财政根据保护需求、工作任务量、绩效情况、

财力状况等确定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地方组织实施的省级及以下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传习活动、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等，确认为地方财政事权，

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 

（四）文化交流方面。 

1.对外及对港澳台文化交流合作。主要包括落实文化交流与合作协定及其执

行计划，开展演出、展览、会展等对外及对港澳台文化交流和推广活动，涉及文

学、舞台艺术、美术、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电影、出版等方面。中央职能

部门组织实施的事项，确认为中央财政事权，由中央承担支出责任；中央职能部

门、地方共同组织实施的事项，确认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由中央与地方

按照相关职责分工分别承担支出责任；地方组织实施的事项，确认为地方财政事

权，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 

2.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主要包括按照规划开展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

设、运行和相关交流活动。中央职能部门组织实施的事项，确认为中央财政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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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承担支出责任；由中央职能部门指导地方组织实施的事项，确认为中央与

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由中央与地方按照相关职责分工分别承担支出责任。 

（五）能力建设方面。 

1.公共文化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主要包括按照国家规定对文化文物系统所

属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美术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播出传输机构、文艺院团等

公共文化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的补助（地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除外）。按照隶属

关系，对中央级公共文化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的补助，确认为中央财政事权，由

中央承担支出责任；对地方级公共文化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的补助，确认为地方

财政事权，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 

2.公共文化管理。主要包括各级有关职能部门及所属机构承担的文化事业和

文化市场、电影出版、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物保护管理，以及人才培养、文

化志愿活动等。按照隶属关系，中央职能部门及所属机构承担的事项，确认为中

央财政事权，由中央承担支出责任；地方职能部门及所属机构承担的事项，确认

为地方财政事权，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出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主要用于中央财政事权或中央与

地方共同财政事权事项。中央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参

照中央与地方划分原则执行；财政支持政策原则上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政

策执行，并适当考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特殊因素。中央和地方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等形式，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领域其他未列事项，按照

改革的总体要求和事项特点具体确定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三、配套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

来，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履行职责，密切协调配合，确保改革工作落实到位。 

（二）强化投入保障。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着力提高公共文化领域财政

资源配置效率、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质量。中央财政加大对困难地区的均衡性转

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要统筹安排上级转移支付和自有财力，促进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符合区域规划的公共文化机构基本建设等资本性支出可通

过依法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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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同推进改革。公共文化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要与深

化文化体制改革、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等紧密结合，并根据改革发展形势以及相关

条件成熟情况，适时优化调整财政事权事项，健全基础标准，进一步规范支出责

任。省级政府要参照本方案的要求，合理划分省以下公共文化领域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要将适宜由地方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支出责任上移，

避免过多增加基层政府支出压力。 

本方案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链接地址：http://www.ce.cn/culture/gd/202006/23/t20200623_35189320.shtml 

2020 年文化金融发展态势展望--变革、机遇与风险 

来源：新元新经济智库 发布时间：2020-05-28 

据新元文智-文化产业投融资大数据系统（文融通）显示，2019 年我国文化

及相关产业（简称文化产业）通过债券、信托、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上市

首次募资、上市再融资、新三板融资、股权众筹、奖励众筹融资渠道总计流入资

金 2005.64 亿元，同比下降 29.10%。其中债权融资规模占比提高，债券、信托渠

道合计流入资金 1087.18 亿元，对比 2018 年下降 17.45%，流入资金规模占文化

产业流入资金总规模的 54.21%，流入资金规模占比比 2018 年提高了 7.65 个百分

点；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上市首次募资、上市再融资、新三板融资、股权

众筹等股权融资渠道流入资金 915.89 亿元，同比下降 39.21%，占总流入资金规

模的 45.67%。各融资渠道中，债券渠道资金贡献度最高，流入资金 843.74 亿元，

占总资金规模的 42.07%；私募股权投资渠道次之，涉及资金 562.97 亿元，占比

为 28.07%。与 2018 年对比，除了上市首次募资、信托渠道流入资金规模分别增

长 630.17%、51.56%外，其他渠道流入资金规模均有不同幅度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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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文化产业社会融资在债券融资、股权融资、上市公司再融资、新三

板融资、互联网众筹融资等渠道较大幅度下滑，IPO 上市融资和信托融资较大幅

度上升，整体社会融资规模下滑明显。融资困难程度上升，对文化产业保持较高

速增长带来一定压力，文化类创业企业普遍感受到融资艰难，成长遇到资金瓶颈。 

  2020 年不期而遇的疫情对文化和旅游产业造成重大打击，整体行业收入受

损严重，这加剧了企业储备资金的消耗和现金流的紧张程度，大多数企业对资金

的渴求程度大幅度提升，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企业选择了退出行业或暂停营业。 

  展望 2020 年，文化产业投融资的态势将会如何发展？企业社会融资的难度

是有所上升还是下降呢？ 

  本文就此做一些分析，仅供文化产业管理部门、文化企业参考。 

创业股权融资困难依旧，整体融资规模可能保持平稳 

  相比 2019 年，创业企业股权融资在 2020 年大概率上困难程度有可能进一步

加剧，主要因素在于两个：一是股权投资基金募资困难导致投资更加谨慎，二是

很多领域的文化企业受疫情影响严重，也导致投资机构小心翼翼。 

  从近些年来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 E 设立状况可以发现股权投资机构对文化

产业的投资处于下滑趋势。 

据不完全统计，2010 年-2019 年 9 月，我国发起设立了 486 支文化产业投资

基金，其中 207 支披露首期募资规模共计 3291.27 亿元（平均每支基金募集 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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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348 支基金披露总募资规模共计 17397.58 亿元（平均每支基金募集 49.99

亿元）。其中，2017 年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转折之年，当年发起设立基金 126

支，披露总募资规模 7225.80 亿元。从 2013 年至 2017 年，设立基金数量年均复

合增长率达 105.98%，总募集资金规模年均复合增长 334.63%。进入 2018 年后，

市场情况明显下滑。2018 年新增发起设立基金数量、披露总募资规模分别同比

下降 69.84%、73.64%。 

 

  基金存续期限一般为 5-10 年，包括 3 年至 5 年的投资期，预计未来 2-3 年，

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市场整体将处于相对低迷状态。 

  从股权投资机构对文化产业的投资趋势来看，一是大多数股权投资机构更倾

向投资商业模式成熟、营收和市场地位处于行业龙头的成熟期企业投资，通常意

义上是至 B 轮以后的投资，对 A 轮及更早阶段的融资则轻易不出手；二是个别

领域成为新的风口。2020 年直播带货热度快速攀升，预计直播电商 GMV 有望达

到 1 万亿元，MCN 机构数量和营收规模快速上升，吸引着股权投资机构的关注

和投资。另外，智能广告投放、智能视频生产、虚拟主播等细分领域也较受股权

投资机构青睐。 

  从整体来看，早期文化创业企业股权融资难度很大，文化产业整体股权融资

规模有可能平稳或小幅下滑。 

文化企业 A 股进程有望加快，但海外上市大概率受阻而融资规模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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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 月，科创板首批公司挂牌上市交易，标志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

册制这一重大改革任务正式落地。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审议《证券法》

修订草案提出，要推动创业板及主板证券注册制。2020 年 4 月 27 日，创业板推

出注册制试点改革。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体系日益完善，对文化企业 A 股上市整体利好。 

  注册制的推出极大地简化了 IPO 上市流程，提高了上市审核效率。未来，

随着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注册制及其配套的严格退市制度逐步在科创板、创业板

等板块深入实施，企业 IPO 上市时间将大幅缩短，将有更多文化企业选择在科

创板、创业板等板块上市。 

  据新元文智-文化产业投融资大数据系统（文融通）统计，2019 年我国新增

IPO 上市文化企业 20 家（不含香港及海外上市），比 2018 年增长 300.00%；首

发募集资金共计 140.28 亿元，同比增长 630.17%；平均每家企业融资规模由 2018

年的 3.84 亿元增长至 7.01 亿元。 

  预计 2020 年文化企业 A 股上市节奏有可能加快，整体融资规模保持平稳。 

  但在美国资本市场方面，瑞幸咖啡 22 亿元收入造假事件发生后美国证券市

场对中概股兴起的怀疑态度，尤其是美国国会推出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对

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将造成巨大阻碍，这将给以互联网文娱、数字营销服务为主的

文化类企业上市带来风险，导致上市进程变缓甚至不得不更改上市地点。 

  2019 文化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 4 家，募资规模为 58.57 亿元，2020 年

大概率可能上市企业数量和募资规模大幅度下降。 

  香港资本市场对于中国文化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上市地，2019 年文

化类企业香港上市 12 家，募资规模 62.71 亿元，2020 年有可能持平或一定幅度

上涨。 

A 股进入退市常态化新阶段，部分文化类上市公司面临退市风险 

  自 2018 年 11 月沪深交易所发布退市新规以来，监管层对退市制度的执行力

度明显加大，2019 年 A 股市场迎来“退市大年”。据证监会发布的信息，2019

年 18 家上市公司退市，9 家为强制退市，退市原因包括财务指标不达标、连续

20 个交易日股价低于面值等，8 家是通过重组方式退市，1 家为通过股东大会决

议主动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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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1 月 29 日，印纪传媒宣布退市，是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退市第一

家上市公司。 

  5 月 1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重磅公告乐视网股票终止上市。6 月 5 日起，

乐视网股票交易进入退市整理期。成为 2020 年第一家退市的文化类上市公司。 

  纵观 A 股文化类上市公司，有超过 20 家公司存在着退市风险，这不能不引

起文化产业管理部门的高度关注。 

  据新元文智-文化产业投融资大数据系统（文融通）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5 月 15 日，A 股市场 ST 股数量增至 200 只，其中，文化类 ST 股共计 20 只，占

全行业 ST 股数量的十分之一。未来，在科创板及创业板大量优质股涌入、退市

监管日益趋严等因素的影响下，财务不达标、债券违约、商誉减值等给企业带来

的潜在退市风险将逐渐上升，被强制退市的垃圾股或僵尸股数量将继续增加，A

股退市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文化类上市板块也面临着重大调整。 

新三板融资分化加剧，整体融资规模维持在低位，摘牌企业数量将保持在高位 

  文化类创业企业在新三板的融资表现近年来始终低迷，表现不佳。 

  2019 年文化产业新三板融资遇到“寒流”，无论案例数量还是融资规模，都

大幅度下滑。据新元文智-文化产业投融资大数据系统（文融通）数据显示，2019

年新三板挂牌文化企业发生融资案例 57 起，涉及资金 12.49 亿元，对比 2018 年，

分别下降 48.65%、64.38%（包括 56 起发行股票案例融资 12.39 亿元，1 起发行

优先股案例融资 0.10 亿元）。 

受多种因素影响，从 2017 年开始，文化类新三板企业摘牌数量连续大幅度

上升，2019 年达到 22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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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无疑是新三板 2019 年提及最高频的词汇。从呼吁改革到期待改革，

最终，10 月 25 日，证监会宣布全面启动深化新三板改革，重点推进优化发行融

资制度、完善市场分层、建立转板上市机制等 5 项改革措施。 

  新三板已经形成了“精选层、创新层和基础层”的市场结构，并匹配以差异

化制度安排，以期提升市场融资功能和定价能力，改善流动性，带动企业进一步

发展。 

 

  据多家券商预计，精选层有望在 2020 年上半年实施落地。这也为市场各方

提供了新的机遇。除了公开发行外，定增、并购、借资等新三板业务预计也将随

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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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三板改革对文化类挂牌企业来说喜忧参半，一方面一些商业模式领先、市

场占有优势地位的公司如进入精选层则会吸引更多资本关注，另一方面很多基础

层企业融资变得更加艰难。 

  截至 2020 年 5 月 28 日，新三板精选层申报受理企业数量为 35 家，其中北

京流金岁月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是截至目前唯一一家文化类企业。 

  预计 2020 年文化类挂牌企业摘牌数量仍保持在高位，文化产业融资整体规

模保持在平稳状态。 

债券违约风险上升但整体可控，债券发行融资规模有可能有所下滑 

  近年来,全国信用债违约数量不断增长，据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13 日，已出现违约债券 173 只，债券违约规模刷新了历史新高，达 1373.87

亿元，成为“爆雷”规模最大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文化、旅游、零

售、航空等多个行业遭受重创，给经济增长也带来明显冲击，企业信用违约风险

边际上升。为舒缓企业的融资压力及违约风险，中央及各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

济刺激措施及企业扶持政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央行三次降准共释放资金

超 1.75 万亿元，极大的提高了市场流动性；政府先后出台财政贴息、缓缴税款、

大规模降费等利好政策，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企业的短期流动性压力，

避免信用风险集中暴露。 

  展望 2020 年，在政策护航下，企业融资环境逐步改善，信用风险整体可控，

但文化产业也存在着债券违约上升的风险。 

  2019 年，我国文化产业债券融资规模呈现下滑走势。数据显示，全年文化

产业发生债券融资事件 124 起，较 2018 年减少 15 起，募集资金 843.74 亿元，

同比减少 27.03%。从发债类型上看，文化企业类债券涵盖超短期融资券、中期

票据、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可转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企业债等七种

类型。其中以超短期融资券为主，58 起事件涉及资金 300.50 亿元，案例数量、

融资规模双向居首；其次为中期票据、公司债，分别发生事件 23 起、12 起，分

别募集资金 155.30 亿元、147.3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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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文化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大概率会有所下滑，仍然以超短期融资券为

主。 

总结 

  展望 2020，文化产业投融资有喜有忧，既有一些机遇，也面临着一定的风

险。 

  整体而言，创业股权融资因保持较为低迷状态，但直播和短视频 MCN 企业、

智能内容生产工具和服务类企业、智能广告投放、虚拟主播等细分领域将成为局

部热点。 

  文化企业上市融资有望与 2019 年持平，A 股 IPO 和香港 IPO 将成为主要上

市方式。已上市公司再融资难度增加，融资规模处于低位。一些已上市公司已经

退市或存在退市风险。 

  新三板融资冰火两重天，整体而言形式不容乐观。摘牌企业数量仍将保持高

位。 

债券市场融资规模大概率下降，且存在一定的偿债风险。 

链接地址：https://dy.163.com/article/FDO1HVFS0534B7B6.html 

 

 

https://dy.163.com/article/FDO1HVFS0534B7B6.html


学科动态专题报道                   2020 第 4 期 总第 54 期                       文化金融专题 

32 

 

我国文化企业海外投资状况 

来源：新元新经济智库 发布时间：2020-01-14 

截至 2019 年上半年，我国上市和新三板挂牌文化企业海外投资增速再创新

高，同比增幅扩大至 139.07%，海外投资力度日益增强。其中，互联网文化业态

备受资本关注，欧美地区依旧是投资重点区域。伴随着海外投资的快速扩张，文

化企业海外投资专属扶持政策缺位、投资壁垒多、高端复合型专业人才等问题日

益凸显，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民营文企海外投资扶持力度，尽快完善高端人才培

育机制及跨国投资文化企业培育机制。 

文化企业海外投资现状 

近年来，我国文化企业海外投资规模日益增长，多以股权投资为主，随着政

策红利不断释放，互联网文化业态受到越来越多资本关注，欧美地区始终是我国

文化企业投资重点区域。 

1.投资规模扩张提速，文化企业海外投资力度日益加强 

据新元文智-文化产业投融资大数据系统（文融通）数据显示，2018 年，我

国文化企业海外投资规模由 121.31 亿元增长为 236.87 亿元，同比增长 95.26%；

2019 年上半年，投资增速再创新高，同比增幅扩大至 139.07%，文化企业海外投

资力度日益增强。 

2017-2019 年上半年我国文化企业海外投资情况

 

注：因数据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文中可能存在总计（或差值）与各项求和（或相减）不

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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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海外投资集中在文化领域，文化传播渠道业成投资重点 

据新元文智-文化产业投融资大数据系统（文融通）统计，2019 年上半年我

国文化企业海外投资主要集中文化传播渠道领域，投资规模为 91.78 亿元，占上

半年投资总额的 68%。其次是内容创作生产领域，以 23.36 亿元、占比 17.38%

的成绩居于第二位。 

2019 年上半年我国文化企业海外投资行业分布情况 

 

3.互联网文化是海外投资的核心领域 

据统计，2019 年上半年，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

互联网搜索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互联网广告服务等互

联网文化业态是海外投资主要领域，投资规模分别达 91.78 亿元、23.12 亿元、

2.34 亿元、0.20 亿元、0.11 亿元，合计投资比重达 90%以上。 

2019 年上半年我国文化企业海外投资细分文化领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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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欧美国家成我国文化企业对外投资扩张热点区域 

从区域分布来看，近年来，我国文化企业更倾向于投资欧美地区。据统计，

2017-2019 年上半年，我国文化企业对美投资频率高达 41 起，占总投资数量的

33.33%。而从投资规模来看，英国以 294.68 亿元吸纳了我国文化企业近 60%的

海外投资。其中，2019 年上半年，欧美地区（英国、德国、美国）的投资数量

比重高达 72.73%。 

2019 年上半年我国文化企业海外投资数量区域占比情况 

 

2017-2019 年上半年我国文化企业海外投资区域分布情况 

 

5.文化企业海外投资以股权投资为主要模式 

据新元文智-文化产业投融资大数据系统（文融通）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

年我国文化企业海外投资以股权投资居多，数量达 10 起，占投资总数的 45.45%，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66.67%，平均投资规模为 2.95 亿元。另一方面，从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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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我国文化企业海外投资以并购为主，4 起并购案例涉及资金 101.77 亿元，

占投资总规模的 70%以上。 

2019 年上半年我国文化企业海外投资类型分析 

 

文化企业海外投资不足分析 

目前，我国文化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着专属扶持政策缺位、投资壁垒多、高端

复合型专业人才等问题。 

1.文化企业海外投资专属政策缺位，民营文化企业海外投资力度亟待加大 

目前，我国文化企业海外投资领域的扶持政策仍相对较少，仅在部分对外文

化贸易的政策文件中简单涉及，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

中也仅是简单提及了支持文化企业从事境外投资，现有政策更多的是支持文化出

口，专门针对文化企业海外投资的扶持政策尚未出台。并且，由于现有政策相对

滞后、不够灵活，在支持过程中更倾向于国有、大型企业，导致许多民营文化企

业难以获得相关补助奖励，民营文化企业海外投资扶持政策相对匮乏，不利于产

业发展。 

2.文化企业海外投资壁垒多，阻碍文化企业对外投资扩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文化贸易规模大幅增加，文化企业境外投资也有所

突破，但随着国际往来的日益频繁，由于国家政治问题、地方保护、文化差异、

法律法规等原因，我国文化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阻力带来的消极作用

也日益明显。如，在西班牙投资广播、电视等敏感行业需要得到该国经济部贸易

政策总司的批准，巴西禁止或限制海外资本进入报纸、电视等领域等，一系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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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壁垒的设置减少了中国文化企业海外投资机会，增加了企业投资成本，给我国

文企投资海外造成了巨大障碍。 

3.文化企业海外投资高端专业人才匮乏，相关人才培养处于初级阶段 

在全球文化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文化企业海外投资规模日益增长，

具备国际视野、熟悉国际市场投资规律，能够从事文化企业投资前期调研、行政

审批服务、项目运营管理、法律咨询等工作的高端、复合型专业人才匮乏问题愈

加凸显。国内文化企业海外投资相关专业人才的培育仍处于初级阶段，政府、企

业、高校联动模式和机制亟待完善，人才扶持力度也有待提高。 

面对文化企业海外投资存在的诸多问题，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民营文企海外

投资扶持力度，以本土化经营实现海外投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尽快完善相

关人才培育机制及跨国投资文化企业培育机制。 

建议政府建立健全文化企业海外投资运营扶持政策体系，尽快出台支持民营

文化企业海外投资的专属扶持政策，鼓励民营文化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同时，充

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支持和鼓励文化企业设立海外投资基金，对于文化

企业在海外开展的新设子公司、并购、合作经营等行为给予支持或奖励。 

面对海外投资政治、法律等壁垒，建议文化企业在遵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

前提下，尽快适应东道国的投资、经营环境，通过实施本土化经营策略，提高文

化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经营管理水平，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链接地址：https://www.sohu.com/a/366710587_179557 

文化产业财政投入与社会融资态势分析 

来源：新元新经济智库  发布时间：2020-01-21 

近几年，国家公共财政不断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由 2014 年的 2691.48

亿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3522 亿元。截至 2017 年末，我国 21 家主要银行文化产业

贷款余额达 7260.12 亿元。2017 年-2019 年 6 月，文化产业通过上市首发融资、

上市再融资、新三板融资、私募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信托融资、众筹融资渠道

分别吸纳资金 805.00 亿元、4213.68 亿元、187.69 亿元、2046.33 亿元、4094.87

亿元、372.50 亿元、13.34 亿元。分年度来看，信托、债券两个渠道募集资金规

模保持增长；而新三板融资、众筹融资两个渠道融资规模持续走低；此外，私募

股权融资渠道融资规模均在 2018 年达到峰值，2019 年 1-6 月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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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财政文化投入状况分析 

（一）全国财政文化投入整体情况 

近几年，我国国家公共财政文化投入总额度不断增加。2014 年-2018 年国家

公共财政文化投入总额度达 15845.13亿元，由 2014年的 2691.48亿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3522 亿元；2019 年上半年达 1604 亿元，以目前的投入来看，2019 年全年

的国家公共财政文化投入总额度有望继续实现增长。 

2014-2019 年 6 月国家公共财政文化投入情况（亿元）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 

（二）全国财政文化投入分布情况 

据统计，2014 年-2017 年，我国中央公共财政文化投入总额度 1013.86 亿元，

占比同期国家总投入的 8.23%，年均投入金额为 253.47 亿元；地方投入金额为

11309.27 亿元，占比 91.77%，年均投入金额 2827.32 亿元。 

2014-2017 年中央和地方公共财政文化投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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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 

2 文化产业资金来源渠道分析 

（一）文化产业银行信贷融资情况分析 

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银行业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8）》显示，

2013 年以来，我国 21 家主要银行文化产业贷款余额平均增长率为 16.67%。截至

2017 年末，21 家主要银行文化产业贷款余额达 7260.12 亿元。其中，19 家银行

创新了服务模式，表现亮眼的模式有文创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文化贷、艺术品

质押贷、商标权质押贷等。 

（二）文化产业上市融资渠道分析 

1.文企 IPO 数量回升，首发募资先升后降 

据新元文智-文化产业投融资大数据系统（文融通）数据显示，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共有 75 家文化企业成功 IPO，首发募集资金 805.00 亿元。受证监

会对上市企业坚持严格审核标准的影响，2018 年我国成功 IPO 的文化企业有 21

家，较 2017 年减少 19 家；首发募集资金 386.59 亿元，同比增加 22.15%。进入

2019 年，我国新增上市文化企业数量出现一定回升，1-6 月份有 14 家文企上市，

较 2018 年同期增加 5 家；首发募集资金 101.91 亿元，同比减少 48.54%。 

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文化企业上市首发融资情况 

 

数据来源：新元文智-文化产业投融资大数据系统（文融通） 

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上市文化企业涉及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出版服

务、互联网信息服务、设计服务、广告服务、数字内容服务等 23 个领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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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业吸金能力最强，首发募资达 270.05 亿元，占比 33.55%；

设计服务业上市企业数量最多，达到 12 家，占比 8.00%。 

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文化企业上市首发融资细分领域分布（TOP10） 

 

从上市文化企业的地区分布情况来看，2017 年-2019 年 6 月，北京、广东、

上海、浙江四个地区新增上市文化企业均超过 5 家。其中，北京 17 家新增上市

文化企业首发募集资金 281.20 亿元，占比 34.93%；其次，广东 23 家企业首发融

资规模为 204.32 亿元，占比 25.38%。 

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文化企业上市首发融资地区分布（TOP10） 

 

2.融资活跃度持续下降，融资规模逆势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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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上市文化企业共发生 301 起再融资事件，

涉及资金 4213.68 亿元。分年度来看，2018 年我国上市文化企业 80 起再融资事

件涉及资金 1192.78 亿元，分别同比下降 54.55%、41.49%；随着并购重组政策

和再融资政策进入放松周期，2019 年 1-6 月份我国上市文化企业虽然再融资活跃

度下降 18.18%，但融资规模增长 37.66%，分别达到 45 起、982.43 亿元。 

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文化企业上市再融资情况 

 

数据显示，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文化产业上市后再融资涉及数字内容

服务、文化辅助用品制造、广告服务、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工艺美术品销售等

31 个领域。其中，数字内容服务业是吸金主力，融资规模达 1076.18 亿元，占据

文化产业上市再融资渠道近三成的资金流入。 

2017 年-2019 年 6 月 我国文化企业上市再融资细分领域分布（TOP10） 

 



学科动态专题报道                   2020 第 4 期 总第 54 期                       文化金融专题 

41 

 

从上市再融资文化企业的地区分布来看，2017 年-2019 年 6 月共涉及广东、

北京、上海、山东、浙江、江苏等 22 个地区。其中，广东地区资本关注度高，

57 起事件募资 1521.44 亿元，占比 36.11%；其次为北京，募资 779.90 亿元，占

比 18.51%。 

2017 年-2019 年 6 月 我国文化企业上市再融资地区分布（TOP10） 

 

（三）文化产业新三板融资渠道分析 

1.融资额持续下滑，但降幅收窄 

据新元文智-文化产业投融资大数据系统（文融通）统计，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新三板挂牌文化企业共计发生融资事件 434 起，涉及资金总额为 187.69

亿元。分年度来看，我国文化产业新三板融资市场呈现量价双向下降趋势，2018

年融资案例数量及金额分别降至 113 起、35.78 亿元，分别同比下降 61.17%、

75.27%；2019 年 1-6 月分别为 30 起、7.20 亿元，分别同比下降 57.14%、64.14%。 

 

 

 

 

 

 

 



学科动态专题报道                   2020 第 4 期 总第 54 期                       文化金融专题 

42 

 

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新三板挂牌文化企业融资情况 

 

2.定向发行为主要融资方式，量价占比均超九成 

从挂牌新三板文化企业的融资方式来看，2017 年-2019 年 6 月，定向发行股

票融资火热，共发生案例 428 起，募集资金达 186.60 亿元，分别占比 98.62%、

99.42%；其次为发行债券，4 起事件涉及资金 0.92 亿元；此外，优先股 2 起事件

涉及资金 0.18 亿元。 

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新三板挂牌文化企业融资类型分布

 

3.广告服务业融资能力强，吸纳超两成资金 

从文化行业分布来看，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广告服务类新三板企业融

资额达 44.76 亿元，占比挂牌文化企业总融资的 23.84%；数字内容服务、广播影

视节目制作两类企业紧随其后，分别募集资金 27.43 亿元、21.67 亿元，分别占

比 14.61%、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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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2019 年 6 月 我国新三板挂牌文化企业融资细分领域分布（TOP10） 

 

4.北京独占鳌头，量价双向居首 

从挂牌文化企业各省市融资情况来看，2017 年-2019 年 6 月共涉及北京、广

东、上海、浙江、陕西、四川、福建、重庆等 25 个地区。其中，北京地区新三

板文化企业融资活跃度、募资规模双向居首，分别为 125 起、60.88 亿元，分别

占比 28.80%、32.44%。 

2017 年-2019 年 6 月 我国新三板挂牌文化企业地区分布（TOP10） 

 

（四）文化产业私募股权融资渠道分析 

1.吸金超两千亿，量价均呈先增后降走势 

据新元文智-文化产业投融资大数据系统（文融通）统计，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文化企业共计发生私募股权融资事件 1659 起，募集资金高达 20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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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其中，2018 年文化企业发生 789 起事件，吸纳资金 1152.19 亿元，分别同

比增长 27.26%、64.88%；2019 年 1-6 月发生事件 250 起，仅募集资金 195.33 亿

元，分别同比下降 43.82%、41.70%。整体来看，我国文化企业私募股权融资量

价均在 2018 年达到峰值，2019 年 1-6 月回落。 

2017 年-2019 年 6 月 我国文化产业私募股权融资情况 

 

2.互联网信息服务业为吸金主力，融资规模超三成 

2017 年-2019 年 6 月，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在私募股权融资市场表现突出，共

发生 354 起融资案例，融资规模达 747.08 亿元，分别占比 21.34%、36.51%，成

为吸金主力；其次为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业，178 起案例吸纳资金 350.83 亿元（占

比 17.14%）；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业、广告服务业融资规模旗鼓相当，分别募集资

金 191.39 亿元（139 起）、190.98 亿元（195 起），分别占比 9.35%、9.33%，分

别位列第三、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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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2019 年 6 月 我国文化产业私募股权融资细分领域分布（TOP10） 

 

3.北京独占鳌头，吸金近半 

经过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北京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集聚效应日益凸

显，吸引资本争相逐鹿。2017 年-2019 年 6 月，北京市私募股权融资共发生案例

678 起，募资 966.17 亿元，分别占比全国的 40.87%、47.21%，遥遥领先于其它

地区；其次，浙江、上海分别发生融资案例 154 起、310 起，分别吸纳资金 267.79

亿元、248.34 亿元。 

2017 年-2019 年 6 月 我国文化产业私募股权融资地区分布（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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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产业债券融资渠道分析 

1.量价双双持续增长，且规模增速加快 

数据显示，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文化企业共计发生债券融资事件 356

起，涉及资金总额为 4094.87 亿元。分年度来看，2017 年债券融资事件 130 起，

涉及资金 1434.63 亿元；进入 2018 年，融资活跃度、融资规模均有一定程度增

长，分别同比增长 10.77%、6.56%，分别达到 144 起、1528.79 亿元；2019 年 1-6

月，量价继续保持增长趋势，分别增至 82 起、1131.45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7.89%、

19.40%。 

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文化产业债券融资情况 

 

2.数字内容服务业融资规模大，运营管理业活跃度高 

近几年经过游戏、动漫等产业现象级产品的带动，数字内容领域优秀的变现

能力、便于吸纳广泛受众等特点逐渐被熟知，吸引了大量资本加入。2017 年-2019

年 6 月，数字内容服务业通过债券渠道募集资金 809.89 亿元（占比 19.78%），融

资规模遥遥领先；运营管理业紧随其后，募集资金 731.80 亿元（占比 17.87%）。

从融资活跃度来看，运营管理业最活跃，发生融资事件 48 起；其次，投资与资

产管理业发生事件 45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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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2019 年 6 月 我国文化产业债券融资细分领域分布（TOP10） 

 

3.广东量价双居首位，占据四成多的资金流入 

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文化产业通过债券渠道募集的资金流向广东、北

京、山东、浙江、上海、江苏等 22 个地区。其中，广东共发生 64 起融资案例，

占全国债券融资案例总数的 17.98%；涉及资金达 1752.25 亿元，占比 42.79%，

融资活跃度和融资规模均居于全国首位。北京、山东融资规模均在 400-500 亿元

之间，分别为 478.87 亿元（34 起）、403.60 亿元（47 起）。 

2017 年-2019 年 6 月 我国文化产业债券融资地区分布（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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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化产业信托融资渠道分析 

1.量价双向增长，且增幅均呈现加大趋势 

据新元文智-文化产业投融资大数据系统（文融通）统计，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文化企业共计发生信托融资事件 169 起，涉及资金总额为 372.50 亿元。

其中，2018 年发生信托融资事件 78 起，较 2017 年增加一倍；募集资金 160.63

亿元，顺势增长 79.20%。进入 2019 年，信托融资活跃度、融资规模继续增长，

分别增至 52 起、122.24 亿元，分别增长 1.48 倍、1.64 倍。 

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文化产业信托融资情况 

 

2.景区游览服务业受资本追捧,吸纳超四成资金 

据新元文智-文化产业投融资大数据系统（文融通）统计，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景区游览服务业信托融资规模高达 159.61 亿元，占比文化产业信托总融

资额的 42.85%。其中名胜风景区管理、城市公园管理是该领域的吸金主力，分

别涉及资金 82.56 亿元、65.93 亿元，合计占比景区游览服务领域总融资额的

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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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2019 年 6 月 我国文化产业信托融资细分领域分布（TOP10） 

 

3.江苏一枝独秀，量价双居全国首位 

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文化产业发生信托融资事件的地区高达 21 个。

其中，江苏 36 起事件吸纳资金 85.81 亿元，分别占比 21.30%、23.04%，均遥遥

领先其它地区；其次，陕西地区 15 起事件吸纳资金 40.82 亿元，均位列次席；

山东、湖北两个地区案例数量相同，各发生事件 14 起，依次募集资金 38.79 亿

元、35.02 亿元。 

2017 年-2019 年 6 月 我国文化产业信托融资地区分布（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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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化产业众筹融资渠道分析 

1.资金流入速度减缓，且降速持续扩大 

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文化企业共计发生众筹融资事件 4270 起，涉及

资金总额为 13.34 亿元。其中，融资事件持续下滑，由 2017 年的 1881 起降至 2018

年的 1754 起，同比减少 6.75%，2019 年 1-6 月降至 635 起，同比减少 31.43%；

融资规模变化趋势与活跃度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2018 年、2019 年 1-6 月分别

同比下降 11.41%、55.71%，分别为 5.64 亿元、1.33 亿元。 

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文化产业众筹融资情况 

 

2.信息服务终端制造及销售融资额领先，突破三亿元 

据新元文智-文化产业投融资大数据系统（文融通）数据显示，2017 年-2019

年 6 月，信息服务终端制造及销售领域通过众筹渠道募集的资金最多，517 起融

资事件涉及资金达 3.15 亿元，占众筹渠道总融资额的 23.63%；其次是设计服务、

工艺美术品制造领域，分别发生 895 起、648 起事件，分别募集资金 2.33 亿元（占

比 17.47%）、1.68 亿元（占比 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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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2019 年 6 月 我国文化产业众筹融资细分领域分布（TOP10） 

 

3.粤京浙地区融资规模高企，广东居首 

2017 年-2019 年 6 月，我国文化产业众筹融资主要集中在广东、北京、浙江

等文化产业、金融业相对发达地区。其中，广东地区以 3.98 亿元的融资规模高

居榜首，占据 29.81%的资金流入；北京地区的融资额仅次于广东，为 2.88 亿元

（占比 21.56%）；浙江地区表现也相对突出，以 1.69 亿元（占比 12.67%）的融

资额居于全国第三位。 

2017 年-2019 年 6 月 我国文化产业众筹融资地区分布（TOP10） 

 

链接地址：https://dy.163.com/article/F3EODECD0534B7B6.html?referFrom=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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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城市最有前景？六个指标看文化产业发展经济质量 

来源：新元新经济智库  发布时间：2020-06-05 

文化产业从高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方向，在分析评价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

平时，新元智库认为可以从文化产业的社会属性、经济属性两个方面分析，社会

属性是指文化产业在文化传承、创造、创新方面产生的价值和发展水平，是要“既

有数量又有质量，既有高原又有高峰”。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坚持以社会效益为

先的理念。 

在经济属性方面，则要分析文化产业的经济产出效益和质量指标。 

那么，如何分析不同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质量呢？ 

受数据来源所限，本文仅从六个经济指标对我国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的文化

产业发展质量做分析，供决策部门和研究者参考。 

 

规模化率 

规模化率是指产业结构中规模以上企业创造的营业收入占比。规模化率是反

映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之一，除了规模化率，还有

其它指标可以反映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水平，本文不涉及，有兴趣可以

查阅新元智库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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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模化率指标来看，杭州排名第一，天津、南京、深圳、广州分别排名第

二位到第五位，北京仅排名在第六位、上海仅排名在第七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

因有可能包括北京上海中小微企业占比更高、产业结构相比更加分散。 

考虑到全国范围文化产业规模化率为 74.35%，可以看到排名第 11 位的宁波

至第 19 位的哈尔滨都低于全国水平。 

产业利润率 

产业利润率是指某一省市文化产业的整体盈利能力、经营绩效水平，计算方

式为利润总额除以营业收入。利润率越高，说明该地区文化产业盈利水平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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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利润率方面，杭州大幅度领先，成都、长春、天津、深圳分别排名第

二位到第五位。 

考虑到全国产业利润率水平为 8.24%，可以看出排名第 10 位的北京到第 19

位的哈尔滨均低于全国水平。这代表着这些城市的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经营效益较

弱。 

总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收益率是分析企业盈利能力时一个非常有用的比率，反映企业自有经

济资源的利用效果。从某一省市文化产业层面，也反映出整体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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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资产收益率方面，杭州大幅度领先，上海、成都、广州、深圳分别排名

第二位到第五位。 

对比总资产收益率全国水平为 6.28%，排名第 7 位的天津到第 19 位的哈尔

滨均低于全国水平。 

企业成长水平 

企业成长水平是指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营收体量和利润总额情况，可以分析

出某一城市文化企业的规模化程度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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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指标上，杭州排名第一，上海、深圳、成都、北京分别为第二位到第五

位。 

全国范围方面，规上企业户均营业收入为 16010 万元，户均利润总额为 1318

万元。 

人力资源产出（全员劳动生产率） 

人力资源产出指的是人均创造营业收入的情况，计算结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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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指标上，杭州排名第一，上海与杭州差距很小排名第二，北京排名第三，

这三个城市的人力资源产出最高，意味着工作的价值含量最高。天津、青岛与北

京差距很小。 

对比全国人力资源产出水平 63 万/人，则排名第 10 位的武汉到第 19 位的长

春均低于该水平。 

产业发展活力 

产业发展活力是从增长速度的角度来分析某一省市的产业发展情况，综合考

虑了规上企业数量增长率、整体营业收入增长率、利润总额增长率等三个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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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指标上，武汉、西安、重庆三个城市表现优异，说明中西部地区文化产

业发展潜力巨大，2018 年发展速度领先，对比东北的沈阳、哈尔滨、长春来看，

则发展处于衰退阶段。青岛该指标也不理想。 

综合分析 

从上面六个经济发展质量指标分析综合来看，可以有以下结论： 

1、 杭州多项指标领先，说明杭州市文化产业发展质量优异，企业经营能力

和盈利能力强劲，成长性好，发展活力较强，2018 年度处于做大做强做优的上

升周期之中。 

2、 北京、上海、深圳三城市发展质量良好，处于做大做强做优的稳步发展

阶段。 

3、 华北的天津、中部地区的武汉和南京、华南地区的厦门、西部地区的成

都等几个城市发展质量较为良好。 

4、 宁波、西安、青岛、济南、重庆等城市发展质量一般。 

5、 东北地区的大连、沈阳、哈尔滨、长春全部四个城市发展质量均不佳。 

链接地址：https://dy.163.com/article/FECM7SOO0534B7B6.html 

https://dy.163.com/article/FECM7SOO0534B7B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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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中国文化金融发展报告（2019）》 

内容概览： 

本报告是“文化金融蓝皮书”系列的第三版，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与中

国文化金融 50 人论坛共同组织编写并发布。报告是对 2018 年中国文化金融发展

的一个总结，共分为总报告、工具篇、行业篇和区域篇四个部分。总报告是报告

的核心部分，集中了报告课题组对文化金融研究和实践的主要观点和思想。总报

告首先总结和分析了 2018 年初以来的文化金融发展环境及相关政策，包括宏观

经济环境、文化产业发展环境、金融政策、文化金融政策、文化财税相关政策等。

报告从市场（工具）视角、行业视角、区域视角三个视角对文化金融发展做了概

述，最后对文化金融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在市场篇（工具篇）中，本报告用四

章分析了 2018 年文化金融发展的各个侧面，包括债权类文化金融、股权类文化

金融、风险管理类文化金融、互联网文化金融。报告的行业篇分为四章，分别对

电影产业、艺术品行业、传媒产业、创意与设计服务业的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进

行了分析和研究。本报告首次设置“区域篇”，对文化金融发展具有典型性的四

个城市进行了研究和总结，这四个城市分别是北京、深圳、广州和南京。 

全文获取：馆藏图书 F832.48/Y286:2019 

《北京文化金融白皮书（2019）》 

内容概览： 

《北京文化金融白皮书（2019）》（以下简称《白皮书》）内容以国家统计局

《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为标准，通过对银行信贷、债券、融资租赁、

私募股权、公开融资市场数据进行分析，展示和总结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文

化金融的发展情况。同时，《白皮书》对北京文化金融的发展历程、政策举措、

体系构建进行了深入分析，重点阐述了文化金融融合“北京模式”。 

《北京文化金融白皮书（2019）》摘要版：

http://www.pbcsf.tsinghua.edu.cn/upload/default/20200803/4b970433b19a7c9892b34

4aa1ca11ed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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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城市文化金融报告（2017）》 

内容概览： 

本报告是第一个全球性分析报告，旨在调查世界各城市在文化方面的支出、

支出者和资金流向。它旨在帮助政策制定者意识到支持文化的全部‘工具包’ ，

给予他们所需的知识，以理解和驾驭日益复杂的筹资环境。 

见解包括: 

除了介绍性的比较分析，该报告还包括了 16 个成员城市文化基金的详细概

况: 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伊斯坦布尔、伦敦、洛杉矶、莫斯科、纽约市、巴

黎、旧金山、首尔、上海、深圳、斯德哥尔摩、悉尼、东京和多伦多。 

• 60% 以上的公共直接文化资金由市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 

• 在美国的城市，文化基金主要由私人捐赠。在美国之外，除了东京，没

有其他城市的私人信息来源超过 19% 。 

• 中国的城市更加重视对更新更商业化的文化形式的投资，特别是对创意

产业的投资。 

• 在美国和英国，个人主导着对文化的私人捐赠，而在亚洲，企业主导着

私人捐赠。 

• 包括税收减免和财政激励措施在内的间接公共资金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城市需要更好地掌握这一点并衡量其影响。 

• 文化基金的数据不容易收集。这份报告花了 18 个月的时间编写，需要国

际收支平衡调查小组与上述成员城市之间的深入合作。通过制定一个共同框架和

共同办法，我们绘制了现有的最详细的比较图，并为今后各城市和在比较基础上

收集和研究数据奠定了基础。 

全文获取：

http://www.worldcitiescultureforum.com/assets/others/170516_WCCF_FullReport.p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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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 

1.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文化金融研究中心： 

http://www.nifd.cn/Center/Details/59 

2. 文化金融 50 人论坛（CCF50）：我国文化金融领域高端学术性交流平台，旨

在整合金融资源，关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并支持就文化金融领域热点课

题开展科研活动。 

3.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金融研究中心 http://ccfr.cufe.edu.cn/info/1028/1031.htm 

4. 北京新元文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5 月，为国内领先的文化产

业研究智库与资本服务机构，中宣部、文化部多部门多年指定的数据信息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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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可视化分析】 

检索条件：“篇名”或“关键词”包含“文化金融”，文献来源类别为“SCI\EI\

核心期刊\CSSCI\CSCD”，进行模糊检索，最后得出 416 篇文献。按“发表时间”

对文献进行排序，并对其中的前 200 篇进行可视化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模块一：总体趋势 

 

由上图可知，所选的 200 篇文献分布于 2011~2020 年，文献数量呈波动样

式。 

模块二： 关键词共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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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图可知，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主要有：文化产业（28 次）、资本市

场（19 次）、金融文化（17 次）、产业基金（15 次）、文化金融（12 次）、文化投

资（12 次）。 

模块三：基金分布 

 

由上图可知，所选前 200 篇文献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32 篇）占比为 1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8 篇）占比为 14%。 

模块四：来源分布 

 

由上图可知，所选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金融》，载文篇数 29，占比 14.5%；

其次为《金融与经济》、《武汉金融》、《银行家》，载文篇数均为 6，占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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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五：学科分布 

 

由上图可知，所选相关文献主要属于 “经济与管理科学”（194 篇,97%）和“哲

学与人文科学”（127 篇,63.5%）。 



学科动态专题报道                   2020 第 4 期 总第 54 期                       文化金融专题 

65 

 

【国内文献计量分析】 

本文献计量分析以 CNKI “学术趋势搜索”、“科研项目”为分析工具，提供文

化金融相关研究动态。 

“文化金融”学术关注度 

 

本趋势图表明，我国关于文化金融的研究在 21 世纪最初 10 年一直处于缓慢

发展阶段，从 2012 年开始相关研究显著增加，并于 2014—2017 年保持较高的关

注度，2018 年相关学术关注度有所下降，但于 2019 年有所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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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金融”热门被引文章 

序号 文献名称 作者 文献来源 发表时间 被引频次 

1 社会信用文化、金融体系结构与

金融业组织形式 

陈雨露;马勇 经济研究 2008-03-20 113 

2 文化产业大发展的金融支持系

统研究 

陆岷峰;张惠 江西财经大

学学报 

2012-03-25 42 

3 文化金融:文化产业新的发展架

构与视野 

西沐 北京联合大

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 

2014-01-20 36 

4 基于 DEA 方法的文化金融产业

融资效率研究 

罗春燕;张品一;

李欣;梁锶 

统计与决策 2016-12-09 33 

5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

措施研究——以金华为例 

中国人民银行

金华市中心支

行课题组;翁国

华 

浙江金融 2012-01-15 24 

6 新常态下中国文化产业金融支

持体系的学理探讨 

魏鹏举 中国人民大

学学报 

2016-07-16 23 

7 对我国发展文化金融的初步探

讨 

蔡尚伟;钟勤 深圳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 

2013-07-15 22 

8 信用危机与东方文化——金融

危机的另一种诠释 

张华 经济评论 2000-01-25 21 

9 上海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模式

与政策研究 

刘学华 科学发展 2013-02-20 19 

10 文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文献

综述 

江春;许立成 经济评论 2009-11-15 18 

温馨提示：以上文章可在本期专题报道的附件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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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金融”热门下载文章 

序号 文献名称 作者 文献来源 发表时间 下载频次 

1 基于 DEA 方法的文化金融服务体系

效率研究 

朱尔茜;刘嘉玮 管理世界 2018-11-15 635 

2 我国文化金融研究领域文献分析

——来自 2002-2016 年 CSSCI 来源

数据库的证据 

贺达;顾江 图书馆杂志 2018-03-15 523 

3 新常态下中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

系的学理探讨 

魏鹏举 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 

2016-07-16 297 

4 社会信用文化、金融体系结构与金

融业组织形式 

陈雨露;马勇 经济研究 2008-03-20 267 

5 文化金融:文化产业新的发展架构与

视野 

西沐 北京联合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14-01-20 213 

6 深圳文化金融全产业链平台构建路

径研究 

申海成;陈能军;

张蕾 

现代管理科学 2018-10-25 203 

7 基于 DEA 方法的文化金融产业融资

效率研究 

罗春燕;张品一;

李欣;梁锶 

统计与决策 2016-12-09 

16:17 

175 

8 金融对接文化产业的难题及对策 朱贾昂 现代管理科学 2017-05-10 159 

9 中国文化经济发展的融合创新战略

格局形成 

魏鹏举;戴俊骋 北京联合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17-07-20 150 

10 文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文献综

述 

江春;许立成 经济评论 2009-11-15 150 

温馨提示：以上文章可在本期专题报道的附件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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