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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与思考
厉敏萍， 丁功谊
（ 井冈山大学，江西 吉安 343009）
摘要： 虽然江西文化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与其他先进省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在
其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专业人才匮乏、科技含量较低、品牌企业少、机制体制不完善等问题。 要做大
做强江西文化产业，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培养吸纳高端人才、提高文化产业与高新技术的融合水平、
深化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文化品牌，努力实现江西文化资源大省
向文化产业强省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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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 ，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现代化程度的
重要标志。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做出全面部署 ，提出到 2020 年，将文化产业发展为国
民经济中的支柱性产业。在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背景下 ，各级政府纷纷将文化产业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和重要议事日程。江西省把文化及创意产业作为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来抓 。 新时期，如何推动
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从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产业强省的转变 ，提升江西省文化软实力，是摆在江西
省委省政府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

一、近年来江西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
( 一) 文化产业总量增大，增速显著
2004 年以来，江西省的文化产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20% 以上，比同期 GDP 的增
2012 年，江西省从事文化及相
速高出约 6 个百分点，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推动力量 。 据统计，
关产业（ 以下简称文化产业 ） 的法人单位的主营业务收入已经突破 1400 亿元，达 1460． 25 亿元，按同口径计
算，比上年增长 23． 4% ； 全省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 407． 3 亿元，按同口径和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20． 1% ，增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3． 6 个百分点，比江西同期 GDP 增速高 9． 5 个百分点。 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1］
增加值占全省 GDP 的比重首次突破 3% ，达 3． 15% ，按同口径计算，比上年提高 0． 25 个百分点。
( 二) 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2012 年，江西省以传统文化产业为主的核心层、以新兴文化产业为主的外围层和以文化产品生产和销
售为主的相关层的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为 8： 13： 79，增加值之比为 11： 20： 69。 其中，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
化产品生产和销售创造的主营业务收入 1157． 8 亿元，实现增加值 280． 3 亿元，超过以广播电视电影、新闻出
版和文化艺术等为代表的文化产业 。现代新兴文化产业得到极大的发展 ，逐渐改变着以出版、广播电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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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传统文化产业格局。

( 三) 文化产业龙头企业不断壮大
近年来，江西文化产业发展迅猛，一批文化骨干企业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形成了以江西日报总社、江西广
播电视集团和江西出版集团为龙头的骨干企业 。2012 年，江西日报社收入 7． 8 亿元，同比增长 20% ； 总资产
18 亿元，同比增长 14% 。江西出版集团总资产、总收入双双过百亿，进入全国出版发行企业前五名，连续 4
年入选中宣部“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江西广播影视业总收入 124 亿元，同比增长 238% 。 全省有线电视总
用户达 567 万户，收入 16 亿元，同比增长 47% 。全年影院票房突破 2． 7 亿元，同比增长 64% ，从 2011 年的
全国第 21 位升至 2012 年的第 16 位。同时，也涌现了金太阳、巴士在线等一批有较强实力的民营文化企业 。

二、制约江西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尽管近几年来江西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但与其他先进省份相比差距较大，在其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
限制其发展和壮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文化产业专业人才匮乏
人才特别是创新人才，是文化产业的根本支撑点，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引擎。文化产业不仅需要文化艺术
专门人才，而且需要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又擅长经营管理的企业领军人物 ，特别是懂外语、善经营、会管理的复
2011 年底，江西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达到 27 万人，但中高端人才偏少，文化产
合型人才。从人才现状来看，
业的领军人才、创意人才、管理人才、技术人才、营销人才短缺，远不能适应文化产业领域高科技迅速发展和
现代化管理的需要。同时，江西受经济不发达等制约因素影响 ，人才吸引力相对较弱，不但人才难流入，而且
不少有能力的人外流沿海发达城市 。文化产业人才的严重匮乏已成为制约江西文化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二) 依靠高新技术支撑不够
世界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表明 ，网络技术、电子技术、移动通讯技术等高新技术是现代文化产
业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目前，国内外有影响的文化大企业或企业集团都在通过不断加大科技投入 ，提高其
文化产品及服务的科技含量，以开辟新的文化生产和消费领域，增强市场竞争力。 目前，江西文化企业在高
科技投入方面明显不足，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较低、附加值不高、原创能力更是薄弱，导致文化产品档次和质
量不高、经济效益和市场占有率偏低，文化产业整体竞争力不强。
( 三) 缺乏具有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和文化品牌
骨干企业和自主品牌，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生命线。 近年来，江西文化产业在总量和规模上有很大的提
升，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上规模、上水平的龙头文化企业偏少，骨干企业和自主品牌不够。尽管江西也打造
了一些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活动 ，如红歌会、红博会等，但传统的优势文化资源仍需加强开发和深度利用 ，
如红色、陶瓷、道教、青铜等领域内并没有形成龙头企业和优势产品 ，导致江西省文化产业缺乏明显的竞争优
［2］
2011 年，全省登记在册且有一定规模的动漫企业就有 18 家，获得国家认定的动漫企
势。 以动漫产业为例，
业 9 家，获得全国重点动漫企业认定的 1 家。与动漫之都———浙江杭州相比相差甚远。2009 年杭州市就有

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的动漫的企业 113 家，动漫产品年生产能力为 1． 5 万分钟，全市原创动漫占全国总产量
21% ，居全国首位，实现销售额 20 亿元。相比之下，江西的动漫产业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
( 四) 体制机制和政策支撑体系不够完善
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保障，但目前江西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仍存在若干
缺陷，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策和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文化产业发展基金规模不大，信贷、税收、
土地等优惠政策不够完善。有些政策还过于原则性，缺乏实施细则，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缺失或落实不到
位。二是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明显滞后 。人力资源、技术设备、产权交易等市场仍不完善，市场配置文化资
源的基础性作用仍存在许多障碍 。三是缺乏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国有企业垄断市场，非公企业面临较高
准入门槛，中小企业受到贷款歧视等问题仍是制约江西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 四是缺乏有效的管
理体制和机制。目前江西对于文化产业的管理由广电 、文化、工商、公安、版权等多部门同时管理，多头管理
的情况普遍存在，难以形成合力。五是文化消费体系建设仍不完善。政府在优化文化消费环境、完善文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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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平台、培育文化消费意识等方面缺乏更有效的促进政策和措施 ，文化消费疲软成为制约江西文化产业的发
展的深层次原因。

三、加快江西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
立足江西独特的文化资源，不断破解人才、科技、企业和体制等制约江西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为江
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新的动力和活力 。
( 一) 培养和引进复合型高端人才
首先，创造优化人才成长的环境，在保证较好的待遇基础上，搭建发挥才能的创业平台，让他们有施展抱
负、实现自身价值的空间和舞台。其次，选拔一批优秀干部充实到各级文化领域领导岗位上来 ，培养一支擅
长文化业务和管理水平的干部队伍 。再次，要大力培育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 ，把培养基层文化骨干、
乡土文化能人、民间文化传承人等作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突出任务 ，配好配齐乡镇、街道宣传文化力量。
最后，要充分利用本区域大学、科研机构的资源优势进行高端文化产业人才的集中培养 。 依托南昌大学、江
西财经大学、景德镇陶瓷学院等本地院校的办学和研发能力 ，加强本土文化人才的培养。 同时，充分利用政
府的组织协调作用，为文化企业与相关高校联合研发文化产品创造条件 ，实现产、学、研的优化整合。
( 二) 促进文化产业与高新技术的融合
科技创新是促进文化产业优化升级的基本动力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不仅为文化产业的发展
提供先进的手段和丰富的形式，也催生出许多新兴的文化业态。江西文化产业竞争能力不强的重要原因在
于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科技运用程度不高。为此，要大力促进高新技术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 ，用高新技术
提升文化产业，如将网络化、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应用于电影、电视、广播等，力争在新兴文化产业领域中抢占
先机。同时，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 ，促进传统文化产业的升级换代，培植开发新兴文化产业
和业态，不断提高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 ，从而提高江西文化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 。
( 三) 加快培育文化骨干企业，打造自主文化品牌
骨干企业是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中间力量 ，决定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只有培育竞争力较强和影响
力较广的文化骨干企业或企业集团 ，打造一批具有竞争力的文化品牌，才能增强江西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
首先，要通过跨区域、跨行业的兼并、联合、重组、参股等形式整合现有文化企业，推进集约化经营和规模化发
展，形成一批典型的龙头文化企业。通过重大文化产业项目的带动，重点培育和发展主业突出、创新能力强
的大型骨干龙头企业和企业集团 ，并尽快做大做强。就目前来说，要进一步做大做强江西出版集团、江西日
报报业集团以及江西广电传媒集团等大型文化企业 ，成为带动全省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军者 。同时，要大力支
持中小企业进入龙头企业的供应网络 ，构建企业间的良性竞争与合作关系 ，形成产业集群。其次，发挥优势，
彰显特色，打造一批有竞争力的文化品牌。针对江西省的文化资源优势和特色 ，当前应重点培育和提升 3 个
特色文化产业品牌。一是红色文化品牌。积极用好用活国家振兴原中央苏区的政策 ，将红色文化与旅游结
合起来，以红色旅游为抓手，建设红色文化产业聚集区，打造全国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带动赣西和
赣南的经济发展。二是生态文化品牌。积极响应国家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战略 ，以庐山、龙虎山、
三清山等为生态文化产业聚集区 ，将自然文化遗产与旅游结合起来，以生态旅游为重点，发展赣北、赣东经
济。三是传统文化品牌。以构建庐陵文化、临川文化、客家文化等区域文化产业聚集区，打造各具特色的地
方文化旅游景区。
( 四) 推进文化产业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
体制机制是影响文化产业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 。江西应积极推动文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逐步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
1．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管办分离 ”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的文化
管理职能，把政府职能转移到制定规划、完善政策、强化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上来。
2． 推动国有文化企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将各类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推向市场 ，改制为文化企业，特别
要推进发行、出版、影视制作、非公益性报刊和文艺院团的企业化改制步伐 ，使之充满进入市场的动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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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活力。改制单位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
3． 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在工商、财政、税收、土地等各方面，积极扶持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发展。
在投融资方面，开放市场，引入民间资本，降低文化产业准入门槛，形成以政府引导、企业投入、金融支撑，市
场融资为主导的文化投入机制，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文化资本格局 。
4． 构建文化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 。加快技术创新服务、金融服务、法律服务、信息服务等平台建设，
［3］

为江西省文化产业发展做好全方位的服务工作 。
5． 积极探索培育高中低端齐全的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和消费群体 ，把握消费结构升级的“脉搏 ”，以内需
推动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
总之，文化产业引领着江西未来的经济发展 。 我们应当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坚定发展文化产业的信
念，创新思维，认清现状，找准问题，谋求发展升级突破点和支撑点，努力将文化产业建设成江西经济发展的
支柱产业。
参考文献：
［1］江西省统计局科技环保统计处． 2012 年江西文化产业实现较快增长［EB / OL］． http： / / www． jxstj． gov． cn /
zh_cn / News． shtml？ p5 = 3823071，
2013 － 9 － 25．
［2］刘忠林． 加快江西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探究［J］． 老区建设，
2012（ 6） ．
［3］陶晓红，刘晓青． 江西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J］． 求实，
2012（ 4） ．

The Present Status and Thinking of the Dvelopment
of Jiangxi Cultural Industry
LI Minping， DING Gongyi
（ School of Business，Jinggangshan University，Ji’an，Jiangxi 343009，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Jiangxi culture industry has shown a good momentum of development，but there is a larger gap compared with other advanced provinces．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such as lack of
professionals，low technology content，lack of brand enterprises，imperfect mechanism etc． To make Jiangxi culture
industry bigger and stronger，we must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cultivate sophisticated talents，improve the fusion
levels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high － tech，deepen the 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reform，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backbone enterprises and brand culture to achieve the great － leap － forward development of
changing Jiangxi province from big culture industry province into strong culture industry province．
Key words： Jiangxi； culture industry；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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