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第十一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
2014 年 1 月 11-12 日
中国·北京

开幕式暨主论坛：
文化的力量：文化市场与改革红利
时

间：1 月 11 日（周六）09:00-12:00

地

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

主题阐释：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今后 10 年到 20 年，中国文化发展仍将处于建设文化强国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
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攻坚期，如何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
时代给出的待解之题。2014 第十一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将以“文化的力量：文化
市场与改革红利”为主题对这一时代命题给予聚焦，通过多元对话促进对构建文化社
会和建设文化强国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并深入探索如何通过社会设计和公共创意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市场体系，实现文化的力量，力求为中国文化的未
来发展集思广益。
议程主席：向 勇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开幕式：
08:30-09:00 嘉宾代表报到、入场
09:00-09:05 开场、介绍嘉宾
09:05-9:30 致辞：
李岩松 北京大学副校长
叶

朗 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

主论坛：
9:30-12:00 主题演讲：
厉无畏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阎晓宏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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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彰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张

淼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陈少峰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保罗·欧文斯 世界城市文化论坛发起人
Kang Gung 韩国文化广播公司（MBC）综艺节目（《爸爸！我们去哪儿？》等）
制片人

高峰研讨：
文化营造：资源活化与创意城乡
时

间：1 月 11 日（周六）13:30-18:00

地

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

主题阐释：
资源活化与创意城乡意指在高度重视文化引领作用的前提下，通过对在地文化资
源的活化与创意，实现文化空间的再造，文化氛围的营造，文化活动的设计，文化品
牌的培育，文化生活方式的倡导与诗意人生的体验，使得文化创意成为新经济的强大
引擎。在新一轮城镇化大幕开启之际，如何让文化成为当下中国城乡发展的温暖旗帜，
超越早期工业化模式带来的有损人文价值、生态和谐、多元主体、可持续增长的弊端，
让文化创意为新型城镇化注入温馨绵长的柔性力量，建设文化城乡，创意城乡，美丽
城乡。在文明发展的最高层面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体发展，是一个
深具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重大命题。
议程主席：花 建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13:30-15:10
高峰研讨一 ：多元文化建设主体与文创产业活力
嘉宾主持：贾磊磊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出席嘉宾：
熊澄宇 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祁述裕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部主任、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金元浦 中国人民大学文创产业研究所所长
李永萍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协会荣誉理事长

15:10-16:30
高峰研讨二：区域资源和文化产业功能区

2

嘉宾主持：花 建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出席嘉宾：
宋建明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
沈望舒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国平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向

勇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管

宁 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论坛》杂志社总编辑、福建省文化产业学会会长

叶

林 北京远见聚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16:30-16:40

中场休息

16:40-18:00
高峰研讨三：中国式文创新镇与国际比较
嘉宾主持：王齐国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助理
出席嘉宾：
顾

江 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李怀亮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教授
黄建新 浙江财经大学副校长
黄清龙 旺旺中时媒体集团《旺报》社长
廖嘉展 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主题论坛一：
文化消费：媒介融合与数字创意
时

间：1 月 12 日（周日）09:00-12:00

地

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

主题阐释：
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促进了媒体的多元化发展。在网络融合升级、新媒体和
传统媒体共同进入全媒体时代的此刻，“跨界经营”成为重要特点，极大的增强了平
台价值和媒体影响力，创造出全新的商业模式与产业商机，并形成了融合跨界的数字
内容产业新型态，从而为文化、艺术大繁荣提供了创新动力、创意活力与创造后驱力，
带来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新机遇。虽然数字科技与文化创意的融合拓展了文化、艺
术和经济的新疆界，但同时也面临了新挑战与新困惑，需要各界共同思考与应对。
议程主席：周庆山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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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0:40
议程一 ：数字科技与创意艺术的融合
嘉宾主持：周庆山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主任、教授
主题演讲：
张毅君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司长
吴信训 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院长
李蕾蕾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文化产业研究院教授
吴

声 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委员会执行秘书长

沙龙对话：
张毅君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司长
吴信训 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院长
吴

声 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委员会执行秘书长

史建华 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副总裁
郎春晖 创新工厂合伙人
张牧宁 北京乐迪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10:40-12:00
议程二：全媒介时代的文化消费
嘉宾主持：周永亮 北京文创国际集团高级顾问
主题演讲：
白国庆 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所长
冉

林 爱奇艺数据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白

强 3D 中华有限公司总裁、华影尚科影视基金管理合伙人

罗

戎 艺龙旅行网首席财务官

沙龙对话：
冉

林 爱奇艺数据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白

强 3D 中华有限公司总裁、华影尚科影视基金管理合伙人

罗

戎 艺龙旅行网首席财务官

冯

伟 美国电影协会北京代表处中国区总裁、首席代表

曾龙文 北京快乐工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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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论坛二：
文化金融：艺术市场与衍生开发
时

间：1 月 12 日（周日）09:00-12:15

地

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二会议室

主题阐释：
在近年艺术市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这几年来蓬勃发展，国际上无论是对中
国经典或当代的艺术作品都十分追捧，而在艺术市场经过金融危机后业界对于未来发
展有了更多思考，
而参照国外的艺术透过授权的衍生商品开发是值得参考的一个方向。
授权主要涉及的是艺术作品的知识产权。艺术家作品的知识产权可以有很多种商业用
途，包括复制、公开展示、改作、出租等。当复制技术建立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后，
艺术授权就可以让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有机结合了。艺术授权也不是只卖艺术家的作
品，而是使几乎所有可能的日用品负载艺术家创造的艺术符号，产生高附加值产品，
在艺术产业链延伸的同时，将艺术享受带入所有人的生活。本论坛将围绕艺术市场及
衍生商品艺术授权（Art Licensing），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案例，展开深入探讨。
议程主席：魏鹏举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
9:00-10:45
主题演讲：
施俊玲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副巡视员
陈少峰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雷龙云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文创价值评估平台执行总监
梅

松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

殷秩松 北京东方雍和国际版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10:45-11:30
沙龙对话一：文化金融的风险管理
嘉宾主持：彭中天 中国城市文化产业联盟副主席、全国文交所共同市场秘书长
出席嘉宾：
刘双舟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拍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黄昱凯 南华大学文化创意事业管理学系助理教授
史跃峰 潍坊银行董事长
郭羿承 artkey 艺奇文创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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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2:00
沙龙对话二：艺术品授权业的现状与展望
嘉宾主持：魏鹏举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
出席嘉宾：
宫玉选 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顾春芳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王昱东 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贸易中心总经理
高

鹏 北京今日美术馆执行馆长

主题论坛三：
理论创新：人才培养的开放性与专业性
时

间：1 月 12 日（周日）09:00-12:00

地

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八会议室

主题阐释：
自从艺术学于 2011 年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以来，文化产业作为艺术学门类与管理
学门类及经济学门类等相交叉的一个重要的学科领域，随之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有
意思的是，伴随着艺术成为文化产业（文化经济、文化传媒或文化商品）中的重要构
成，文化产业在艺术学门类下的五个一级学科即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
影视学、美术学和设计学中都可以寻觅到开阔的发展天地，呈现出一种跨界、跨学科、
跨专业等开放性品格。然而，由于文化产业毕竟还属于新兴学科领域，其在积极的开
放态势中难免在学科建设、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以及普及教育等方面遭遇界限模糊、
含义不清、措施不明等问题的困扰，这就势必对其学科专业建设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碍。
人才是文化产业发展及研究的基石，合理的学科专业建设是文化产业人才培育的优质
土壤。所以，在面临各种问题的当下，文化产业理论创新及人才培养问题需要来自高
校和业界人士的共同探讨。
议程主席：王一川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09:00-10:00
沙龙对话一：文化产业人才的跨界生长
嘉宾主持：王一川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出席嘉宾：
范

周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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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亮 深圳大学副校长、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教授
柏定国 厦门理工学院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10:00-11:00
沙龙对话二：艺术学科环境中的文化产业人才
嘉宾主持：杨志弘 台湾传播管理研究协会理事长、教授
出席嘉宾：
周

星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

胡智锋 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现代传播》主编
黄昌勇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院长、教授

11:00-12:00
沙龙对话三：文化产业与创新人才
嘉宾主持：张凌云 山东财经大学文化产业学系主任、副教授
出席嘉宾：
时

平 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禹建湘 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助理
张立波 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题论坛四：
故事驱动：两岸经典与华人创意
时

间：1 月 12 日（周日）13:30-18:30

地

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

主题阐释：
故事（或称剧情或主要概念），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精神，其创意内涵驱动引
领着文化形成产业，当文化产品能进一步地探触到全球脉动，同时塑造出品牌风格时，
也代表有了走向国际的实力。拥有共同中华文化的两岸，文化一脉相传，是一同成长
交流的最好根基，本论坛聚焦于两岸华人文化酝酿经典产品的案例与企业，剖析背后
的故事驱动力和成功之道，与造成之影响， 为两岸华人的文化创意产业建立沟通学习
的管道和树立可行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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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主席：
吴淑玲 暨南国际大学休闲学与观光管理学系助理教授
向

勇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13:30-17:30 案例发布
嘉宾主持：
吴淑玲 暨南国际大学休闲学与观光管理学系助理教授
案例发布：
案例一：传奇飞亚达 “心在更远处”
陈振旺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案例二：创意与管理：不可分割的进程
罗

玲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

徐 聪

时尚传媒集团市场部总经理

案例三：从舞台走向体验：纸风车剧团
于国华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台北艺术大学艺术专任助理教授
李永丰 财团法人纸风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
案例四：由文人山水梦到中华文化全景图
唐璐璐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
梅帅元 山水盛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案例五： 幸福宜兰，小黄慢游
吴静吉 台湾政治大学创新与创造力研究中心创造力讲座教授
侯胜宗 逢甲大学科技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案例六： artkey 艺奇文创集团 ：让城市成为美术馆
郭羿承 artkey 艺奇文创集团董事长
案例七：精诚所至 顽石中迸出创意
潘

罡 《两岸传媒》总编辑、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协会监事

林芳吟 顽石创意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17:30-18:30 点评与交流
嘉宾主持：吴淑玲 暨南国际大学休闲学与观光管理学系助理教授
发言嘉宾：李永萍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协会荣誉理事长
吴静吉 台湾政治大学创新与创造力研究中心创造力讲座教授
向

勇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廖嘉展 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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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论坛五：
文化推广：三山五园文化巡展案例分享
时

间：1 月 12 日（周日）13:30-17:50

地

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二会议室

主题阐释：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风骨，是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近十年
来，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推广也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最好最大地发挥文化的力量，进行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开
发，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向国人和世界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成
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论坛以三山五园文化巡展案例，多角度全方位地探索文化资
源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议程主席：陈名杰 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13:30-15:30
主题演讲：
郭正雄 北京奇想飞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满兴远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汉语出版分社社长、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与传播基地主任
李永求 韩国全球文化产业协会顾问、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
肖东发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
熊晓鸽 IDG 资本创始合伙人

15:30-16:30
沙龙对话一：文化传播与国际推广
嘉宾主持：肖东发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
出席嘉宾：
肖永亮 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
周鑫宇 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李希光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满兴远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汉语出版分社社长、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与传播基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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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6:40 中场休息

16:40-17:35
沙龙对话二：三山五园案例研究
嘉宾主持：陈名杰 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出席嘉宾：
张连城 北京联合大学副校长、北京三山五园研究院院长
叶亮清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阚红柳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
周 繁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 谷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顾问

17:35-17:50 观众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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