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15日发布
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
要》指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将于
2015年基本完成。

纲要说， 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宏伟目标， 全面落实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
的总体部署，到2015年，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
主要目标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
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基本完成。

主要目标还包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
文化市场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逐步成长
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品创作生产
体系不断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逐步形成。

主要目标还包括： 技术先进、 传输快捷、
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更加完善， 以大城
市为中心、 中小城市相配套、 贯通城乡的现
代文化产品流通网络逐渐形成； 重点媒体国
际传播能力不断增强； 主要文化产品进出口
严重逆差的局面逐步改善， 形成以民族文化
为主体、 吸收外来有益文化、 推动中华文化
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 全民族文明素质
明显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
著提升。

把创新精神
贯穿文化创作全过程

纲要指出，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化创作
生产全过程。

纲要说，要坚持正确创作方向，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生动展示我国人民奋发
有为的精神风貌和创造历史的辉煌业绩。

纲要说，要坚持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
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
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

纲要说，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化创作生
产全过程，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五四运
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学习借鉴国外
文化创新有益成果。

纲要说，要建立以文化生产单位和个人
为主体、以优秀文艺作品的市场化开发为重
点、 以完备的产业链和完整的价值链为依
托、以版权保护为保障的文化创新机制。

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
纲要说，要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培育一批核
心竞争力强的国有或国有控股大型文化企

业或企业集团，在发展产业和繁荣市场方面
发挥主导作用。

纲要说，在国家许可范围内，引导社会
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参与国有经
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参与重大文化产业
项目实施和文化产业园区建设， 在投资核
准、信用贷款、土地使用、税收优惠、上市融
资、发行债券、对外贸易和申请专项资金等
方面给予支持， 营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
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和法制环境。

纲要说， 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投融资体
系， 推动条件成熟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鼓
励已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

鼓励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纲要说，要加强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

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
宫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建设并完善向社会免费开放服务。

纲要说，要把主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
目、公益性文化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
预算。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
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鼓励各类文化企
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鼓励国家投资、资助或

拥有版权的文化产品无偿用于公共文化服务。
纲要说， 要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

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以农村和中西部地区
为重点，加强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
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设，深入实施广播电
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
映和农家书屋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

推进城镇化建设
要重视保护文化遗址

纲要指出，在推进城镇化建设和旧城改
造中，要高度重视保护文化遗址。要加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遗址等保护规划编
制， 加强国家重大文化遗产地基础设施、安
全防护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

纲要提出，要促进文化遗产资源在与产
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传承和可持续发展，
鼓励各地积极发展依托文化遗产的旅游及
相关产业，发展特色文化服务，打造特色民
族文化活动品牌。

从6方面加快数字出版发展
纲要指出，“十二五”期间，数字出版的

发展重点有六个方面：一是积极推动传统出
版企业向数字出版转型。二是发展壮大优势
产业。大力发展网络游戏、电子书、精品学术
期刊数据库等优势产业，加快发展民族动漫
产业，大力扶持以手机等移动终端为主要传
播渠道和载体的数字出版产品的开发，鼓励
扶持民族原创网络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研发，
拓展民族网络文化发展的空间。三是积极培
育新的消费市场。数字教育与手机出版将是
未来数字出版的最大“金矿”，这两个消费市
场的培育是数字出版的重中之重。四是大力
建设数字出版产业基地。 “十二五”时期，新
闻出版总署将通过建设8—10家数字出版产
业基地，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共同发展。 五
是构建公共数字出版服务体系。六是积极推
动数字出版“走出去”。

基本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
纲要指出， “十二五”时期我国基本实现

广播电视户户通，全国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
盖率要达到99%。 为顺利实现这一目标，广
电总局结合实际制定了具体的农村家庭覆
盖任务：2012年达到5000万户，2013年达到1
亿户，2014年达到1.5亿户，2015年全面完成
2亿户农村家庭覆盖任务。这一工程完成后，
将大大提高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水平，
基本实现农村广播电视户户通，基本实现城
乡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均等化。

莱 锦 创 意 产
业园位于北京东
四环外 ， 是由京
棉二厂旧厂房更
新改造而成的文
化创意产业园区 ，
2011年9月开园伊
始就实现了 100%
的出租率 ， 吸引
了一批高端知名
文化创意企业入
驻。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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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肖丽娟 责任校对 彭扬 国内 9２０12年2月16日 星期四

《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
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发布 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迈进

———解读《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据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中共中央办
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 《国家 “十二
五” 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并发出通
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
行。

《规划纲要》 分序言以及指导思想、 重要
方针和主要目标、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 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加快
发展文化产业、 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加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 加强传播体
系建设、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 加
强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 加强文化人才队伍
建设、 政策措施、 组织实施等12部分。

据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中宣部、 国家
发改委15日在京举行 《国家 “十二五” 时期文
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新闻发布会， 中宣部
副部长孙志军、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介
绍了 《规划纲要》 的相关情况， 并与文化部、
国家广电总局、 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的相关
负责人一道回答了记者提问。

孙志军介绍说， 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
六中全会精神的重大举措和重要抓手，《规划纲
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明
确了“十二五”时期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
想、方针原则、具体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对文
化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

《规划纲要》 重申了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
的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方针， 将
《决定》 中提出的主要任务进行了量化、 项目化、
具体化。 《规划纲要》 提出了到2015年我国文
化改革发展的10项主要目标， 进一步明确了具
体要求。 《规划纲要》 提出以重点工程带动的
工作思路， 明确了九大重点工程， 并细化分解
为若干具体项目。

《规划纲要》 突出科学发展的主题， 突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贯穿改革创新的精
神。 为保障 《规划纲要》 的实施， 提出了五个
方面的政策措施， 包括政府投入保障政策、
文化经济政策、 文化贸易促进政策、 版权保
护政策、 法制保障政策等。

朱之鑫介绍说， 《规划纲要》 提出， “十
二五” 期间要基本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 使城乡居民能够较为便捷地享受公
共文化服务。 为实现这一目标， 将重点开展四
个方面工作： 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状
况， 着力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重点
关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加强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与利用。

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实现 《规划
纲要》 提出的文化产业 “逐步成长为国民经
济支柱性产业” 目标， “十二五” 期间文化产
业发展的关键在于三个方面： 构建现代文化
产业体系， 培育现代文化市场， 鼓励文化企业
走出去。

中宣部发改委举行新闻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