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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创造力

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

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

业。主要包括广播影视、动漫、音像、传媒、视觉艺术、表演

艺术、工艺与设计、雕塑、环境艺术、广告装潢、服装设计、

软件和计算机服务等方面的创意群体。 

由于文化创意产业的高附加值、可持续发展性、大容量的

就业机会和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速等而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

视。据联合国统计，文化创意产业占全球 GDP 的 7%，并以每

年 10%的速度在增长，大大高于全球 GDP 的增长速度。在一些

发达国家增长速度更快，美国每年增长达 14%，英国为 12%。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引领全球未来经济

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潮流和众多国家的战略选择。 

前海中泰咨询结合了大量一手市场调研数据以及已有的专

业数据库、公开数据信息、合作资源渠道等数据信息资源，深

入客观地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基本概况、全球发展现状、宏观发

展环境、行业市场规模情况、细分市场状况、主流模式、重点

企业经营情况、投融资情况、市场发展前景、发展趋势及投资

潜力等重点内容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依据于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海

关总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文化部、中国文化产业

协会、中国知网、前海中泰数据库以及国内外重点期刊杂志等

渠道的基础信息，数据详实丰富、准确全面。本研究报告为文

化创意产业相关企业、销售企业、科研单位、投资企业等准确

了解文化创意产业行业现状和市场动态，把握企业定位和投资

机遇提供投资决策参考依据，从而在竞争中赢得先机！ 

 

█ 基本信息 

服务形式：电子版/印刷版 

交付方式：Email 或特快专递 

中文版价格：RMB 15800 

英文版价格：USD 8600 

服务热线：400-6630-998 

订购专线：0755-32919669 

订购邮箱：service@qhztzx.com 

公司网址：www.qhztzx.com 

出版日期：动态更新 

█ 核心竞争力 

▪ 数据库资源：涵盖前海中泰数

据库、中外文数据库、政府官

方数据、合作伙伴资源共享数

据库五大主要板块。 

▪ 咨询经验丰富 

▪ 专业咨询团队 

▪ 社会公共资源 

▪ 服务水平与质量 

▪ 不断创新与探索 

█ 核心业务 

产业研究 可行性研究报告 

园区规划 商业计划书 

产业规划 资金申请报告 

上市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 

市场调研 投资价值分析报告 

招商策划 项目稳定回报论证 

数据分析 投资风险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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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文化创意产业相关概述 

1.1 文化创意产业概念 

1.1.1 文化创意产业概念 

1.1.2 文化创意产业特征 

1.1.3 文化创意产业分类 

1.2 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分析 

1.2.1 经济功能 

1.2.2 社会功能 

1.2.3 文化功能 

1.3 文化创意产业战略地位分析 

1.3.1 文化创意产业战略意义 

1.3.2 文化创意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地位 

第 2 章 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2.1 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2.1.1 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概况 

2.1.2 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 

2.1.3 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前景展望 

2.2 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分析 

2.2.1 产业发展概况 

2.2.2 产业发展模式 

2.2.3 产业经验借鉴 

2.3 美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分析 

2.3.1 产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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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产业发展特征 

2.3.3 产业经验借鉴 

2.4 新加坡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分析 

2.4.1 产业发展现状 

2.4.2 产业发展特征 

2.4.3 产业经验借鉴 

2.5 其他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分析 

2.5.1 日本 

2.5.2 澳大利亚 

2.5.3 丹麦 

第 3 章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3.1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3.1.1 行业管理体制 

3.1.2 行业政策体系 

3.1.3 行业发展规划 

3.2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经济环境分析 

3.2.1 中国 GDP增长情况 

3.2.2 工业经济发展形势 

3.2.3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3.2.4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2.5 中国融资环境分析 

3.3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3.3.1 人口结构环境分析 

3.3.2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3 居民消费水平情况 

3.3.4 居民消费理念分析 

3.3.5 中国城镇化率水平 

第 4 章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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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4.1.1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动力 

4.1.2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4.1.3 文化创意产业问题剖析 

4.2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市场规模分析 

4.2.1 文化创意产业机构规模 

4.2.2 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数 

4.2.3 文化创意产业资金投入 

4.3 中国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分析 

4.3.1 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发展迅速 

4.3.2 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应建立新模式 

4.3.3 粤港澳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发展综述 

4.3.4 香港创意产业发展应积极参与内地合作 

4.3.5 京港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前景看好 

第 5 章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分析 

5.1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相关概述 

5.1.1 产业集群的基本概念 

5.1.2 文化创意与集群理论 

5.1.3 创意产业集群的特征 

5.1.4 文化创意与产业集群的关系 

5.2 文化创意产业城市集聚发展分析 

5.2.1 创意产业城市集聚的现象概述 

5.2.2 创意产业城市集聚模式浅析 

5.2.3 创意产业城市集聚的特点 

5.3 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 

5.3.1 国外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5.3.2 各国政府在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作用 

5.3.3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分析 



 

   4 / 13 根植共赢 铸就精品 

2022 版-文化创意产业深度报告  

5.4 文化创意产业实施集群式创新探讨 

5.4.1 集群式创新的定义 

5.4.2 集群式创新的意义 

5.4.3 集群式创新面临的挑战 

5.4.4 集群式创新战略 

5.5 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空间治理分析 

5.5.1 空间模式基本介绍 

5.5.2 网络治理模式解析 

5.5.3 网络治理模式的建议 

第 6 章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园主流模式及重点区域发展分析 

6.1 文化创意产业园概述 

6.1.1 文化创意产业园概念 

6.1.2 文化创意产业园类型 

6.1.3 文化创意产业园功能 

6.2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主流模式分析 

6.2.1 主题公园模式 

6.2.2 影视（动漫）基地模式 

6.2.3 艺术园（社）区模式 

6.2.4 节庆演出基地模式 

6.2.5 新兴街区模式 

6.3 我在创意产业区域发展分析 

6.3.1 首都创意产业区 

6.3.2 长三角创意产业区 

6.3.3 珠三角创意产业区 

6.3.4 滇海创意产业区 

6.3.5 川陕创意产业区 

6.3.6 中部创意产业区 

第 7 章 中国重点省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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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7.1.1 产业政策环境 

7.1.2 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7.1.3 产业基地建设情况 

7.1.4 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7.1.5 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7.2 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7.2.1 产业政策环境 

7.2.2 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7.2.3 产业基地建设情况 

7.2.4 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7.2.5 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7.3 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7.3.1 产业政策环境 

7.3.2 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7.3.3 产业基地建设情况 

7.3.4 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7.3.5 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7.4 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7.4.1 产业政策环境 

7.4.2 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7.4.3 产业基地建设情况 

7.4.4 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7.4.5 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7.5 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7.5.1 产业政策环境 

7.5.2 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7.5.3 产业基地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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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7.5.5 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7.6 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7.6.1 产业政策环境 

7.6.2 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7.6.3 产业基地建设情况 

7.6.4 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7.6.5 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7.7 其他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7.7.1 天津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分析 

7.7.2 武汉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分析 

7.7.3 青岛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分析 

7.7.4 重庆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分析 

7.7.5 成都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分析 

7.7.6 郑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分析 

第 8 章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标杆企业经营分析 

8.1 重点企业一 

8.1.1 企业发展概况 

8.1.2 主营业务分析 

8.1.3 文化资源分析 

8.1.4 市场布局情况 

8.1.5 经营状况分析 

8.1.6 竞争优劣势分析 

8.2 重点企业二 

8.2.1 企业发展概况 

8.2.2 主营业务分析 

8.2.3 文化资源分析 

8.2.4 市场布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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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经营状况分析 

8.2.6 竞争优劣势分析 

8.3 重点企业三 

8.3.1 企业发展概况 

8.3.2 主营业务分析 

8.3.3 文化资源分析 

8.3.4 市场布局情况 

8.3.5 经营状况分析 

8.3.6 竞争优劣势分析 

8.4 重点企业四 

8.4.1 企业发展概况 

8.4.2 主营业务分析 

8.4.3 文化资源分析 

8.4.4 市场布局情况 

8.4.5 经营状况分析 

8.4.6 竞争优劣势分析 

8.5 重点企业五 

8.5.1 企业发展概况 

8.5.2 主营业务分析 

8.5.3 文化资源分析 

8.5.4 市场布局情况 

8.5.5 经营状况分析 

8.5.6 竞争优劣势分析 

8.6 重点企业六 

8.6.1 企业发展概况 

8.6.2 主营业务分析 

8.6.3 文化资源分析 

8.6.4 市场布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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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 经营状况分析 

8.6.6 竞争优劣势分析 

8.7 重点企业七 

8.7.1 企业发展概况 

8.7.2 主营业务分析 

8.7.3 文化资源分析 

8.7.4 市场布局情况 

8.7.5 经营状况分析 

8.7.6 竞争优劣势分析 

8.8 重点企业八 

8.8.1 企业发展概况 

8.8.2 主营业务分析 

8.8.3 文化资源分析 

8.8.4 市场布局情况 

8.8.5 经营状况分析 

8.8.6 竞争优劣势分析 

8.9 重点企业九 

8.9.1 企业发展概况 

8.9.2 主营业务分析 

8.9.3 文化资源分析 

8.9.4 市场布局情况 

8.9.5 经营状况分析 

8.9.6 竞争优劣势分析 

8.10 重点企业十 

8.10.1 企业发展概况 

8.10.2 主营业务分析 

8.10.3 文化资源分析 

8.10.4 市场布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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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5 经营状况分析 

8.10.6 竞争优劣势分析 

第 9 章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战略 

9.1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9.1.1 制约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因素 

9.1.2 文化创意产业存在的现实问题 

9.1.3 国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隐忧 

9.1.4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任重道远 

9.2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策略分析 

9.2.1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策略 

9.2.2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策略 

9.2.3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政府角色定位策略 

9.3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建议 

9.3.1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建议 

9.3.2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应把握好五个特点 

9.3.3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应处理好三大关系 

9.3.4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机制 

第 10 章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趋势与前景预测 

10.1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10.1.1 产业政策趋向 

10.1.2 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10.2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前景展望 

10.2.1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 

10.2.2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10.2.3 细分领域发展前景展望 

第 11 章 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分析 

11.1 文化创意产业投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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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行业投资态势 

11.1.2 行业投资回报 

11.1.3 投资案例分析 

11.1.4 产业投资重点 

11.2 PE 投资文化创意产业动向分析 

11.2.1 私募股权投资（PE）简介 

11.2.2 PE 在中国发展现状浅析 

11.2.3 文化创意产业是 PE投资的重要选择 

11.3 A 股上市公司在文化创意领域的投资布局 

11.3.1 投资项目综述 

11.3.2 投资区域分布 

11.3.3 子版块投资分布 

11.3.4 产业转型分析 

11.3.5 投资模式分析 

11.3.6 典型投资案例 

11.4 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风险及挑战 

11.4.1 投资风险分析 

11.4.2 融资困惑分析 

11.4.3 融资面临的问题 

11.4.4 投融资难的原因 

11.5 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战略 

11.5.1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融资的拓展思路 

11.5.2 解决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问题的对策 

11.5.3 多项举措打破文化创意产业融资瓶颈 

11.5.4 解决文化创意产业企业融资问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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