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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1

—以广东省为例

胡  晓  李雅婷  王  霁

[摘 要] 本文基于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其与“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群

等概念的联系，指出广东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自贸区营商环境利用不充分、文化资源缺乏统筹

等三个主要问题，提出了泛珠三角城市联动发展、自贸区应为联动发展提供文化动力、建构大湾

区文化产业发展实体平台等三条实现广东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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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同年11月12日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

年访问团。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港澳与内地文化相辅相成、相融相生的联系，“香港、澳门多元文

化共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要保持香港、澳门国际性城市的特色，利用香港、澳门对外

联系广泛的有利条件，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宣介国家方针政策，讲好当代中国故事，讲好‘一国两

制’成功实践的香港故事、澳门故事，发挥香港、澳门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民心相

通等方面的特殊作用”1
2。文化自信的建立与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社会教化的推动、自身修为的

增长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基于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其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概念的历史机遇下与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群等概念的内在联系，指出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的问

题，建言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的特色路径。从价值层面而言，对此问题的研究可以为“文化自信论”

提供粤港澳大湾区的在地化思考，丰富“文化自信论”的内涵，探索其外延扩展的可能。

*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师科研能力促进计划”（项目号201850014）的阶段性成果。

1习近平：《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3日，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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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文化产业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1一书中率先使用的概念。文化产业刚开始

被译为“文化工业”，“从利益方面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

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

标准的产品。文化产业把旧的面熟悉的东西熔铸成一种新的特质。在其各个分支中,那些适合大众

消费的产品，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消费特性的产品，或多或少地是按计划生产的”2。作为一

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文化产业影响了人民对文化产业的本质把握，不同国家因看问题

的视角差异而对文化产业产生不同的理解，甚至不同时期对文化产业3的称呼亦有所变化。在当今

中国语境中，“文化产业”通常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活动的特

殊性产业门类的总称。其特征是以产业作为手段、以文化作为资源来进行生产，向社会提供文化产

品和服务，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文化产

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及消费角度界定：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

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此定义具有一定局限性和指向性，仅仅包括由工业化生产并经过

生产工序，具有系列性和固定性的产品，如书籍、报刊、电子出版物品等及其相关服务，但不包括舞

台演出、文体娱乐、艺术展现的生产与服务。

我国关于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定义，国家统计局官网2018年5月9日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

类》的最新修订版（以下简称“新标准”）中，对文化产业的定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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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考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和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文化统计框架-2009》的分类方法，采用线分类法和分层次编码方法，将我国的文化

及其相关产业分为九个大类、43个中类以及146个小类。其中01-06大类为文化核心领域，包括新

闻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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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休闲服务等六个大类；其中07-09大类为文化相关领域，包括文化辅助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

生产、文化消费终端生产三个大类。在本分类中，如国民经济某行业小类仅部分活动属于文化及相

关产业，则在行业代码后加“*”做标识，并对属于文化生产活动的内容进行说明；如国民经济某行

业小类全部纳入文化及相关产业，则小类类别名称与行业类别名称完全一致。从新标准调整的内

容中，创意设计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这两项内容已经作为文化生产的核心领域被界定。这启

示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统合整体，“前店后厂”的传统文化产业精于创意、长于设计、勇于开

1《启蒙辩证法》初版于1947 年，本文采取的译本为 1990 年重庆出版社译本，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菲舍乐袖珍本出版

社 1969 年版（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Fishcher Taschenbuch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69）译出。译者：洪佩郁，

蔺月峰。责任编辑：杨希之。

2[联邦德国]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尔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3页。

3Culture Industry 在重庆出版社 1990 年中译本中被译为“文化工业”，后来随着政治和经济背景的转换，才逐渐被译

为“文化产业”，其语境与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时期的“文化工业”语境已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比后者显然更具批判意味。

“文化工业”更能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学派的批判性价值取向。

4李春媚：《文化产业.文化工业.大众文化—涵义与功能的廓清》，《湖湘论坛》，2009年第1期。

5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t jbz/20180509_ 

1598314, html, 2018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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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文化新业态的优势得到了政策肯定。珠三角地区积极推进的休闲农庄一日游模式，便着力打造

吸引客户的某一服务点（如亲子农庄、团队拓展特色、休闲娱乐服务等），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对珠

三角地区未来的发展要求，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只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共谋发展的历史机遇，

既能够、也应当、且必然成为广东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关键内容，将广东从“经济富庶之地”的

刻板印象中解放出来，形成具有粤港澳大湾区特色的“文化创新之地”，这有利于广东成为大湾区

的发展生力军和主导力量，有利于广东引领和协同港澳发展。

近年，我国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坚定文化

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1。2018年的世界图书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日报推荐了犹太裔哲学家马尔库塞代表作

《单向度的人》，并分享其读书心得：“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

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

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2广东作为全国对外开放的示范窗口，文化产业发展成了顺

应国家政策的重要抓手。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倡议这两个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

遇，如何实现广东文化产业健康协调发展，将广东从“经济强省”的既有印象中解放出来，以实现

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就成为本文写作的初衷。

二、发展现状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广东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意义非凡的地位，粤港澳大湾区

成为带动广东及我国沿海地区加快发展的强劲引擎。近年来，广东积极推动现代文化产业与传统

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省内三大自贸区片区为区域试行文化产业管理方法、

税收政策、市场制度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创新发展条件。

（一）产业资源丰富独特

广东文化植根于独特的自然地理和历史环境，既有山脉历史也有海洋文明，融会贯通百越土著

文化、闽南文化及其他区域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引领，毗邻港澳的广东，吸收了舶来文化元素，

逐渐形成大陆与海洋、中外交融的文化品格，为广东大力发展现代文化产业提供丰富的创意资源。

2018年10月发布的《中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6-2018）》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是目前中国经

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也是各类文化活动较活跃、文化产业发展环境较好的片区。其中一个建设目标

就是世界级文化产业中心。因此，广东依托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缘优势、丰厚的旅游文化资源、尚

未开发完全的历史名城和文化遗产，将成为湾区文化产业中一支独具特色的生力军。

（二）产业规模效益突出

广东文化产业发展迅猛，约占全国文化产业总量的七分之一，连续15年居全国各省市首位。

2016年广东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4256.63亿元3，占全省GDP比重大幅上升到5.26%。广东正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奔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01版。

2《习近平的书柜》，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zsgsb4Hkrg2t- 94prldw，2018年4月23日。

3庞彩霞：《广东文化产业全国居首  增加值超 4000 亿元》，《经济日报》，2017年9月24日，第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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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过去单纯的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产业大省向文化产业主导的文化大省转变，文化产业正在逐

步加大其国民经济重要性地位。根据广东省文化产业“十三五”规划及电影等相关专项规划，到

2020年，高附加值的创意文化产业占比将达53％。另根据商务部门的数据显示，广东文化出口已覆

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出版、动漫游戏、创意设计、文化设备制造等领域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重点出口企业和品牌。2016年，广东文化产品进出口437.9亿美元，其中出口418.1亿美元，

居全国各省区市首位1。

（三）产业创新能力提高

广东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主要以创新为引领和支撑，注重文化产业与资本、高新技术的结合，

推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深度融合，重塑产业发展新格局，鼓励和扶植文化名人打造个人文化品

牌，3年内已成立了近50个文化名人工作室。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促进开放、多元和创意为广东

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元素，令广东本土的文化创意产业得以协同提升。近年，国家领导多次强调港

澳地位不可或缺，这是港澳发展动力的“强心剂”，相关优惠政策陆续出台，为广东与港澳文化产业

的紧密合作开辟了新的道路。2018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

40周年访问团时说道：“在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香港、澳门的地位和作用只会加强，不会减

弱。希望香港、澳门继续带头并带动资本、技术、人才等参与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一轮高水平

开放。”2国家对港澳的支持不遗余力，港澳藉由“一国两制”获得的文化产业红利能够在广东深化

改革、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的扶持下得以影响广东，将文化创意推广至

南粤大地，在两个不同制度的交织碰撞下，广东文化产业迎来了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

三、存在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为广东文化产业提供了经济动力和区域发展环境，但地方之间的文

化、经济实力和政策法规有着不同的差异，文化产业发展存在一些问题：产业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文化产业国际化程度不高，文化产业引导、支持力度不够，文化产业智库建设滞后等。

（一）泛珠三角城市发展不平衡，区域联系合作不够紧密

珠三角地区地缘优势突出，联系泛珠三角区域，城市群发展若充分发挥政策红利，将会带动

地方经济和文化“齐飞”。泛珠三角区域主要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江

西、福建九个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这一区域所建立起来的共生共赢型经济体系，成

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极。然而，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各区域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差

异，尽管相关城市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区域合作程度仍然不高，资源共享信息不通，产业发展出现

同质化，没有根据地缘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产业链环节没有很好地衔接起来。诚如哈贝马斯坚持

认为的，“现代性的潜能有待充分发挥，……用普遍主义否定和抹杀个性需要避免”，“应该探讨

用相互理解的方式和彼此尊重的倾听方式来取代它。”3。因此，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考量不能仅仅

1《广东文化产业增加值破4000亿元》，大洋网，http://news.dayoo.com/guangdong/201709/25/139996_51815552.

htm，2017年9月25日。

2习近平：《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的讲话（2018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2018年11

月13日，第02版。

3[加]大卫·莱昂：《后现代性》（第二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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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本土化的实践之中，需要涉及科技应用、地缘文化、人文观照来共同实现融合创新。如果刻

意强调某个部分，则更容易误入文化歧途。粤港澳湾区某些地方出现的“文化独角戏”现象，就是

没有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特点、未从整体性上考量的结果。对此命题，文化产业研究者和文化政策

制定者必须拥有足够的警惕，以“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和“文化身份的价值及认同”为最高目标，

实现连片式的湾区文化氛围营建。

（二）自贸区发展认识不足，营商环境优势未充分发挥

广东内部发展相对不平衡，五个“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湛江）和三个

自贸区（南沙、前海、横琴）的区位优势并未得到彰显，城市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显著。虽然广东有

三个自贸区片区，但是自贸区发展各有不同，制度创新程度还不够，商事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

开放创新制度、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均在探索试行阶段，自贸区政策优势还没充分运用起来，政

策普及推广范围及深度不够。尤其在文化政策方面，深圳的政策优惠最高，对文化产业推动力度较

大，而广州和珠海扶持力度相对较小，但广州拥有千年历史沉淀，文化根基深厚。而珠海的文化产

业发展基础薄弱，缺乏文化龙头企业带动，中小文化企业没有形成产业集群。由于政治导向和地域

因素，广东自贸区出台政策多偏向于金融、科技等产业类型，而相对于文化产业的投资大、收益时

间长，尽管政策出台给予很多优惠，但“杯水车薪”难以助力文化产业大力发展起来。

广东与香港、澳门在地缘联系密切，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形成的风格受港澳影响颇深，营商环

境历来受赞。这其中，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及开放环境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也存在着地区产业集聚程度不高，产学研合作不够紧密等现实问题。如广东高校总数排名全国

第二，但多而不强，未形成区位效应。非省会城市和地区培养的毕业生主要流向广、深等珠三角一

线城市，本地区高新技术岗位严重缺乏高精尖专门人才。产学研没有紧密联动机制，出现“筑巢”

成功却无法“引凤”的情况。

（三）文化资源缺乏统筹，产业发展载体需求不断加大

随着港珠澳大桥的通车，港澳地区的文化资源流向内地城市，但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产业资

源丰富且分散，未能较好地形成产业集群发展。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仅仅停在保留当地特色，

但没有很好地推动产业提档升级，没有延伸发展至完整的产业链条，城市间的文化产业发展缺乏

载体或联系平台，很多文化产品因缺乏市场或展示平台，最后导致产业发展裹足不前或“无疾而

终”。除了一线城市外，其他城市的文化企业存在小而散，业态独立、科技含金量不高的问题。省内

个别地区没能很好承接发达地区的发展溢流，发展速度跟不上广东整体步伐。例如珠海产业规模

整体偏小、产业平台建设滞后、规模以上企业比例不大，多数文化企业因固定资产投资不大，融资

难则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企业不能壮大，后天发展不全，难以吸引高端创意人才，缺乏专业人

员和资金流的核心要素，最终企业发展也难以为继。

四、对策建议

本文认为，在深化区域合作的背景下，广东的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要把握住珠三角地区的连片

式发展机遇，更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机遇，吸收港澳的外溢资源，实现与港澳的协同发展。

吸纳不同地域的文化元素，将理念创新、模式创新、平台创新、产品创新贯穿于文化产业建设发展

的全过程，实现区域间彼此认同、区域内充分发挥主体性的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与创新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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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泛珠三角城市联动发展互补优势，发挥区域协同效应

完善毗邻省区间发展规划衔接机制，支持泛珠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促进商品流通、要素自由

流动。结合湾区内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特点，加强特色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发展结构，提高产业发

展层次。加快建设省际交通大动脉，织就省际交通网络，提升区域交通运输通达水平，提高内陆通

关效率。通过发达地区带动其他区域协调发展、同步提升，促进人才、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资源

汇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因此，科技含量是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的重要特色，也是

催生文化新业态发展的重要推力。尤其近年来，广东“文化＋科技”“文化＋互联网”发展势头迅

猛。“互联网+”推动游戏、新媒体、网络文化新经济等文化产业新业态呈指数型增长，通过科技

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升级提档，展现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亮点。

广东文化产业作为区域间创新主导的发展思路，应该纳入宏观层面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统

筹推进大湾区文化认同与产业合作的协同发展。因此，急需政府在更为宏观的层面制定一个详细

的发展议程，厘清一系列在政策层面予以关注的问题，并确定哪些问题需要加以优先考虑。例如，

粤港澳大湾区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如区域发展机会供给仍不均等；后续产业智力支持供给不

足；产业结构不能跟上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劳动力短缺和技能无法满足产业发展的需统筹性的

湾区实体等）。为推进共同的议程制定及其实施，有必要建立新的区域实体来推动关于粤港澳大

湾区文化产业政策的讨论，共同议程的制定及实施。

（二）充分发挥自贸区的政策优势，利用营商环境助力文化产业发展

广东拥有南沙、前海、横琴三个自贸区，毗邻港澳地区，是内地唯一与香港、澳门陆路相连的

自贸区，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与平台。广东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应结合南沙、前海、横琴三个自

贸区的不同区位制定相应的优惠文化产业政策，完善自贸区文化产业营商环境，提高境外文化企

业投资的吸引力。充分发挥邻近香港、澳门的区位优势，建设自由贸易港，强化区域价值链竞争。长

期以来，香港、澳门一直是内地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到2017年年底，内地累计使用香港、澳门资金

1.02万亿美元，占引进境外资本总额的54%1。广东应抓住发展跨境贸易机遇，香港借助内地城市

的跨境电商平台，提供相关产品的物流进口服务。粤澳合作产业园可进一步深耕自贸区，高质量发

展国际商务、酒店设施、文化创意等产业。例如，横琴自贸区便借助澳门旅游业发展势头，创新关

检合作通关模式，促进珠澳两地文化融合创新，弥补珠海文化底气的不足，承接澳门文化影响力的

外溢，推动形成独具创意特色的湾区文化。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广东成了该倡议的重要实施区域，大家均渴望借助粤港澳大湾

区经济建设模式打造“文化湾区”，意图以拔地而起的艺术馆、开放式休闲文化区、成片制创意产

业园作为文化湾区的建设名片，落入了另一种“唯文化论”的巢窠。作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共同

体，粤港澳大湾区对广东区域最具借鉴意义的应该是文化产业体量相对较小、活跃度和创新力却

相对高的香港和澳门。二者行使资本主义制度，其殖民文化为港澳地区带来有别于国内传统的文

化元素。一方面，香港是亚洲地区的创意中心，以音乐、电影、电视片为代表的香港流行文化产业

久负盛名，建筑、设计和广告业在创意方面也较区内其他城市优胜。其拥有自由的经济体系、市场

主导和政府促进、完善的司法制度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湾区文化产业营造良好健康的

1数据来源：《习近平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的讲话》，（2018年11月12日），《人民日

报》，2018年11月13日，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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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环境。另一方面，澳门是闻名中外的世界文化旅游中心，其文化旅游结构是体系化的。虽然同

香港一样，曾沦为殖民地，但其与香港文化产业的发展自有不同的取向。广东的特殊地理区位使得

其在进行区域发展战略谋划时必须考虑中国唯二的特别行政区（SAR）这一实际，尤其在二者的

文化产业发展已臻成熟、基本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品位之时，更应注意借鉴和吸收，以便更

好地实践文化上的“拿来主义”原则。

（三）建立文化产业发展实体平台，推进价值认同层面的情感维系

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委牵头联合发布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

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2015〕7号），提出要推动“建立行业企业合作发展平

台”、探索“创新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为广东省建设文化产业实体平台、区域内产

学研联动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与建设方向。2018年8月18日，深圳举办“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论坛

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合作高峰论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联盟在论坛举办期间揭牌成立。由此

可见，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需要文化来生根，文化产业需要实体平台推动发展，文化及其

相关产业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其发展的可持续性。三部委联合发布的指导意见、已经落地的粤港澳

大湾区文化合作高峰论坛，都向我们揭示：广东文化产业发展应该而且必须凭借港澳地区新闻出

版和文化创意来获得新鲜血液，不断扩宽本土文化产业考察的国际化视野，创新区域文化及其相

关产业的类型。广东应着力建设科技教育中心，吸纳全球艺术和文化人才，为培育本土文化创意产

业输送多元人才，继续提升文化产业中的科技含量。对于大湾区的建设这一历史机遇，在广东省辖

区内建立学校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发展平台、实现产学研联动创新，是顺应天时之举。

广东的文化产业发展，历史地结合了岭南文化的多元风格，以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

为主导，同南粤各地原生文化相互融合，才产生了当下“重商实务”的岭南文化产业的传统。即使

是在远古时期，岭南原始文化也是以多中心、母系氏族社会等特点区别于中原原始文化1。香港和

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其文化产业风格则属于岭南文化的珠三角地区，近现代以降多具备开放、多

元、国际化等特点。其中，香港的文化主体来自于外来文化的认知和改造，深受西方经济发展模式

影响，既保留了香港本土文化的自我特征，又呈现了全球化的特点，因此过去常被认为是各种价值

共存的理想空间，超越了作为国族/民族和作为本土文化的两种认同。作为东亚谈论的方向性，香

港的名片价值应该加以保存和发展。澳门的文化主体则偏向于经济往来和后续发展模式的差异，

以妈祖文化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依托葡萄牙语条件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协同发

展，在价值认同上与香港有差异性。澳门将海洋文明的包容开放性与大陆文明的内敛向心力相结

合，通过妈祖文化自身对海洋文明的诠释，结合岭南文化，推动本澳文化的融合创新。粤、港、澳

三地文化的多元和差异，通过吸收舶来文化来突破传统文化束缚，将广东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

展主导、港澳作为创新助力，是有利于形成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的、可资借鉴的湾区文化产业

发展模式。

区域文化建设涉及历史渊源、精神构筑和情感认同，文化产业要想发展，首先要认识到广东与

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地缘关系，认识到广东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核心力和引导作用。文化产

业的发展既要在现实认知上追求可续持发展，也要基于历史渊源追求共有的文化身份。若这种身

份认同建立不起来，则不可能实现文化意义上的“协同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为流行的世

1刘伟铿：《关于岭南与广府文化形成的讨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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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信息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力图反抗由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支配

的全球化文化而进行的改革，期待“实现一种更加民主的、建筑在信息与其他文化产品相互交换

与‘自由流通’基础上的全球传播体系”1，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张不

谋而合。因此，若能合理统筹分配，推动中国内地传统文化元素和港澳文化元素融合创新，将会形

成独有的湾区文化产业集群，成为广东产业新的经济增长极。

五、结论与讨论：湾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宏观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明确提出，“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

文章，抓紧抓实办好。要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高标准建设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高水平对

外开放门户枢纽。要继续推进改革，抓好改革举措的协同配套、同向共进”。2国家和地区领导人

已经采取措施调整新时期的文化发展政策，广东亦需要有自己的区域文化产业规划、战略构想以

及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的平台。

未来对广东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考察，可以从“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内相关

城市文化产业建设个案等关键概念和议题角度出发，就广东文化产业现存问题（如并未形成具有

湾区特色的产业集群、产业发展潜力并未完全释放等）进行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宏观的产业

政策角度，如何发挥政府的政策红利、如何建构实体平台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如何确立文化产

业建设的判定指标（以区分于经济建设成果判定）等，都是可以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对这些

问题的探究和思索，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广东地区的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及其落实。

广东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完善的产业链条和广阔的消费市场，港澳地区则有开放的经济体

系、高端的创意人才以及国际金融优势。广东和港澳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各有不同、各有优势，将

为粤港澳三地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不同的政策参考、制度创新以及发展模式。在此模式和区域文化

产业发展规划的指引下，粤港澳大湾区必将成为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创业高地和文化中心。

1[美]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83页。

2《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http://cpc.people.com.cn/

n1/2018/1026/c64094-30363600.html，2018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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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yle of Writ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ng Shengli & Ding Xiaoqiang

Political discourse represents a country’s political ecology and values, and essentially reflects the 
country’s ruling philosoph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instructed on many important occasions to
“strengthen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s the main component of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current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a,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such as alienation from 
academic discourse, stereotyped writing and single form of communication. The key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lies in the style of writing. A good style of writing must have people’s character, nationality and time, and 
be associated with the Party conduct. We can construct political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improving the style of writing.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Cultural Industry
Hu Xiao, Li Yating & Wang Ji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Guangdong's cultural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cepts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 Bay Area" and "Belt and Road" along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three main problems in Guangdong, such as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inadequate util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free trade area, and 
the lack of overall planning of cultural resources. The paper proposed three ways to realiz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Great Bay Area, mainly are as follows: firstly, develop the 
urban linkage in Pan-Pearl River Delta. Then, promote free trade area to provide motive forces for cult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ast but not least, build entity platform for cultural industry in Great BayArea.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Cluster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bay area

Cao Jinya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ustrie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rough th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Hong Kong 
an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use of location entropy and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focusing on a large bay area of guangdong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cluster degree and the related 
influence factor is studied, discussed on a large bay area of guangdong culture creative industry cluster 
development of positioning, build and reveal culture creative industry value chain, focusing on promoting 
continuously a large bay area of guangdong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cluster innovation integration, real 
play to the leading innovation, gather the core function of the radiation. In terms of strengthening reg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