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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
我省文化体制改革任
务大体分为两大阶
段：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以前，着力于基
本完成经营性文化单
位转企改制工作，之
后便拉开了全面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的大
幕。”采访伊始，省委
宣传部改革办副主任
曾繁诗勾勒出了“十
二五”期间海南文化
体制改革的框架。

纵观这五年，在
省文化工作领导小组
及省文化体制改革专
项小组的领导下，在
省文化办各成员单位
的支持下，我省文化
体制改革发展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效——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不断加
强，文化管理体制改
革不断深化，省域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不断推进，现
代文化市场体系不断
建立健全，文化产业
与旅游业融合发展不
断推进……

我省已完成全省 18家
国有文艺院团和20家非时
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共注销
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法人
58家，核销事业编制1621
个，文化行政审批项目不断
精减

全省共建成204个乡
镇综合文化站、980个行政
村（社区）活动室、60个公共
电子阅览室，建成22个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市县支中
心、204个乡镇和 2556
个行政村服务点

广播电视村村通、直播
卫星户户通和南海渔船通工
程，解决了全省65万户农
村群众和2617艘海上作业
渔船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
问题，全省 2556 个行政
村，2696个农垦系统生产
队也实现了“村村响”

“十二五”期间，我省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改革添动力 文化更繁荣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见习记者 刘梦晓

在海口市红城湖路，行人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画前走过。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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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机制创新
激发行业活力

省委宣传部改革办主任秦建国介
绍，为了建立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有利
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十二五”
启幕之年，省委就决定将经营性文化单
位转企改制当作我省完成中央文化体
制改革阶段性任务，需要攻克的最后一
个堡垒进行攻克。

5年间，成果丰硕喜人——截至目
前，我省已完成全省18家国有文艺院
团和20家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完
成全省图书出版发行、重点新闻网站、
省级和地市级电影公司和电影院的转
企改制；完成广电系统电视剧制作机
构、党报发行机构的剥离转制；理顺省
民族博物馆管理体制；推动海南出版社
与四川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实现战略重组，省新华书店集团与江
苏凤凰传媒集团跨省合作，首创了跨省
资源重组的成功范例……

在这过程中，我省共注销经营性文
化事业单位法人58家，核销事业编制
1621 个，文化行政审批项目不断精
减。2015年，又完成了在现有文化行
政审批项目基础上再精简10%以上的
目标。

改革力度还在不断加强。2014年
6月6日，省编办正式发文，同意省委宣
传部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办
公室挂“海南省属经营性国有文化资产
监督管理办公室”，该办公室的成立运
作，结束了我省省属经营性国有文化资
产多头管理，建立起管人、管事、管资
产、管导向相统一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
体制。成效十分明显。2014年，省文
资办监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98%，总资产、所有者权益和利润总
额均有不同程度提高。与此同时，省文
资办大力促进省属国有文化企业做强

做优做大，整合资源组建海南广播电
影电视传媒集团；推进海南重点新闻
网站南海网进行股份制改造，力争尽
快在“新三板”挂牌交易。省文资办还
主动为监管企业排忧解难，送上了关
怀和温暖：

解决了省电影公司转企改制人员
安置等历史遗留问题；将省歌舞剧院剧
场交由省歌舞团正式接管，让该团有了
排练演出场地；建立对省民族歌舞团共
建共管协调机制，基本解决演职员工落
户三亚问题，企业办公、排演、仓储场地
等难题也将得到解决……

释放政策红利
推动产业发展

文化体制改革向更宽领域更深层
次拓展，换来了文化产业百花齐放的春
天。

据省统计局统计，“十二五”时期，
海南省文化产业持续高速增长，增加值
突破百亿。2011年、2012年、2013年
增加值分别为69.52亿元、85.91亿元、
100.52亿元，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

原因何在？曾繁诗说，这首先得益
于利好政策的不断出台和落实。

“十二五”期间，我省先后出台了
《关于支持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
策》等文件，规定对文化产业重点项目
用地实施优先供地和优惠供地，对符合
条件的文化产业项目和文化企业实施
税收减免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推动一批
文化产业项目落地和加快发展。

我省还设立了省文化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对文化产业进行真金白银的支
持。秦建国介绍，5年来，该专项资金
共投入3.4亿元，支持了248个项目，充
分发挥了引导及杠杆作用。

与此同时，我省先后认定的53个
省文化重点项目、2个省级文化产业园
区和9个示范基地也享受着产业资金、

资源配置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重点扶
持。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还严格依照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文化体制改革
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
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
通知》等文件，切实落实中央赋予文化
企业的财税优惠政策。据统计，
2011-2014年，全省文化企业税收减
免额达7764.78万元。日前，省政府已
批准将省歌舞团及省民族歌舞团转企
改制过渡期在5年期满后再延长3年，
过渡期内，由省财政每年安排一定额
度的专项经费，继续支持、保障两团正
常运转。

政策甘露滋润产业蓬勃发展，近年
来，我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增幅连年位于
全国前列，文化产业大项目、园区建设
发展势头迅猛，形成了海南生态软件
园、海南国际创意港、省动漫产业基地
等智慧产业集群。电影业高速发展，
2015年全省电影票房3.54亿元，比上
年增长63.8%，高于全国增速15.1个百
分点，比2010年增长了4倍多。

三亚千古情、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
刚电影公社、槟榔谷原生态黎苗文化旅
游区、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等景点
景区，创造了一个个文化与旅游相融合
的特色品牌，实现社会与经济效益双丰
收。目前，全省年接待游客达百万人次
以上景区有11个，显示出文化与旅游
融合发展的强劲势头。

让广大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走在海
南的各个市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宣传语随处可见。曾繁诗告诉记者，
在“十二五”期间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过程中，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被放在最
为突出显要位置，作为这一轮改革发展
的主要内容。

民心所向，既是改革的动力，也是
改革的成果。记者从省文体厅了解到，

“十二五”期间，我省着力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覆盖城乡的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基本形成，广大
人民群众享受到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成
果，有了越来越多的获得感——

省图书馆、省博物馆、省歌舞剧院
和市民文化广场等相继建成并投入使
用；省民族博物馆改扩建主体工程完
成，国家南海博物馆项目建设开始启
动；扎实推进“六大文化惠民工程”建
设，全省共建成204个乡镇综合文化
站、980个行政村（社区）活动室、60个
公共电子阅览室，建成22个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市县支中心、204个乡镇和
2556个行政村服务点。

此外，广播电视村村通、直播卫星
户户通和南海渔船通工程，解决了全省
65万户农村群众和2617艘海上作业渔
船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的问题，全省
2556个行政村，2696个农垦系统生产
队也实现了“村村响”……

“这电视、广播用着方便，我们打心
里觉得高兴、受用！”“琼临高12009”船
船长王洋满脸喜气，兄弟们都说，出海
作业的日子丰富多彩，打起鱼来也更有
劲了！

曾繁诗说，“十二五”期间，尤其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政策法规、
规章制度和国民教育、文化生产之中，
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出台了《海
南省关于进一步加强文明旅游工作的
实施意见》等文件，支持建立了海南省
志愿服务联合会等单位，推动各类文
化产品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充分发挥精神文化产品育人
化人的重要功能，打牢全省人民为实
现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不懈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在全社会形成了向上向
善的力量。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丹村
文化活动室，村民查阅报刊书籍。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孙体
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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