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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policy evolution and input and outpu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finally uses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favorable policy to create a brand culture, complementary cultural 
circl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The final goal is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Shandong Province. 

1．引言 

《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提出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

以及加大对外文化贸易以促进文化产业的提质增效。山东省作为GDP排名全国前三的经济大

省，拥有丰富而又具有特色的文化底蕴，典型的如孔孟文化、齐鲁文化以及红色革命文化等

对我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2016年山东省文化产业的增加值2836.77亿元，占GDP的比重首次

超过了4%，增速水平高于国家平均水平，文化产业稳步发展。面对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发展潮

流，山东省的文化产业发展是否与其经济发展相匹配，是否可以借助国家的利好政策进一步

拓展其文化产业的市场进而实现其经济效益的提升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2．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2.1  山东省文化产业投入情况 

财政投入是一个产业发展的保障，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经费的投资和基础设施的

打造，通过汇总2005-2015近十年山东省文化产业的事业费支出以及最新的基础设施打造情

况，分析山东省对文化产业的投入情况如下。 
（1）文化事业费稳步增长，但在全国位次有待进一步提升。结合2005年-2015年近十年

的数据得出以下结论：（1）山东省的GDP稳步提升，但增速有所下滑。从2005的18366.87亿
元到2015年的63002.33245亿元，增长243.02%，幅度较大，但近年来年度增长率有所下滑，

2005年-2008年稳定在全国的排名第二，2009年-2015年下滑一个名次，稳定在第三名，目前

仅次于广东省、江苏省，是比较发达的经济大省，宏观经济的良好发展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奠

定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2）文化事业费开支与GDP成正比，但在全国位次中有待进一步

提升。山东省的文化事业费开支从2005年的6.17 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29.977亿元，增长

385.85%，文化事业费的支出随着经济的发展稳步提升，两者呈现正相关，表明随着地方经济

的发展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逐步上升。但经费投入方面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5年全国

平均文化事业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0.39%，而山东省的仅占0.36%。 
（2）分地市的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发展差异大，有待协同发展。为更全面的了解山东省17

地市的文化产业的基础设施，结合山东省统计局2016年颁布的数据分析山东省17地市文化产

业机构的数量和文化事业费的支出情况。纵观整体数据，2015年山东省的文化机构合计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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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藏书量4727万册，文化事业费447481万元。相比2014年的数据，机构数量由2014年的2562
个减少到2352个，精简210个，但藏书量和文化事业费居有所提升，分别增加247万册和53069
万元。在17地市中，青岛、济南和烟台、临沂、济宁五座城市的各项指标要明显优于其他城

市，产业基础雄厚，文化事业费的支出较多；日照和莱芜两座城市的文化机构数、藏书量以

及事业费支出相对较少，文化基础较弱；其余10城市的文化基础处于中间状态。由于受地域

环境以及地区经济的不同，山东省的文化产业发展差异明显，文化机构、藏书量以及文化事

业费的支出差异较大，可以发挥城市群的作用，协同发展。 

2.2   山东省文化产业产出情况 

（1）文化产业的人均文化消费支出不足，消费者欲望有待进一步激发。2015年山东省的

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是640.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60.1元，山东省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占

总支出比例4.4%，低于全国4.84%的平均水平。北京、上海、江苏的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比例

分别为7.67%、6.82%和6.16%，名列全国前三名，远远高于其他省市。一系列数据表明虽然

山东省的文化产业近几年发展迅速，但跟其GDP在全国的领先排名相比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

间，大众对于文化产业的消费欲望有待进一步激发。 
（2）文化产业逐渐成其主导产业，但外贸进出口贸易额有待提升。与全国文化产业的出

口额相比较，山东文化产业的出口额较少，虽然在2015年出口额实现全面破零，但出口过10
亿元的地市共有3个，分别为烟台的92.6亿元、青岛的20.7亿元和临沂的11亿元，与山东省文

化大省身份的打造还有很大的差距。根据《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6）显示，

2015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1013.1亿美元，其中出口额871.2亿美元，进口额141.9亿美元，

贸易差额729.3亿美元，相比2014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2014年的进出口额为1273.7亿美元，

其中出口额为1118.3亿美元，进口额为155.4亿美元，贸易差额155.4亿美元。在近十年的发展

中，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继2009年出现首次负增长后，2015年则第二次出现负增长，其中，

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下滑20.5%，出口额增长率下滑22.1%，进口额增长率下滑8.7%，一系列

数据表明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外贸出口额和山东省的文化贸易出口都有待进一步提升。 

3．“一带一路”战略下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 

3.1  政府发力，利好政策引导作用凸显 

山东省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利好政策颁布较早，早在2007年，山东省就提出了打造优秀文

化品牌进入国际文化市场的目标，目前文化与经济发展虽然呈现全球化趋势，但文化贸易仍

是山东省的短板，为促进山东省的文化产业走出去发展，可以充分借力国家领导人倡导的“一

带一路”战略，该战略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融合“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与多边国家的合作发展，打造区域合作平台，共同促进双方经

济的发展。对于山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2015年国家三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了青岛、烟台等沿海城市的纽带

作用。2017年为更好的将山东省的文化产业与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相融合，山东省文化

厅印发《山东省“融入‘一带一路’大战略，齐鲁文化丝路行”实施意见》[2017] 11号，要

求充分发挥山东省文化资源的独特优势，积极组织齐鲁文化的丝路之行，将山东省的齐鲁文

化推向世界，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 

3.2  地缘位置独特，国内外市场开拓便利 

从区域发展战略看，山东省拥有海陆统筹、联动发展的区域特征，其中国家着力打造的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就是将陆地经济向海洋经济的延伸；从国外看，“一带一路”规划中东

连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形成了纵贯东西的大经济带，同时拥有更大范围的陆海统

筹、东西联动经济圈，山东半岛是海陆的交汇点[1]。从国内来看，山东省处于京津冀和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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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的结合部，拥有区位和交通的优势更有利于发挥地缘的优势，为山东省融入“一带一路”

发展战略提供有利条件。 

4．“一带一路”下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建议 

4.1  结合地方特色，打造品牌文化 

2015年11月，《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制定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

建议》将提升文化软实力作为山东省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之一，要积极推广齐鲁文化在内的

文化产业的发展，努力使得文化发展主要指标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如在泰国建立的“尼山论

坛”品牌就加强了齐鲁文化在国际中的知名度。山东省是孔孟之乡，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对于儒家道德文化的弘扬和传播一直以来都在世界上声名远播，这既是山东省独一无二的文

化软实力，也是促进“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的文化因素。如大型动画片《孔子》，国内外

市场均具有不俗的反响，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中摘得“最佳作品”奖项。另外山东省十七地市

文化特色明显，如济南的山泉文化、青岛、烟台的海洋文化、济宁的孔孟文化、菏泽的牡丹

文化、泰安的泰山文化等，17地市应充分发挥其地域及资源优势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品牌，抓

住‘整合’和‘创新’两个关键词，通过整合并购释放出17地市更多的资源，打造完整的文

化产业链，将地方特色打造成国际品牌。 

4.2  结合地缘优势，打造国内外文化互补圈 

在地缘经济关系的测度中，山东省与中亚、东南亚、中东欧和西亚及中东在文化旅游方

面均表现出较强的互补性，同南亚也在 2013 年演变成了互补型地缘经济关系[3]。山东省在

文化产业推广的过程中要坚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交流理念，促进共同价值追求。

一是走出去挖掘市场，如组织部分文化类企业参加“一带一路”国际性文化产品交易会、投

资洽谈会等，积极培育山东省的文化产业基地和文化产业园区的转型升级，二是通过迎进来

方案，积极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相关部门参加山东省的相关会议，如文化产

业博览交易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等，打造国内外文化互补圈。 

4.3  结合内需拉动和贸易出口，促进文化消费市场升级  

目前山东省的文化事业费支出和人均文化娱乐消费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为进一步增

加文化消费额，应积极通过内需拉动和外贸出口促进文化产品的消费。 一是内需拉动，中国

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2013年首次公布的文化消费指数，其中2016年的消费水平指数83.7，
低于2014年的83.8，与2015年的85.7相比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下滑2.3%。2015年-2016年消

费意愿与消费能力的增长幅度也不是很大，并且消费意愿在2015年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山东

省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例4.4%，低于全国4.84%的平均水平，表明山东省区域大众

的消费有待进一步激发。主要通过文化产品的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开展。一是结合大众

的需求为文化产品进行二次创造，发挥自身独特的区位功能，多渠道开拓山东省内文化市场；

二是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功效，2016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山东省“互联网＋

文化产业”行动方案，主要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充分挖掘消费者的消费动向和兴趣点，

有针对性的开发文化产品，拉动文化消费升级从而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三是大力推进“一

带一路”战略实施对外文化贸易，目前我国的文化类产品主要通过产业博览会和国外发行公

司进行海外市场的拓展[2]，应进一步借助“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平台以及各类“丝绸之

路联盟”，通过与国外开展产业合作，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提升自身市场经营能力和运作

能力，同时借助我国港口的作用，促进文化产品的对外出口，这不仅利于山东省经济贸易的

发展，也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对外合作与经济发展[3]。 

201



5．结束语 

积极开拓市场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是实现某一产业经济效益提升的关键，山东省的文

化产业近几年投入大量的文化事业费和人才教育使得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发展中稳定上升，

但总体看距发达省市如北京和上海还有部分差距。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山东省的

文化产业发展带来很好的机遇，其不断完善的政策理念引导，独特的地缘优势以及丰厚的文

化底蕴和强大的科教投入为其融入“一带一路”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建议结合 17 地市的地方

特色，打造品牌文化，结合地缘优势，打造国内外文化互补圈以及结合内需拉动和贸易出口，

促进文化消费可以从内和外共同促进文化产业的市场开拓进而实现其经济效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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