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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元元合合作作助助推推文文化化产产业业跨跨越越发发展展
专访山东大学威海文化创意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明教授

从90年代开始，华尔街就流传着一句话：“靠资本与技术主宰的
时代已经过去，文化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十几年来，文化创意产
业的发展已经形成巨大的经济浪潮，席卷了整个世界。韩国就是靠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摆脱了金融危机，并且一跃成为世界五大文化创
意产业强国之一。谈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开发，山东大学威海文化创
意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明教授表示，中国自“十一五”以来，也把发
展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要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
为国家的支柱性产业。特别是威海，与韩国地缘相邻，是公认的中韩
交流合作的“第一平台”，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开展好这方面的工作，
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扎 互补合作，配套完整文化产业链
扎文化养老产业

市场潜力巨大

目前，中韩两国共同面临着
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据预测，

“十二五”时期，中国60岁以上老
人将达到2亿多，占全球老年人口
的20%以上，居世界首位。韩国到
2018年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国总
人口14 . 3%。刘明教授表示，近几
年，中国特别重视发展养老服务
产业，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文
件。但中国的养老产业尚处于发
展初期，还存在许多问题。而韩国
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自己的成功
经验，并且建立了一整套行之完
整的行业管理制度和准入标准。

“目前，韩国的养老产业经济
发展得如火如荼，已经成为一个
重要的经济板块。而威海是世界
最适宜人类居住的范例城市，是
道教文化的发祥地，拥有深厚的
养生文化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养
生条件世界一流，因此威海与韩
国合作发展文化养老产业的条件
非常充分。”刘明教授介绍，今年5
月，首届中日韩养生文化与养老
产业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
行，目的就是想建立一个养生文
化与养老产业的合作交流平台，
以便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共
享繁荣的局面。

文化养老产业是一个市场潜
力巨大的朝阳产业。目前老年人
群中积累了庞大的消费能力。据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
显示，“老年人口消费规模2010年
已达到1万亿元，预计到2020年将
达到3 . 3万亿元。”现在文登区已
经打出了“中国长寿之乡”、“滨海
养生之都”的城市名片，并被誉为

“中国老年人宜居宜游城市”，文
登区委区政府把文化养老产业作
为带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产
业。刘明教授认为这个发展定位
非常准确，不仅文登要这样，整个
威海市都应该这样。不仅要做“中
国老年人宜居宜游城市”，而且要
做东北亚，乃至全世界著名的老
年人宜居宜游城市。要大力发展
先进发达的文化养老产业与最适
宜人类居住的范例城市相匹配，
而要实现这一点，争取国际合作，
尤其是与韩国的合作是一条非常
重要的途径。

扎 威海应积极对接中韩影视合作

影视业是韩国文化创意产
业的强项。韩国目前已经是继
法国之后第二个有能力与美国
抗衡的电影生产大国。刘明教
授表示，韩国的影视业，不仅具
有先进的发展理念和战略谋
划，同时还具备完善的市场营
销机制，并且形成了与旅游、服
饰、餐饮、化妆品和电子产品等
产业相互联系，相互带动的良
性循环体系和不可分割的商业
链条。而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仅
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电影市场，
并且在今后的5——— 7年将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影视市场。
具体到威海，刘明教授表

示，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风
俗文化，每年都吸引近百个影
视剧组前来拍摄外景。文登正
在建设中的中韩影音创意基
地，拥有中国舒适度最高，山
东省最大和最高级别的摄影
棚。可接待各种类型的电影、
电视剧和大型综艺类节目的拍
摄，并且能够为影视剧组提供
高品质的专业工作空间和全方
位的生活配套服务。同时，威
海还有中央电视台的威海影视

城、荣成的爱莲湾影视基地、
三和影视基地以及乳山的三花
影 视 基 地 ，影 视 资 源 极 其 丰
厚。

从国家政策层面上来看，
韩国对影视出口的支持力度很
大，影视产品出口支援70%的
经费。7月份中韩正式签署了

《中韩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
议》，其中规定，中韩共同制作
的影片，在两国都可以作为国
产电影上映，并享受各自国内
对国产电影的保护政策，不再
受进口片条件限制。“这个合作

很大，必将极大地促进中韩两
国的影视合作，估计很快就会
出现一个合拍热潮。”刘明教授
建议，威海与韩国在影视业的
合作应该乘此东风快速推进，
可以在文登中韩影音创意基地
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全方位
合作，并以此为龙头带动全市
的影视业发展。威韩双方，要整
合比较优势，联合制定发展战
略，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影视合作联盟，把威海市发
展成为中国和东北亚独具特色
的国际影视拍摄制作中心。

扎 威韩旅游深度合作有较大空间

“威海与韩国在这方面的
地缘优势十分明显，已经受到
了双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去年
年底，威海市与韩国旅游发展
局签署了合作协议，并且共同
策划推出了‘威韩连线’旅游产
品，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刘明教授表示，这仅仅是一个
开端，威海应该进一步全方位
融合韩国发展文化旅游的成功
经验和开发方式，尤其要在旅
游 景 点 和 旅 游 商 品 的“ 精 致
化”、旅游产品的营销方式以及
旅游活动的民族化等方面进行
深度合作。

在韩国，无论是旅游景点
设计还是旅游商品开发，都紧
紧围绕展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精心策划与打造，从而使一些
看似不太重要的景点都能成为

特别火爆的旅游热点。
刘明教授以“大长今村”进

行例证，它是电视剧《大长今》
拍完后保留下来的拍摄外景
地，类似的景点在中国也有很
多，但是像“大长今村”这么热
的不多。原因就在于策划设计
水平不够，精致化打造不到位，
营销方式陈旧落后。大长今村
开放的第一年游客人数就突破
了30万。在它的示范效应下，前
往韩国的外国游客增长了15%，
其中日本游客创下了年240万
人的纪录，为韩国带来的外汇
收入超过10亿美元。

相比之下，威海的旅游资
源虽然很丰厚，景点也很有开
发价值，但大多还处于粗放经
营阶段，比如海驴岛、烟墩角还
有海草房，都是非常珍贵的特

色旅游资源，现在都还没有得
到很好的开发，基本处于自然
状态。在旅游购物品的开发方
面，威海的基础也很薄弱，除了
海产品外，本地开发的旅游纪
念品非常少。

而韩国的旅游购物收入已
经接近旅游总收入的2/3。在旅
游产品的营销方面，韩国的经
验更值得借鉴。他们特别善于
在影视中非常的自然融入旅游
景点的“植入性广告”，从而获
得“井喷”效应。

韩国的许多景点都是通过
影视的广告效应打响的，比如
很少为人知道的牛岛因为韩剧

《人鱼小姐》而名声大噪；外岛
也是因《冬季恋歌》而成为爱情
岛，每天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

《蓝色生死恋》中的阿爸村，过

去连本国人都很少去过，现在
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是
外国游客的首选。

刘明教授建议，威韩可以
考虑，共同策划拍摄一系列以
威海旅游景点为背景的影视作
品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他说，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中韩两
国合作拍摄一部反应威海优越
的生态环境和威海人崇高的环
保意识的热播作品，比如可以
以电影《天赐》感人的拍摄过程
和当地保护大天鹅的美好故事
为原型来创作一部唯美动人的
故事片，将海驴岛、烟墩角以及
海草房等独特风光自然的植入
其中，拍得好，这些景点也很有
可能会产生“井喷”效应。当然
这还要取决于编剧与导演的水
平。

图为山东大学威海文化创意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明教授。

本报记者

扎 文化创意产业的黄金十年

“今后10年，是中国文化创
意产业的黄金时代”，采访伊
始，刘明教授表示我国文化创
意产业的发展遇到了千载难逢
的机遇期。

他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来探讨中韩文化创意产业的合
作与交流意义非常重大。对威
海而言更是如此，威海与韩国
地缘相邻，是公认的中韩交流
合作的“第一平台”。长期以来
在经贸领域已经取得了辉煌的
合作成果，积累了丰富的合作

经验。
目前，威海市正在加速推

进中韩(威海)经济合作示范区
建设，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合
作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
面。

刘明教授表示，文化创意
产业是一个“无边界产业”，其
基本特点就是“越界融合”。发
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根本观念就
是通过“越界”促成不同行业、
不同领域的重组与合作，从而
实现经济文化的大幅度提升。

因此文化创意产业的区域合作
是一项极其庞杂的系统工程，
它涵盖了政府部门、企事业机
构、相关行业、中介环节、具体
项目等诸多方面的合作。因此，
必须建立多元化合作体系，必
须建立起以政府为引导、以企
业为主体、多种部门和行业共
同参与的市场化多功能互动平
台。其中成立专门的文化创意
产业主管部门至关重要，否则
文化创意产业的区域合作就很
难走向深入。

“文化创意产业的跨越发
展，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形成
互补性合作模式，共同形成完整
配套的产业链，最终实现‘双
赢’。”刘明教授进一步解释说，
互补型合作模式是指以合作双

方各自具备的互补性“比较优
势”为基础，联合建立专业化的
分工协作体系，共同形成完整配
套的产业链，最终实现“双赢”的
合作模式。

就威海与韩国的文化创意

产业而言，韩国的发展相对较
早，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在高
端原创和终端营销方面都具有
明显的比较优势。

而威海的文化创意产业起
步较晚，就目前情况来看，在许

多方面还属于未开垦的处女地，
空间广阔，资源丰厚，存在着巨
大的市场潜力。再加上两国政府
都在积极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
国际化，这便形成了互补型合作
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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