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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赋能国有文化企业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杨　昆　李向民

摘要:新时代是创意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国有文化企业是文化业态的重要创新主体和产业发展

主力军,承担着独特的责任和使命.当前,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暴露出企业规模与利润增长、绩效提升不同

步,企业地位与经营业务、市场份额不匹配的现象.文化产业创新需求与国有文化企业经营业务传统、效

益不足的矛盾突出.如何促进国有文化企业的转型升级,唤醒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提升创新效率,增

强创新能力,是当下面临的重要课题.国有文化企业的创新发展应深入把握科教赋能的逻辑内涵,从文化

创新力、生产创造力、价值创造力、组织管理力和市场拓展力五个方面入手,着力完善企业管理体制、激励

制度,激活基础创新能力,吸引优质文化资源聚集和整合,创新文化业态,提升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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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是创新驱动的精神经济时代,人民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日益凸显,文化消费迭代升级.
文化企业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方,决定着文化消费的内容和迭代速度,国有文化企业作为行业内

的引领者和主力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一方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又承担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任,是解决市场

失灵问题的重要工具,是危机出现时的“逆行者”,在文化产业发展中肩负着公共责任和公共使命.
但当下不少国有文化企业“墨守成规”,缺乏创新引领精神,陷入“落后跟投”的困境.为应对这一问

题,许多企业实施了科教创新战略,由此引发了学界关于科教赋能机理和国有文化企业发展问题的

讨论.
文化产业是创新驱动型产业,当文化产品或服务被改善时,生产技术迅速扩散,形成新兴业态,淘

汰已有的产品和技术.而成功的创新者倾向于沿着质量维度消除或摧毁前人的垄断租金,形成企业

竞争力.国有文化企业在创新发展中具有天然的优势,是政府解决私人回报率低于社会回报率而导

致市场失灵的重要工具① .从行业角度,企业创新活动所形成的正外部性或知识溢出② ,是促进文化

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企业角度,知识扩散使创新成为可供其他文化企业无偿使用的公共品,而对

创新的模仿和学习能促进企业的进一步研发活动、知识创新和生产效率提升,从而形成文化业态创

新,推动文化产业升级.数据显示,一个创新项目从最初投资进入创意阶段到进入市场化之前,其存

活的概率仅为６６６％,再加上市场化的风险,存活概率将更低③ .创新的动态实质发生在其进入动态

发展、知识积累和扩散过程之前,创新主体往往感受不到创新带来的效益.因此,面对产业创新巨大

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市场很难有效地配置资源来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多的企业愿意采取跟随战

略,等待文化和技术创新的扩散.因此,国有文化企业一个很大的作用是完成基础性研究与创新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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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应用性研究相比,基础性研究的专有程度更低,形成的正外部性更大,研发的私人回报率与社

会回报率之间的差距也更大①.

一、国有文化企业发展现状及问题

国有文化企业作为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创新发展的主力军,其资产占全国文化产业资产的

１/３以上,具有资产规模大、带动能力强、政策落实到位等特点.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国有文化企业共计

１９万家,占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总数的３１６７％,营业收入１７万亿②,占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营业收入总额的５４１０％,国有文化企业仍然拥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在第十二届“全国文化企业３０
强”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８３３３％.引领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

重,社会效益优先”的指导原则下,国有文化企业任重道远.
国有企业是危机爆发时的“逆行者”③.２０２０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给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

的影响.全国６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企业,第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分别下降

１３９％、６２％、０６％.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文化企业经历了短暂调整后表现出强劲的创新动力,通
过加快数字化转型,加强线上线下融合和新媒介传播等措施,最终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９８５１４亿元,总
体比上年增长２２％④.其中,国有文化企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文化产业在困境中突围.近

年来,随着文化业态升级,国有文化企业正处于新一轮的变革转型中,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体制机制瓶颈,创新意识薄弱

制度对于经济运行的绩效至关重要.国有文化企业的体制机制未能紧随经济转型和资源配置方

式而变迁.以实证分析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占比较多的传媒行业的结果为例来看,公司绩效和国有

股份占比呈倒 U型关系,国有控股对传媒公司的绩效增长产生明显抑制作用⑤.一般情况下,文化产

品的升级换代大多是由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完成的,容易形成行业垄断,行业内部的领导地位很难易

主.国有文化企业虽然有前期的垄断领导地位,但却缺乏创新动力.这主要是因为之前获得行业垄

断地位大多凭借的是当时狭窄的市场和政府给予的特许经营权,行业进入门槛高,因此其主要竞争者

来自行业外部的替代品.例如电视台的竞争对手是网络视频平台,出版行业的竞争对手是电子书等.
很长一段时间,国有文化企业领导者的优势在于社会网络的构建和与政府良好的关系,其更擅长的是

获取特许经营权,缺乏创新的传统和意愿,也缺乏企业家精神.
国有文化企业创新意识薄弱,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创新机制落后.在政策呵护中成长起来的国有

文化企业,对政府扶持政策依赖度高,对财政补贴的运用仍停留在维持企业生存层面,未能根据政府

的引导去进行基础性研究和创新转型.例如广电、出版行业等,资产雄厚,受到国家行政保护和行业

保护,外部挑战小,内部创新意识弱.这导致国有文化企业存在机构层级固化、人才晋升通道缺乏、创
新意志薄弱,人员编制与政府考核机制行政色彩浓厚,内部管理矛盾丛生、权力纷争等问题⑥.

“双效统一”的指导思想已经提出很多年,但许多国有文化企业在实施中遇到了困难.文化企业

４４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GrilichesZ．,“IssuesinAssessingtheContributionofResearchandDevelopmenttoProductivityGrowth”,BellJournalof
Economics,１９７９,１０(１),pp．９２１１６．
«全国国有文化企业规模效益较快增长»,http://www．gov．cn/xinwen/２０２０Ｇ１２/３１/content_５５７５８１５．htm,访问日期:２０２１
年３月１日.
龚刚:«市场失灵时,国有企业该站出来»,«社会科学报»１６４０期,第２版,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规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收９８５１４亿元同比增长２２％»,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１６９２９９５６８２
１３９９２５０７５&wfr＝spider&for＝pc．２０２１Ｇ０３Ｇ０１,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
梁君、王蒙:«国有股比例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传媒上市公司为例»,«文化产业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李向民、王晨:«文化产业:变革中的文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７页.



提供的是精神产品和服务,兼具经济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从经济视角来看,保证营业收入大于营业

成本,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是维持生存的基础.文化产品具有固定成本高而可变成本低的特点,企
业在初次生产时需要较大的研发投入和较长的生产周期.短期来看不经济,这也是很多文化企业不

愿创新而选择跟随战略的原因.对国有文化企业考核的是党委宣传部门和财政部门,考核兼顾其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国有文化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和宣传任务的时候,常常是要牺牲一部分经济利

益的,无法进行完全的市场行为.例如,２０２１年山西广播电视台投资拍摄的扶贫题材电影«谷子地»,
累计票房只有５万元,尽管获了奖,实现了名义社会效益.然而,其豆瓣和猫眼都没有评分,实际社会

效益微乎其微,可以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未完成.从长期来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本质上是统

一的.重点在于企业产品的质量和创新,一旦创意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获得超

额利润.而且这时候创新所带来的知识和技术外溢,也会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形成更大的社会效

益.例如２０１９年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票房高达３１０２亿元,豆瓣评分７７,是“双效统一”的
典范.

国有文化企业决策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也是阻碍其创新的因素.受到宣传部门和财政部门的双重

监管,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职责不清、审批流程过长、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主管主办制度不适应文

化企业的管理框架,国有文化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由宣传部门和组织部门考察,报党委任命.企业内部

政令不一、摩擦系数大①,领导干部政治经验丰富,但创新意识缺乏.
(二)经营业务传统,创新动力不足

国有文化企业经营范围较为传统,大多集聚于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和演艺行业,由原来的文化事

业单位和剧团改制而来,数量多、规模大,曾具有一定的行业垄断性.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垄断可

以激励创新,相较于小企业而言,大企业在创新方面更具优势.但国有文化企业的业态创新和科技动

力普遍不足,未形成引领行业的创新,也没有与其行业地位相匹配的竞争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以传统出版行业的国有企业凤凰传媒为例,其经营业务覆盖出版、发行、数据、软件、影视及游戏

等,为我国出版行业的龙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位列榜首.分析其收入结构可以发现,传统的纸媒书

籍出版发行业务占总收入的９１６９％,游戏业务占０１１％,数据服务占１４２％;企业核心业务十分传

统,新兴业务未形成盈利.但全球行业业态已迅速发生转型,迭代技术正在打破传统的出版工作方

式.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２０％的销售额来自数字读物,贝塔斯曼每年的研发投入占总收入的

５％ １０％.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内容的策划、创作、编辑、出版、传播的各个环节,在流量

预测、受众分析、精准推荐、交互传播等方面的应用不断深化.据IBM 的数据资料显示,已有５９％的

出版企业正在利用数据对出版流程进行创新.但作为国内出版业龙头的凤凰传媒２０１９年研发投入

只占总收入的０２６％②,并未形成对同行企业的知识溢出,也未起到国有文化企业应有的创新引领和

带动作用,业务发展后劲不足.企业规模大、创新能力弱是国有文化企业现存的通病.
(三)资源转化率低,创新能力较弱

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更低③.主管部门与国有文化企业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
需要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建立监督激励机制,作为保障这组关系良好维系的基础.但一方面,由于

创新的前期投入和最终产出以及其创造的个人效率难以统计,创新的基础性研究在国有文化企业绩

效考核和人员激励中难以制度化,国有文化企业目前的绩效考评体系无法有效提升企业绩效;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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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对文化企业“双效统一”的发展要求下,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对文化企业特别是国有文化企业

更高的发展要求.考核指标重内容轻效益,国有文化企业长期面临着社会影响和经营压力,在业务收

入和利润率方面低于民营企业.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一致的情况下,经济效益要让位社会效益.
在转型实践期,国企的传统思维以及少数企业负责人怕犯错误、担责任的思想会束缚文化企业创新

发展.

１．创新资源未能转化为创新生产力.科技是创新的核心动力,是知识的重要构成.实证研究表

明,专利数量是衡量创新能力的重要维度①.我国拥有丰富的专利数量,据«世界知识产权报告»的研

究数据,２０２０年,我国专利申请量以６８７２０件居世界第一②.科技创新活动与区域中的教育资源紧密

相关,全球专利申请量最大的前十所高校中,有五所来自中国.虽然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但国有文

化企业的资源转化能力弱,创新绩效低,文化企业并没有相应的价值创造.以电影产业为例来看,虽
然２０１８年我国电影银幕总数世界第一,２０２０年电影票房也首超北美,排名第一,但仍不可忽视电影产

业链不完善、营利模式单一等问题.我国电影业９０％的利润依赖票房,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周边、游戏

等电影衍生品开发相对滞后,主创项目少,跟投项目多.美国的电影公司对票房的依赖不足３０％,且

IP盈利能力强、时间久.因此,一旦遭遇税收风波、疫情影响,我国电影行业就会遭受致命打击.以

２０１９年为例,全国文化企业３０强中,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１２３４５亿元,在国企上

市公司中排名第一.但同行业的民营头部企业爱奇艺全年营业收入２９０亿元,阿里大文娱全年营业

收入２４０７７亿元,远高于国有文化企业.

２．区域性集聚明显,国有企业敏感度低.文化企业的创新发展是知识积累与知识扩散的结果.
科技与教育具有吸引优质创意资源集聚的能力,当科教促进创新资源以更优化的方式进行配置与整

合时,便容易催生创新.生产力或生产规模所导致的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差异以及生活方式或文化传

承所导致的文化差异,导致两个条件类似的区域之间文化创意的地理集聚出现差异.研究表明,数字

化程度每提高１０％,人均 GDP增长０５％至０６２％,数字科技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

化企业明显的区域集聚特性与区域整体经济发展联系紧密.如图１所示,２０２０年全国各省市GDP前

１８位和全国文化企业３０强省市具有极高的重合性.北京、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经济领先优势明显,也
同时是头部文化企业最为密集的地区,在连续１２届评选出的全国文化企业３０强企业中这三个地区

企业占比６５２８％,呈明显的集聚效应.其中,北京地区企业占总数的３０５６％,在各省市中遥遥领

先.长三角区域优势极为明显,占企业总数的３４７２％.广东、湖南情况较好,企业数量分别占总数的

８０６％和６９４％③.这与我国城市创新网络集聚效应相符合.
城市群与文化产业集群之间存在深刻的必然联系.２０１９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世界知识

产权报告»确定了世界上科技创新具有明显的集群特征.全球十大创新热点城市为旧金山 圣何塞、
纽约、法兰克福、东京、波士顿、上海、伦敦、北京、班加罗尔、巴黎,这些城市聚集了国际共同发明数量

的２６％④,在北美、欧洲和亚洲之间形成了密集的国际创新网络.从美国洛杉矶影视集群,纽约、伦敦

设计媒体娱乐产业集群、巴黎时尚产业集群以及北京、上海的文化产业集群⑤,可以发现创新热点城

市与文化产业集聚区呈现高度的重合.在文化产业集群核心外的其他地区,其国际联系就越少,文化

和创新资源也越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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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１２届全国文化企业３０强及２０２０年 GDP情况

注:作者根据新华网颁布的历届“全国文化企业３０强”名录整理绘制.

国有文化企业的领先地位靠的是资本密集和规模优势,但文化企业为人才智力密集型企业,其创

新发展需要大量的科技资源和人力资本,教育资源是构建人力资本的主要来源.文化产业人才最大

的问题是结构性不平衡,每年大量的高校毕业生首选阿里、腾讯等民营企业,不愿意进入国有文化企

业.除了工资待遇、股权激励等条件外,明晰的晋升通道、宽松的工作环境是吸引“知识型”员工的重

要条件,也是国有文化企业的薄弱之处.

二、科教赋能助推国有文化企业创新机理

科教资源是推动文化企业创新发展的源动力,其内涵十分丰富.科教资源作用于文化资源、人才

资本、资金、技术、政策等生产要素的聚集整合基础上,形成包括拓展新供给的产品创新、内外互动的

生产创新、优化资源配置的价值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管理创新、重构文化消费的市场创新等五个

维度的创新.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而国有文化企业的创新能力也是来自

内部创造性的关于生产活动的一种变革,需要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新的资源组合或来源、新的企

业组织等要素.
(一)科技资源与教育资源协同构建国有文化企业创新系统

知识溢出显示出地理高度集中的特征.创新的知识溢出特征,本质上是由技术资源的非竞争性和

部分排他性所决定的①.将知识引入到生产实践有两种途径,一是可以由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形成知

识,二是通过其他企业创新活动的知识外溢到本企业②.知识资源溢出需要建立一个以企业、中介机

构、大学科研院所和地方政府等主体间的合作创新关系为基本连接机制,集合文化资源、人才资源、科技

资源等协同构成的创新系统③.培养科学家、艺术家等创新人才需要的时间较长、投入较大,在这一点

上市场是失灵的,需要政策的引导.这正是拥有丰富文化资源、资金基础、规模优势的国有文化企业

的创新优势.
科技具有较强的外部性,某一特定区域生产力或创新水平的差异都会导致区域性的领导地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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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当区域形成一定影响力后,产业集聚力量就会起作用.学术科研机构的区位选址、资本投入、人
才投入等,都是长期复杂的决策形成的结果,难以轻易改变.文化创新的产出具有多资源协作特性,
需要多种资源和科研机构高度耦合.

教育是获得知识最主要的途径,也是形成人力资本的核心资源.知识通过教育作用于人力资本,
而人力资本又是将科技专利转化为企业生产技术的承担者.高校作为教育资源的提供主体,其产生

的外部性可为经济提供人力资本和基础知识,这两者都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性①,吸引着具有创新意

愿的文化企业的集聚.文化企业提供的高薪福利和城市的生活便利,又源源不断地吸引高质量人才

的聚集,而人才的聚集又创造出新的企业,同类型的企业集聚,降低该区域对于成本和技术禀赋的依

赖,形成行业内的良性竞争,二者之间的互动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构建出一个地区或者一个虚拟空间上

的集聚优势,构建创新文化生态系统,激发该地区的文化经济增长,有利于文化产业价值链的重构,形成

文化资源和经济价值的双向或多向流动.因此,教育资源的溢出是创新集聚的结果,也是其触发因素.
科教赋能对于国有文化企业创新资源具有优化配置、集聚资源的作用.新的经济地理学理论拓展

了产业集聚的观点,认为地理上的集中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共同的优势吸引了创新发展所需的要素.
以科技教育为核心的特定区域,容易吸引大量彼此相关的文化及相关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从而形成竞

争优势.因此,创新效益跟随这些科研资源呈明显聚集效应,是一个长期稳定的状态.地方政府可通过

打造当地区位优势,吸引文化企业和高校聚集,直接为文化企业创新提供创新空间.如南京江北新区规

划建设高校创新集聚带,利用高校资源布局优势,强化高校对新区科技创新的支撑力;苏州高新区利用自

身文化资源禀赋并结合高新技术产业基础,推动骨干文旅企业和文旅产业服务平台在区域内集聚.
(二)科教赋能提升国有文化企业文化创新力

１．科教赋能文化产品创新,促进文化的产业化.内容创新、产品升级是文化企业的本质创新,是
其核心竞争力,也是文化创新能力的标志.文化产品的创新,需要从内而外的创意产生和从外而内的

技术支持.科技为文化内容赋能,技术创新有助于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和要素提炼,完成文化资源向

文化资本的转化,促进价值生成.«阿凡达»«头号玩家»的叙事表达和银幕呈现均离不开科技的发展.
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也是大势所趋,在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保存、修复、考古、研究、传播、展览等多个

环节,科技都为文化资源提供保护、传承与产品化运营应用的新模式.
文化内容是科技开发的核心,优质的IP是文化企业永远的核心资源.爱奇艺、腾讯等民营企业

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斥巨资构建IP矩阵,但国有文化企业在这一点上的反应是滞后的.刘慈欣的科幻

小说«三体»的版权一直是几家公司争取的对象,２０２０年被美国 Netflix买下,准备开发为影视作品.
文化创新激发着每个人的创造潜力,集聚着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资源创新的巨大能量,成为危机中

重启繁荣的机遇②.从产业层面来看,科教赋能不仅仅是文化创新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而且能通过具有

创新内涵的文化产品、内容设计、文化业态、产业平台等具体形式体现出来,作用于文化的产业化过程中.

２．科教赋能文化业态融合,提升产业的文化化.科教赋能传统产业文化化,创造新的供给.科教

赋能加深文化和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传统产业的“破圈”融合,打破传统业态间的壁垒,拓展文化产

业链的长度和宽度,促进传统产业的业态创新.２０１９年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梵高画展,运用“沉浸式体

验”模式,采用３６０度全景全息视频影像技术,完美还原梵高２００多幅原作,将传统的画展升级成为包

括视觉、听觉、触觉等全体验的展览模式,打破二维与三维空间壁垒,带领参观者进入作品内部,与画

家进行一次灵魂的沟通.国有企业华侨城集团,以最初的旅游产业为基础,融合文化、体育、科技等行

业,打通房地产、主题公园、文化演艺、电子通信等核心业务壁垒,布局数字娱乐科技、数字内容平台领

８４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ClarkB．,TheResearchFoundationsofGraduateEducation:Germany,Britain,France,UnitedStates,Japan,CaliforＧ
ni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１９９３．
花建:«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战略使命、优势资源、实施重点»,«上海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域,建设成为集文化旅游、体育休闲、科技体验为一体的文化产业链,成为文化企业的典范.
(三)科教赋能提升国有文化企业生产创造力

１．科教赋能降低生产成本.科技水平的提高带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能有效地降低国有文化企

业的生产成本和创新成本①.创新是对企业尚未开发的文化产品或领域的实验,需要经历一个试错

的过程,前期投入较大,而在产品变为商品之前所有的支出均为文化企业的沉没成本.在一个新兴文

化产品或项目投入市场之前,无法准确地判断市场反应.因此,创新面临巨大的风险.一些文化产品

的复制、演出效果的呈现,都可以利用网络、编程及设备等技术解决,且取得更好的呈现效果,降低了

生产、排练的时间与成本.例如动画电影的制作,随着动画捕捉技术的日趋完善,可以根据真人动作、
神情的动态捕捉立即形成动漫人物的行动与神情,还原技术较高.无论是生产效率还是呈现效果,都
为动画电影的创作带来变革.

２．科教赋能提高生产效率.文化产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关键在于科技水平和创意技术的投入.民

营企业之所以有更高的创新效率和经济绩效,一方面是由于其以团队合作为基础的扁平化组织结构,
一个项目从创意到生产,流程短、时间快,反馈路径畅通.而国有文化企业组织结构复杂庞大,且受到

管理机制的制约,决策需要层层审批及可行性验证,容易贻误创新时机.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借助国

有文化企业及教育科研机构的知识溢出效应,降低了基础性研究的成本,专注于应用性研究,更容易

产生经济效益.对小企业的偏好在皮尔瑞和塞伯等人的理论中较为凸显,着重强调了对小企业网络

的弹性的认同.小规模的文化企业,或者艺术工作室、设计师工作室、微信公众号等形式的组织,其创

作和生产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细分性,通常只是针对一部分特定人群.虽然这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数

量有限,但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文化圈,具有较强的粉丝黏性②.因此,其生产出的文化产品,能够极大

地满足这个文化圈的精神文化需求,且工作室或公众号的创始人或艺术家也都是该文化圈的“意见领

袖”,其产品也具有稳定的市场销量.科技水平的提升和“泛教育”时代的到来,使得这样的小微企业

寻找细分人群或者培养文化圈的成本越来越低,速度也越来越快.例如由短视频发展而来的自媒体

品牌“一条”,即是通过网络技术及文化手工业者的制作视频推广,将自己企业的品牌建立起来,培养

出了一个稳定的文化圈.
(四)科教赋能提升国有文化企业价值创造力

国有文化企业价值链广义地被概括为在生产过程中文化生产投入的过程,涵盖了文化产品或服

务从内容创意到最终交易的各项活动,包括财政资金投入、研发投入、创意设计、生产和制造、销售和

营销、消费等环节,也包括如何将这些生产环节在地理空间上进行布局.技术变革与创新成为了成熟

企业响应环境变化的主流趋势③,在此基础上,Bower和Christensen提出的颠覆性技术可以迅速取代

原有的主流科技,为企业发展创造新的价值链和新业态提供机会,能够促进国有文化企业的生产研究

者从单纯的生产制造扩展到包含一体化服务、全套解决方案所涉及的更广泛的生产活动,例如精神内

容的设计、文化衍生品的开发、精准化营销、消费群体养成等.通过科技和教育的赋能,将文化产品和

服务的价值创造贯穿企业全部生产环节,而非仅仅存在于消费环节,革新国有文化企业负责人传统的

生产理念,创新其固有的生产营销模式.
价值链重构是指国有文化企业通过科技的赋能和深度应用,在融入产业价值链过程中完成再次创

新升级,既是对原有价值链活动的重新配置和主动适应,也是产业市场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客观选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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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价值链重构实现国有文化企业创新升级是重要赶超战略,能够助力构建国有文化企业的文化生态

系统,促进国有文化企业通过融入产业价值链争取行业地位及与大型民营集团进行竞争的机会.
(五)科教赋能提升国有文化企业组织管理力

１．科教赋能促进人力资本提升.科教赋能有助于提升国有文化企业人才的创新动力.首先,教
育赋能文化企业专业人才培养,促进人才向人力资本的转化.从学校毕业的专业人才要成长为能为

文化企业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本,还需要通过社会再教育的赋能实现进一步的提升和转化.其次,科技

赋能人力资本的价值提升.文化能力的获得与对文化的投资意识密不可分,这种投资意识是符合人

力资本价值最大化的客观机遇的产物.文化投资包括经济投入和以科技为核心的技术性支持.文化

产业人才的创作源于对文化艺术的热爱,科技的创新从创作灵感和实现过程赋能文化创新.国有文

化企业为文化人才提供了工作场景,聚集了生产所需的技术条件、资金支持和创作交流空间,有助于

激发专业人才的创作激情,促进人力资本价值的迅速实现.
科教赋能培养企业家创新精神.创新的活力,重点在于创新的意愿和能力①.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需求下,创新是极其重要的企业家精神.先进的技术和良好的教育,是企业家理性冲动的基础.
国有文化企业的创新,需要企业家对前沿技术追寻的坚持和长期知识积累所带来的敏锐.科技水平

的高度决定了国有文化企业的高度,知识水平的高度决定了企业家的高度,而企业家又是国有文化企

业的发展的决策者和引导者.

２．科教赋能提升企业生产管理水平.新时代需要的是“弹性专业生产”②,文化产品并非工业时代

的标准化产物,文化生产主要依靠从业人员的创意、文化资源与科技力量.为文化创造者提供更自由的

环境、广阔的空间是创意来源的重要保证.自由的、有弹性的而不科层化的组织更加适合文化企业.
科技水平对国有文化企业管理效率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两种.首先,科技水平的发展带来管理

效率的提高,例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就可在文化企业的生产管理中发挥积极的协助作用,替代部分

财务记账、风控监督、科技管理、流水线生产等标准化、程序化的工作,引发现代企业的管理变革.其

次,科教资源对文化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能力,促使国有文化企业逐步向集团化发展,将企业从合约

合作型管理的企业转为以管理效率来控制的整合型企业③.大规模、集团化和多部门是国有文化企

业在行业中的优势所在,有助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
(六)科教赋能提升国有文化企业市场拓展力

１．科教赋能培养消费审美与文化需求.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后昂起阶段”,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就更加偏向精神和文化层面,其本质是文化需要④.随着科技教育的进步,以信息、知识

和网络为代表的文化资源的传播方式发生了重要变革,冲击了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和交流方式,消费

者开始期待精神文化含量高、具高度分化性的文化产品,从影视图书到衣食住行,都蕴含着人们对于

审美、时尚、品牌的消费倾向,为文化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科教赋能文化消费,创造新的需求.萨伊“供给创造需求”的命题在文化产业中有其合理的成分.

发展文化产业有助于调整产业结构,带来供给侧创新.由技术创新引发的文化产品的变革,是熊彼特

提出的“毁灭性创新”,带来文化业态的迭代,也带给消费者从未有过的用户体验.而有些新兴的文化

产品和服务,需要一个培育过程,通过一段时间的文化宣传、审美引导、偶像代言等公益或商业行为,
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了解,引导消费者产生第一次的购买行为并逐步培养消费习惯,进而培育文化市

场,创造文化消费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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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为消费者带来的思想认知、生活习惯、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消费者通常是

被教导去需求新的东西,特别是他们不了解也不习惯的东西①.因此,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文化消费

理念是需要教育和引导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阶级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亦或是某领域的意见领

袖,在形式、成规、品味等级以及仪式、礼服与一般生活用具等生活细节方面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经济生

活和文化生活②,并影响生活方式对时代要求的适应性,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对精神文化需求的提高.

２．科教赋能重构文化消费市场结构.科教不仅是一种现实技术,而且是一种开放性的话语体系,有
助于人们构建科技、教育与文化之间良性互动的新空间.首先,科教与文化的深入融合,不断发挥着提高

生产力、升级产品和提高用户体验的功能.将原本依赖于实体场所的文化市场升级为物理和虚拟空间并

存的文化消费市场.其次,科技促进文化生产主体创新.在互联网技术赋能下,出现了网络文艺社群、网
络作家等新型组织或创作者.相对于国有文化企业、国有文艺院团等组织结构,这类创作主体多为自由

职业者和民营组织,拥有独立性、自由性和灵活性,具有较大的创新活力.第三,科技赋予文化消费者更

多的权力.科技创新促进媒介的发展,进而赋权于文化消费者.在科技赋能的新媒介时代,受众兼有信

息消费者和传播者权力,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可以拥有创作权、生产权和传播权.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

产、传播和接受、再创、再传播,形成了“消费内容”的核爆炸③,重构了文化消费市场的结构.

图２　科教赋能国有文化企业创新发展作用机理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三、科教赋能助推国有文化企业创新路径

科教资源不仅具有独特的文化属性和赋能机制,而且可以提供提升能级的特有路径.国有文化

企业须抓住创新机遇,发挥科教资源的强引擎作用,内外联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文化企业传统

业态的转型升级.
(一)着力完善国有文化企业管理体制,创造文化企业创新环境

国有文化企业应深化体制改革,完善经营管理机制,采取更为灵活的内部管理机制,强化文化创新导

向,去科层化,减少行政管理人员.简化办事流程,一方面给予创意者更简洁的工作流程,将创意者的时

１５

科教赋能国有文化企业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①
②
③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第７５页.
凡勃仑:«有闲阶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第２８１３０８页.
李炎、胡洪斌:«集成创新: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本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间转移到创意生产中以提高生产效率;另一反面能够降低国有企业的管理费用,降低生产成本.
国有文化企业应推进传统业务的混合制改造.积极引进项目和团队开展增值业务,促进传统业

务与技术的融合,培育新的增长点,创新文化业态发展,用制度创新带动传统业务提档升级.制度层

面,以广电类上市国企为例,其虽然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许多企业仍与广电总台的关系不清晰,人
员、机制等混同于总台,播出和资金又依赖于总台,一直无法独立地稳定运营.业务层面,传统的传媒

集团也将数字化新业务与传统出版发行混合在一起,但新业务成长缓慢、创新意志不足.可通过设立

子公司和内部孵化的方式,选择一些相对独立的项目衍生培育,提倡技术骨干参股、期权期股激励等

方式,构建新型文化平台,更好地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激发主动创造性.
(二)支持基础性重大创新,推动文化企业升级迭代

国有文化企业应加强文化内容创意、文化产品生产等技术研究,加大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推
动文化教育科技深度融合创新.许多民营文化企业在面对优质项目时,首先从风险防控和盈利周期

的角度出发,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创新的空间.但国有文化企业应承担重任,担当创新的实验者和

基础研究的践行者,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政府应通过各种机制加强引导,激发企业自觉意识,解决私人回报率低于社会回报率而导致的市场

失灵问题①.“社会效益优先”不是国有文化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借口和理由,优质的产品和内容仍然具

有可观的消费市场和经济利润.国有文化企业应正确理解“社会效益”,从革新内部决策机制入手,完善

决策流程,提高项目评估能力和创新内容的生产能力,将“名义社会效益”转化为“实际社会效益”.使得

企业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真正深入人心,起到文化传播的作用,达到长远意义上本质的“双效统一”.
(三)优化国有企业激励制度,焕发人才创新活力

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是国有文化企业创新发展的当务之急.国有文化企业具有与高校和科研院

所密切联系的天然优势,应深化创新主体间的互动与协同,开展深入的实质性合作.
加强人才流动和激励政策的落实.一方面国家和各省市出台了大量政策,但到了最后一公里,却无

疾而终.许多毕业生选择国有文化企业,是被国企的落户政策、优越福利、工作保障等优势吸引.但近年

来,这些条件逐步转为民营企业的优势.例如字节跳动采取了“人才冗余”的战略大量网罗人才,数倍于

国企的高薪、透明的晋升空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２０１９年,字节跳动全球员工同比增长超过

５５％,总数超过５万人.正是因为大量的人才“囤积”,使得这家公司创业不到１０年间,迅速进军短视频、
资讯、金融、游戏等行业,布局全球市场,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另一方面,国有文化企业大量的文化创

意成果找不到出路,或胎死腹中,或流落他乡,墙内开花墙外香,打击了文化人才的创新动力.制约人才

成长的主要因素在于制度和管理上存在不作为、不担当的情况.因此,国有文化企业应完善创新激励制

度.在政府主导的科技创新协调联动机制中找到合理定位,强化主体引领地位,激活各类创新人才,
孕育科技研发成果,灵活金融配套机制,降低股权融资的进入成本,增加成果转化效益.引导考核评

价机制从以数量为导向到以质量为导向的转变,激发创新潜力,加大对基础性研究的支持力度.
构建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发展格局.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

见»,提出要推动学科专业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相适应,大力发展研发设计、数字创意等产业急需紧缺

学科专业,强化企业重要主体作用.因此,要以国有文化企业为主体推进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构建

国有文化企业科技成果集聚的新路径,支持企业、学校、科研院所围绕产业关键技术、核心工艺和共性

问题开展协同创新,加强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建设,疏通应用基础研究的产业化连接,实现创新链与

产业链精准对接.
(四)科教赋能创新转化,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国有文化企业应加强前瞻性、变革性的基础性研究,在实践生产中部署前沿技术应用,优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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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提升创新效率.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向文化化转型.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推动５G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文化的深入融合和创新发展.
国有文化企业应注重基础性研究的应用性转化,引导业态创新发展.通过将文化创意与小规模

生产相结合,如以高端订制为代表的个性出版,电影定制等,更好地满足社会多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
例如演艺集团除了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外,应当积极开发新的剧目,将演出与文化旅游相融

合.既可以扩大市场,又可以减少对政府财政补贴的长期依赖.
综上所述,科教资源已经成为国有文化企业发展的主导动力,科教赋能是优化资源配置、激发企

业活力、深化产业融合、创新文化业态的最有效的技术路径.以科教资源为核心的文化产业生态系统

是科技资源、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源溢出效应的结果,是吸引高端人才、创新企业、金融资本聚集的主要

力量.国有文化企业肩负着传播优秀文化的社会责任和持续发展创造价值的经济责任,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环境下,亟待转型发展,提升自我创新能力,发挥头部文化企业的引导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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