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第 1 期( 总第 135 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国际文化产业财政资助法律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郭玉军

1

李华成

2

（ 1、
2．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2）
要： 国家财政资助是新兴产业成长为支柱产业的重要推动力，其措施主要是指财政支出领域的
资金给予和财政收入领域的税收优惠。国家财政资助文化产业符合相关文化公约的具体要求，也并不
摘

违反 WTO 反补贴协议。欧美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较为完善的文化产业税收优惠和专项资金
制度具有力度大、覆盖面广的特点。文化产业是实现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力量，应当理清文化产业资助的
国际依据，借鉴国际社会文化产业资助的有益举措，剖析中国文化产业资助中的具体问题，加快构建完
善中国文化产业财政资助法律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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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知识性和经营性的双重特征。 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将文
化产业列为优先发展的产业门类 ，并在财政上给予较大的扶持。全球化下，国家财政资助文化产业是否
有国际法律依据，是否同 WTO 相违背，国家社会尤其是文化产业发达国家有无相关举措，理清上述问
题将有助于构建中国文化产业财政资助法律保障机制 。
一、国际文化公约中的文化产业财政资助
文化产业属于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关国家意识形态、社会价值、文化安全等重要利益，对文化
产业财政资助已成为许多国家的一项基本文化政策 。既有的国际文化公约均是以保护 、发展、传播文化
为己任，大多有条款直接或间接要求缔约国进行文化投入 ，文化产业财政资助则属于文化投入的重要内
容。
( 一) 文化权公约与文化产业财政资助
1966 年 12 月 16 日联大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 》（ 以下简称文化权公约 ） ，文化权公约第
15 条第 1 项明确了缔约国应当承认公民的文化权 ，并进一步在第 2、
3、
4 款强调了缔约国为此应负的职
责，即应“保存、发展和传播科学和文化”，“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发展
科学与文化方面的国际接触和合作 ”等。尽管文化权公约没有直接提及缔约国应实施文化产业财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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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但不难看出，缔约国为保证公民文化权实现离不开文化产业的支撑 ，文化产业是直接生产、创造和提
供文化权实现载体即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行业 ，国家要发展文化保证公民文化权的实现 ，无疑必须要大力
支持发展文化产业。
文化权公约兼具人权和文化公约的双重性质 ，其已将公民文化权实现的责任明确赋予国家。 缔约
国在实现公民文化权过程中，必须依靠文化产业的参与，并且只有文化产业越发达兴盛，公民文化权才
有更充分实现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化权公约已经肯定缔约国的文化产业资助行为 。
( 二) 文化多样性公约与文化产业财政资助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 以下简称文化多样性公约 ） 于 2005 年 10 月 20 日第 33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文化多样性公约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最大责任方是国家 ，为强调国家
的责任，其序言申明“各国拥有在其领土上维持、采取和实施他们认为合适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
多样性的政策和措施的主权 ”，公约第 4 条第 6 项肯定缔约国为此可以采取的措施： “包括与创作、生
产、传播、销售和享有文化活动、产品与服务相关的政策和措施。”
文化产业化是文化多样性持续繁荣的动力 ，文化多样性也只有在产业和市场中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最大传承。没有产业化的文化通常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而很难传承下去 ，财政资助文化产业就是支持
文化传承和多样性。 只有足够的文化措施才能确保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以避免全球文化趋同的危
［1］

险

。文化多样性公约要求缔约国应为促进文化多样性实施一切必要措施 ，财政措施无疑必不可少，

文化的产业化作为促进传播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手段 ，国家理应按照文化多样性公约要求通过财政资助
文化产业以促使文化多样性的繁荣 。
( 三) 遗产公约与文化产业财政资助
遗产公约包括《世界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两个公约分别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做出重要规定 ，强调缔约国有责任在其境内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以保护 。
2003 年 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2 届会议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 以下简称非遗
公约） 。非遗公约明确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职责 ，第 11 条和 13 条分别对缔约国的作用和应采取
的措施进行了规定。第 11 条规定“各缔约国应该： （ a）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受到保护”； 第 13 条规定“为了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弘扬和展示，各缔约国应努
力做到： （ d） 采取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 ”。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
［2］
蕴涵着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承载着一个民族或群体的文化生命密码 。 当前，非
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产业化方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在更大范围发扬

传承，并且为其注入了新的元素。公约第 13 条规定缔约国应采取财政措施保护非遗，这为国家给予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化产业以财政资助提供了明确的国际条约依据 。
1972 年 11 月 16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
约） ，其第 5 条指出，“为保护、保存和展出该国领土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本公约
各缔约国应视该国具体情况尽力做到 ……（ d） 采取为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恢复这类遗产所需的适
当的法律、科学、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 ……”。 自然和文化遗产是一国的宝贵财富，是一国文化的基
础，也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世界遗产公约第 5 条规定应采取财政措施保护物质文化遗产 ，这同样表
明与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文化产业获得国家的财政资助是有着直接国家条约依据的 。
国际文化公约直接或间接明确了国家在相关文化产业发展中给予财政资助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中
国作为上述公约的缔约方有责任义务对其境内的相关文化产业给予扶持 ，这既是其应负的国际义务，也
是国内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
二、WTO 下的文化产业财政资助
( 一)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与文化产业财政资助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以下简称补贴协议） 是 WTO 一揽子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补贴协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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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即明确了补贴的四种类型： “政府直接或潜在地进行资金或债务转移； 未征收或放弃在其他情况下
应征收的财政收入； 政府提供除基础设施外的货物或服务 ，或直接购买货物或服务； 政府向筹资机构支
付，或委托或指示一私营机构履行前三种通常应属于政府的职能 ”。不难看出，协议所规定的补贴基本
涵盖了政府财政资助的所有方式 ，换言之，通常的财政资助均构成补贴。
补贴协议将补贴分为三类，即禁止性补贴、可诉性补贴、不可诉性补贴，也可分别称为“红灯补贴 ”、
“黄灯补贴”和“绿灯补贴”。禁止性补贴是指根据协议第 3 条规定成员方不得给予或维持的补贴 ，主要
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可诉性补贴是指成员方基于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对特定企业或产业给予
或维持的，但若在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经济贸易造成不利影响时可被提出反对的那些补贴 。 不
可诉补贴是指成员方在实施过程中一般不应受其他成员方反对或向 WTO 争端解决机构提起申诉行为
的补贴，主要包括非专向性的普遍补贴以及符合一定条件的具有专项性的研发补贴 、落后地区补贴和环
境补贴。
尽管补贴协议对补贴的认定过于“严厉 ”，但其并不能根本阻碍成员方对文化产业进行资助。 首
先，文化产业多数领域不属于补贴协议的适用范围 。补贴协议是《WTO 协议》附件 1A“货物贸易多边协
议”项下的子协议，其仅适用货物贸易，不适用于服务领域。 文化产业主要是以生产无形精神产品，提
供服务的产业门类群为主，有形产品的生产及其进出口在文化产业中份额十分有限 ，文化产业的这一特
性使得其基本不受影响。此外，补贴协议严格的反补贴启动机制也便于各成员方实施资助 。 针对特定
产业的财政资助多属于可诉性补贴范畴 ，但启动反补贴措施又有若干条件，如需举证对方确有补贴行
为，需证明本国产业确受实质损害或威胁等 。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WTO 成员共发
［3］
起 202 起反补贴调查，其中 119 起最终采取反补贴措施，补贴认定率不到 60% ，而 202 件调查中没有
一项涉及文化产业领域。
( 二) 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与文化产业财政资助
WTO《服务贸易总协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以下简称 GATS） 授权成员方可单
方采取反补贴措施或诉诸多边救济机制以应对他方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不当资助 。
文化产业的门类多属于服务领域，主要由 GATS 规制。 但值得注意的是，GATS 并没有像补贴协议
那样形成体系化的能够有效约束服务贸易补贴的规制 ，GATS 仅在其第 15 条做了如下原则性规定，“通
过成员方谈判寻求建立必要的多边补贴与反补贴规则以约束各成员方对服务贸易的补贴 ； 考虑到补贴
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以及各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对服务业补贴应灵活考虑； 因补贴而受
损的成员方可以要求磋商，以求得争端适当解决 ”。 不难看出，该规定较为原则，不具有较强操作性。
此外，若服务贸易领域中施行反补贴，则关于补贴数额的计算、服务的统计等都存在许多技术性难题 ，不
［4］

能准确认定，迄今为止，WTO 服务领域的补贴与反补贴并无较大进展
( 三) WTO 例外规则与文化产业财政资助

。

WTO 倡导公平自由贸易，并规定了成员方的义务，如降低关税、逐步取消非关税壁垒、禁止补贴等，
但成员方在履行上述义务时却可以有例外 。WTO 协议中存在着大量的例外条款，例外条款是指 WTO
在其协议中准许各成员方政府在特定情况下撤销或者停止履行其协议规定的正常义务 ，以保障某种更
［5］

重要的利益

。WTO 允许成员方暂停履行包括禁止补贴在内的义务的缘由主要有国际收支的例外 、安

全例外及其他原因众多的一般例外 。实践中成员方以例外为由施行特殊产业政策较为常见 ，WTO 的例
外规则已不能简单称其为规则，许多权威专家甚至将其解读为例外原则 。 中国文化产业处于发展初期
阶段，以某种例外为由对本国文化产业进行财政资助仍不失为可考虑的策略之一 。 尽管 WTO 承认诸
多例外，然其本意仍是限制例外的任意适用 。动辄引用例外实施与一般义务相抵触的财政资助也易引
发他国报复，既降低国际形象，又较难达到资助的效果。
综上不难发现，全球化下，国家财政资助本国文化产业并不当然违背 WTO 补贴协议相关要求，同
时，GATS 的模糊性条款以及 WTO 大量例外规则的存在都为国家的文化产业财政资助政策提供了可以
发挥作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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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社会文化产业财政资助的法律实践
文化产业财政资助是国际社会尤其是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 ，其方式有税收优惠、贷款贴
息、贷款担保、资金补助、直接投资等，按行为发生的领域不同，我们可将其分别归入到财政收入领域和
财政支出领域。
( 一) 财政收入领域的文化产业资助
国际社会在财政收入阶段对文化产业进行资助的表现形式有实施优惠税制 、豁免产业中国有资产
的收益、免除文化产业的部分行政费用等 ，其中税收优惠是最主要方式。 综观国际文化产业税收优惠，
其具有优惠涉及税种多，受惠主体覆盖面广、优惠力度大等特点。
1． 所得税优惠。
首先，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能够享受灵活 、高力度的所得税优惠。欧美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对文化产业
从业人员所得税优惠制度具有简洁 、灵活、有效的特点，如欧洲爱尔兰出台的《艺术家税收豁免法 》，直
接免征年收入不超过 25000 磅的艺术家所得税，对年收入超过 25000 磅，则仅就其超额减半征收，同时，
欧洲许多国家还采取了平均收入纳税法以降低由于艺术家各年度收入不均衡而由此造成的优惠难以实
现的风险，如奥地利、德国、荷兰、英国等。 此外，基于文化产业人员所得成本“无形性 ”难以计算的特
［6］
点，许多国家采用比例扣除，而这种特定费用扣除额甚至最高可达所得的 60% 。
其次，文化企业能享受特殊的所得税优惠 。相对于其他产业主体，文化企业也有着较为优惠的所得

税制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文化企业能获得较低所得税税率乃至免征，如美国已有 27 个
州通过减免电影及相关产业所得税立法 ，加拿大的魁北克、多伦多，英国和哥伦比亚也都为电影和多媒
［7］

体行业提供税收优惠

。另一方面，文化企业还可以就其研发要求国家给予税收抵免 。 研发税收抵免

是指将企业所得中一定比例界定为研发费用从而不予征税 ，如夏威夷州 221 法令，就明确规定文化产业
领域适用研发税收抵免。
再次，文化产业捐赠者可以减免所得税 。捐助减税是指在征收其所得税时将其捐助额在应税所得
中予以扣除，减免捐助文化产业者的个税很早就被许多国家采纳 ，如 1917 年美国联邦税法就规定对非
［8］
盈利性文化团体和机构的捐助者就其捐助额免征所得税 。减免捐助文化产业者所得税，此举有利于
鼓励基金会、大公司和个人投资文化产业，引导部分社会财富用于文化发展 。

2． 增值税优惠。
增值税是以商品（ 含应税劳务） 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 ，凡
提供商品、服务的独立企业和个人均应就其流转中的增值额纳税 。文化企业及独立提供商品和服务的
艺术家也应就文化产品和服务缴纳增值税 ，对文化类商品和服务实行过高的增值税必将影响该产业的
发展。在文化产业增值税的征纳上，欧洲许多国家都施行了低于标准税率或免于征纳的优惠制度 。 欧
洲文化研究所关于欧洲各国对独立作家和视听艺术家的作品和服务的增值税征纳情况的统计数据显
示，有 14 个国家对其按标准增值税率征纳 ，有 11 个国家免征增值税，有 16 个国家低于增值税的标准税
率。例如，德国政府对图书征收的增值税率 （ VAT） 就相对较低，普通商品的 VAT 为 16% ，而图书的只
［9］
有 7% 。
3． 营业税优惠。
营业税是指一国对在境内提供应税劳务 、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 ，就其所取得的
营业额征收的一种税。文化企业及独立文化从业人员均应就其提供的文化服务 、转让文化产权等的营
业额按比例缴纳营业税。如在欧洲，爱尔兰艺术家税收豁免法规定免征艺术家版权交易的营业税 ，在美
国，马里兰更是美国第一个在全州范围内对文化和娱乐业给予税收优惠的州 ，其 586 号议案规定，对在
［10］

指定的区域内居住的艺术家销售的艺术作品收入免征营业税
( 二) 财政支出领域的文化产业资助

。

相对于财政收入领域的税收让利 ，财政支出领域资助主要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来实现。 在专项资金
的设立上，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相关实践值得借鉴 ，其具有涉及面广、力度大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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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是由发起人定向募集 ，自行或委托他人管理的资产，主要通过入股或借款的方式
解决文化产业资金紧缺问题。根据发起人的身份以及资金来源渠道不同可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分为政
府投资基金和民间投资基金。政府设立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既能直接解决部分企业的融资问题 ，更有
利于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文化产业。2006 年经欧盟批准，一个专为促进法兰德斯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投
资基金成立，该基金主要由财政资金构成，主要向文化企业提供借贷业务，但必要时该基金也可直接注
入资本入股企业。目前，该基金投资委员会已批准了 21 个项目，直接和间接总投资额高达 250 万欧元，
［11］

有力地推动了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
2． 文化产业融资担保基金。

。

文化产业融资担保基金是指政府为文化产业融资进行担保而设立的专项资金 。文化产业融资难是
世界性难题，政府融资担保基金的设立能够一定程度上分散借款方主要是银行的商业风险 ，解决文化企
业尤其是中小文化企业的融资困难 。法国成立的影视业融资信用担保基金，法国政府及政府银行和民
间银行分别出资成立电影电视业融资信用担保基金 ，为企业因制作影视作品资金不足而向银行借贷时
［12］

提供借款额 50% 的信用担保
3． 文化产业奖励基金。

。该基金的存在，确保银行愿意向影视企业融资。

文化产业奖励基金是指政府设立的用于奖励特定文化产业项目或主体的专门资金 。专项奖励资助
能增强受益主体的信心，更为文化产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 。欧洲范围内设立了名目众多的专项奖
励基金，涉及表演艺术、电影娱乐、出版发行等多个产业领域。欧盟已经建立许多针对特定文化产业人
员的资助奖励基金，如欧洲舞者奖学金、欧洲人才交流基金等。欧洲舞者奖学金旨在帮助年轻舞者提高
技艺，为其参加大型舞蹈节提供不超过 5 周的住宿资助。欧盟人才交流基金则主要是通过提供最高额
为 1500 欧元的资金以鼓励欧洲艺术家参与欧洲范围内的交流及现场表演 。 对特定文化产品、企业、项
目给予奖励资助也是欧洲许多国家的一贯做法 ，如欧洲巡回基金、法国国家图书中心基金、欧洲电影院
基金等。法国国家图书中心基金主要资助将法国作品翻译成国外文字 ； 欧洲巡回基金主要为欧洲文化
公司组织的文化巡回推广项目提供不超过其预算 10% 的奖励； 欧洲电影院基金则为播放欧洲国家电影
达到一定比例的影院给予奖励。
4． 海外文化市场拓展基金。
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拓展文化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 。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大多
设有文化产业市场开拓推广专项资金 ，其多用于促使文化产业进入国际市场 。如建立于 1997 年的欧洲
电影推广基金主要资助欧盟各国优秀影片 、电影人等参与重大的国际电影节 ； 再如设立在美国的欧洲音
乐出口办公室，该机构资金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欧洲文化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便利 ，其职能包括为欧洲文化
产业界提供定期更新的美国文化产业企业名单及信息 、向欧洲文化产业界提供美国市场政策咨询 、组织
欧洲文化产业界人士参加美国的重大文化活动等 。
四、中国文化产业财政资助机制的构建
( 一) 中国文化产业财政资助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文化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国家和地区层面也出台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文件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
其中也有提及应给予税收优惠和专项资金等财政资助的措施 ，但综观我国文化产业财政资助，存在着受
资助主体有限，资助力度偏小，资助措施不稳定以及资助体系不健全等不足 。
1． 受资助主体有限
从文化产业税收优惠来说，中国文化产业领域实施的税收优惠仅针对极少数从业主体 ，主要是改制
为企业的原国有文化经营事业单位 ，经相关部委按一定条件认定的动漫企业以及微型盈利企业等 ，而其
他一般性文化企业、文化从业人员、捐赠文化产业的组织和个人等目前尚无机会享受这一资助 。从专项
资金给予来说，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的专项资金 ，在使用上都采取了扶优扶强的策略，即只给予
55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3 年第 1 期

产业中的优势个体，以动漫奖励基金为例，中央层面的 2 亿元专项资金中用于“原创动漫扶持计划 ”的
10 个漫画创作团队、
10 个动漫演出作品受益； 而该专项
项目 2009 年度全国范围内仅有 10 幅漫画作品、
资金中用于支持动漫产业公共技术和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的项目 ，目前也仅有北京、上海、湖南、常州等地
［13］
受益 。
2． 资助力度较弱。
从税收扶持力度上看，减征的幅度偏小且适用的领域有限。 仍以动漫业为例，财税［2009］65 号文
件是动漫企业税收优惠的主要文件 ，但其规定的增值税、所得税、进口关税和增值税优惠仅适用于经认
定的动漫企业自主开发生产的动漫产品或软件 ，这一规定将代工性动漫企业和非生产性动漫企业排除
在优惠之外。从专项资金支持上看，中央财政资金每年用于文化产业的预算明显偏低，自 2006 年以来
国家每年用于文化产业的专项仅为 2 亿元。
3． 资助措施不稳定。
资助措施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资助依据的期限性上 。以税收领域政策来说，文化企业税收优惠相
关的财税［2009］34 号文和财税［2009］31 号文均规定了 5 年的执行期； 这一非持续性的问题在专项资
金资助上也有所体现，如现行的专项资金制度施行不到 2 年，而且也是以政府临时文件形式出台的一时
之举。资助依据的临时性必然带来资助措施的非持续性 ，这种短期性的资助不利于投资的稳定性 ，很有
可能对产业的持续发展造成较严重影响 。
4． 资助体系不健全。
以税收资助来说，文化产业税收优惠主要局限于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营业税以及进出口关税等领
域，还未涉及文化从业人员的所得税等欧美产业发达国家正普遍施行的税种 。作为创意产业，人才对文
化产业的发展最为重要，不考虑对从业人员进行税收优惠显然不利于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 以专项资
金给予来说，目前也主要是奖励性基金，还缺乏投资担保基金、融资担保基金、市场扩展基金等欧美成熟
的文化产业资助基金门类。
5． 资助程序有瑕疵。
首先，资助的申报程序过于繁琐。无论是税收优惠抑或专项资金给予 ，都需要层层申报。企业在了
解财政资助申报信息后，也会受阻于十分繁琐的申报程序。企业需提交大量较难获得的支撑材料并历
经多层级、多部门的审核，方有机会获得资助。在支持力度不大而申报程序繁琐的强烈对比下，多数文
化产业企业通常会“自愿”放弃对资助的申报。
同时，资助考评机制缺位。中国文化产业财政资助是“重申报，轻监管 ”，当前制度中没有设置合理
的考评机制，即并没有对受资助者接受资助的适当性及其后续行为加以考核评估 。 以专项资助金申报
使用为例，相关部门并没有组织专家对诸如项目目标设计是否合理 ，项目投入和产出之间是否能够体现
经济性和效率原则，实施结果是否达到预定目标等问题进行评价 ，也没有在项目实施中跟踪，在项目实
施后应进行最终评价。
( 二) 相关建议
1． 出台文化产业法，明确财政资助法律地位。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应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以国务院相关部委通知及指导意见等形式出台的文
件依据，显然不能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正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相比 ，必须从法律层面对产业进行正
确引导，即应尽快制定文化产业振兴法，并且应该通过立法明确财政资助的重要地位 。文化产业的资助
是长期持续的过程，临时性的措施都将使得产业错失发展的机遇 。颁布以法律或政府法规形式正式意
义上的产业资助法律文件能更好解决现行文化产业资助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较为可行的办法就是
由中央政府出面整合现行部委文件 ，生成有体系的行政法规，使其成为文化产业资助领域的基本法律依
据。
2． 扩大资助面，推动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
中国文化产业整体落后于国外同行 ，全面的资助远比个别扶植的效果要好 ，无论是在财政收入领域
的税收优惠还是财政支出领域的专项资金的倾斜上都应尽可能地扩大受益面 。 税收扶持方面，不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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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大受惠文化企业的数量及其受惠的领域 ，而且还要考虑利用税收杠杆适当阻击国外的文化产
品疯狂涌入。通过对国外产品采取引进、播出、进口关税、频道落地等限制手段，有效地抑制国外产品的
［14］
大量进入，为文化产业赢得宝贵的生存发展期，这也是国家扶持幼稚产业的必经阶段 。 在专项资金
使用方面，也进一步扩大资金的使用门类及受益主体 。当前国家和地方专项资金支持制度最大的弊病

是仅作用于极有限领域的极个别主体 。当然，基于现有专项资金的规模额度，现有的资金不可能支持更
多的企业和项目，扩大资金的使用门类及受益主体的重要前提是进一步扩大专项资金的规模额度 。
3． 增强资助力度，推动文化产业的有效发展。
2009 年中国版权产业对 GDP 的贡献已达到 6． 5% ，对就业的贡献占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
6． 8% ，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加大对文化产业的资助力度，是进一步增强 GDP 的需要，是进一步提
高就业率的需要。文化产业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领域加大放弃力度即进一步减免税 ，在财
政支出领域加大给予力度即拿出更多的财政资金 。对于税收优惠而言，优惠力度直接影响文化产业投
资者及从业者的根本利益，当前弱小的文化产业并未对国家财政提供巨大支持 ，国家临时放弃这一较小
的税收以换取未来巨大的回报是十分值得的 。对于专项资金来说，应扩大各类专项的规模，资金的规模
直接决定着其作用的实现，杯水车薪无益于产业发展。当然，并非要求所有基金全部由财政资金提供，
部分基金也可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
4． 完善资助程序，推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首先，应当建立快捷灵活的资助申请程序 。应当考虑建立预先申请和事后申报相结合的申请制度 ，
并考虑以扶持预先申请为主的申报机制 。当前税收优惠和专项资金的资助基本上都属于奖励性支持，
即事后申请人申报，多部门核准。对产业者来说，预先申请显然更为适当，不仅能达到融资为企业减负
的目的，更能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产业的信心 。同时，当前事后申报在申报时间次数以及对申报文件的
准备上也十分不便，要将资助落到实处，必须进一步简化对申请文件的要求 ，必须缩短申报批准时间，必
须适当增加申报的次数。此外，还应当建立有效的扶持监管程序 。制度的关键在于实施，有效的监管是
正确实施的有力保障。文化产业财政资助应当建立内部和外部相结合的监管机制 ，就内部来说，要将全
部资助过程纳入公示公开透明的环境下 ，对资助者和受资助方形成内在约束； 就外部来说，要考虑引入
中立的社会机构进行定期审查。
五、结论
文化产业是 21 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资助文化产业是相关文化国际公约的要求，对处于
成长初期的文化产业给予资助是作为缔约国的中国政府应当履行的责任 。文化产业的资助并不必然构
成 WTO 意义上禁止和可诉性补贴，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在财政收入和支出两大领
域施行的切实有效的资助措施值得中国借鉴 。相较而言，中国文化产业资助的水平明显偏低 ，构建完善
的文化产业资助体制势在必行。在财政收入领域，应考虑制定文化产业税收优惠法 ，结束税收优惠依据
临时性和措施短期性的弊端，并扩大受惠的主体范围及优惠税种的门类 ，加大税收优惠的力度。在财政
支出领域，尽快构建完善的专项资金使用机制 ，在增加资金数额的基础上，扩充资金使用的领域，扩大受
益主体并增强资金的使用效率。当然，制度贵在落实，落实应有监管，无论是税收资助还是专项资金资
助，其整个流程还应在公示公开的基础上 ，引入中立组织进行定期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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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Financial Legal
System and Its Inspiration to China
Guo Yujun1

Li Huacheng2

（ 1，
2． Law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Abstract： Financial support which includes fiscal expenditure and tax incentives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a new
industry． Financial support for cultural industr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urpose of some conventions on human
rights and culture． Many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made some effective measures on the domestic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two areas of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Culture industry is the important force to realize cultural boom． Therefore we should make clear the international basis for cultural industry financial support，learn
from their beneficial measures，analyze the specific problems in China，and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and
perfection of the legal safeguard mechanism for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financial support．
Key words： cultural industry； finance； tax incentives； special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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