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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高附加值尧强渗透力的创意产业袁通过嵌入制造业的多个环节袁能够拓展与深化制造业价值
链袁实现二者有效融合袁从而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遥 实证研究发现袁创意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提
升我国制造业运行绩效和竞争力水平遥 随着创意产业自身发展袁这种作用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遥 实现创
意产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是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竞争力提升的有效路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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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政府正式提出创意
经济的概念后袁创意产业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特别
是发达国家的关注袁成为推动经济与产业转型发
展的战略重点遥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以及
发达国家野再工业化冶战略的实施袁我国制造业升
级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袁产业模式亟须向创新
驱动与低碳化方向转变遥 在知识经济与互联网时
代袁以创新尧科技和知识为核心的创意产业无疑
是促进制造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力遥
创意产业对于引领自主创新尧整合优化价值
链高端要素资源尧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创新
型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遥 Alev Adil 指出
经济社会已从野产品制造冶转向野思想创造冶袁从依
赖大规模劳动力进行生产的时代转向基于知识尧
科技和文化创造力的知识经济时代遥 咱1暂Potts 认为
创意产业是服务经济所不断创造的新产业中的
核心环节袁是经济演化机制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
分袁创意产业通过知识创造等多种形式的创新推
动着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袁是产业与经济转型升
级的催化剂遥 咱2暂我国学者厉无畏指出文化因素与
科技含量有机融合的创意产业能够通过资源转
化尧 价值提升和结构优化来促进经济增长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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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以人为本冶的创新经济增长模式袁同时使传统制
造业结构趋于柔化性遥 咱3暂路甬祥也多次强调以创
新设计为主导的创意产业必将引领未来制造业
绿色智能尧交叉融合尧共创共享和可持续发展的
新模式遥 咱4暂因此袁以创新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竞争
力提升的动力袁通过促进创意产业与制造业相互
渗透与融合袁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袁是当前我国
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袁也成为本文研
究的切入点与重点遥
一尧我国创意产业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理分析
创意产业最早由英国于 1998 年提出袁 是一
种以创意思想和创造力为核心袁以先进技术和创
造性活动为手段袁 进行知识产权的开发利用袁生
产创意产品并实现价值增值的新兴产业遥 创意产
业集文化创意尧科技创新和经济效益于一体咱5暂袁附
加值与产业关联度高袁融合性尧渗透性与带动性
强袁 作为以创新为核心的高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袁
其在数字化尧智能化尧信息化尧绿色化的制造业发
展新态势中具有重要驱动作用遥 创意产业促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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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制造业升级主要通过以下机理来实现遥
1.创新机理
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化和第三次工
业革命的到来袁我国制造业要摆脱依赖低成本比
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袁就必须抢占创新
高点袁通过创新驱动提升产品的创意内涵与创新
价值袁开拓新的市场遥 因此袁以创意尧创新为主要
元素的创意产业无疑是传统制造业升级的重要
驱动力遥
创新机理首先包含了内生性自主创新袁主要
是指通过创意产业作用于制造业从而引发制造
业的产品创新遥 在日益严峻的竞争压力下袁制造
业企业只有加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袁建立产品的
差异化竞争优势袁才能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获
取利润尧拓展市场遥 通过创意产业对制造业的渗
透尧融合与优化袁制造业产品的文化含量尧附加值
与创新性得到全方位提升袁差异化竞争优势进而
增强遥 苹果公司在制造业领域的强大竞争力很大
程度上依靠的就是创意袁通过技术与艺术的完美
结合袁更好地满足了客户对于产品内涵的心理需
求遥 创意企业在研发新产品时所产生的知识溢出
效应袁对于制造业企业渊尤其是产业集群或产业
园区中的制造业企业冤的技术进步也会带来促进
作用遥 知识溢出即企业的研发活动对其他企业的
生产所产生的正外部效应 咱6暂袁企业研发所得的新
技术与新知识可快速通过不同的渠道渊如人员流
动尧中间产品投入冤传播给其他企业所利用遥 创意
产业的知识溢出效应十分强大袁制造业企业可以
不断吸收创意企业的创新知识尧创新人才与创新
思维袁利用创意企业的知识溢出效应强化自身的
技术创新袁 进而降低技术更新与产品研发成本袁
提高对关键技术研发的投入袁增强制造业企业的
生产和自主创新能力遥
其次是外生性商业模式创新遥 商业模式创新
即从客户的角度出发袁以为客户与企业自身创造
和增加价值作为重点袁将全新的商业模式引入制
造业生产体系遥 商业模式创新是系统的尧集成的
创新形式袁包括提供全新的或以全新的方式提供
产品与服务尧拓展全新的产业发展空间等袁从而
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战略性竞争优势遥 商业模
式创新一般有四种方式袁 分别是改变收入模式尧
改变企业模式尧改变产业模式和改变技术模式遥 咱7暂

通过创意产业融入制造业尧引发制造业的商业模
式创新袁进而推动制造业升级的具体实现路径包
括院一是改变收入模式袁即开发消费者的新需求
来确定新的产品价值定义遥 在消费经济时代袁消
费导向已取代产品导向袁消费者既是产品的消费
主体也是设计主体袁不仅满足于产品的物质性功
能袁更加追求其精神价值遥 传统制造业的重复生
产尧大规模制造及追求低成本更多带来的是一般
性消费品袁通过注入创意产业的新思维尧新模式袁
使制造业产品增添更多的创造性及文化内涵袁不
仅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产品设计与创新的内在价
值需求袁还能够通过产品的创意提升来增强消费
者的潜在购买力袁从而形成新的市场需求袁极大
地提高制造业产品的差异性和竞争优势袁带动制
造业转型升级遥 二是改变企业模式袁即改变制造
业企业在产业链中的角色与定位遥 当前制造业企
业越来越多地将自己不太擅长的工业设计与品
牌营销环节外包给创意企业与设计公司袁自身则
重点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环节遥 这一方
面可以集中有限资源投入到核心环节运作袁降低
生产成本袁提高生产效率曰另一方面可以补足企
业在设计尧营销上的短板袁增加产品附加值并提
升品牌形象袁从而改变制造业企业的商业模式及
其在产业链中的位置袁实现产业链的整合尧完善
与延伸遥 三是改变产业模式袁即通过整合现有资
源进入新的产业领域遥 在当前制造行业竞争日益
激烈的情况下袁通过创意产业尤其是工业设计等
对制造业的融入袁对市场需求进行细分袁进而研
发出能够开拓产业新领域的具有创意性的全新
制造产品遥
再次是开放式海外合作创新遥 我国创意产业
发展历史较短袁与发达国家相比袁我国在创意产
业的规模尧产权保护尧人才培养尧投融资体系以及
与其他产业的互动融合等方面仍有很大差距遥 因
此袁 在依靠本国创意企业与制造业有机融合尧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以推动制造业升级的同时袁也要
主动学习发达国家和地区创意产业发展经验袁特
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尧创意人才培养以及与制造业
互动融合等方面的做法遥 我国制造业已经越来越
深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体系袁因而更要基于全球产
业分工进行资源整合与利用袁 实现包含技术尧产
品尧模式等在内的全方位创新过程的开放袁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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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加以学习尧消化尧吸收并
进行再创新袁实现我国制造业持续创新能力的快
速提升遥
2.价值链机理
迈克尔窑波特 1985 年在叶竞争优势曳一书中
指出袁企业的价值链是由一系列价值创造活动构
成的袁这些活动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袁分布于从
供应商的原材料获取到最终产品消费时的服务
之间的每一个环节中遥 咱愿暂随着产业内部分工不断
深化袁许多企业都把价值创造活动中的非战略性
核心环节外包出去袁将企业内部有限资源集中于
价值创造力高尧比较优势强的核心战略环节并重
点发展袁即拆除野短板冶与加长野长板冶袁降低成本尧
提高生产效率袁从而最大幅度提高价值遥
从制造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看袁前端为研发尧
设计尧采购尧材料等环节袁以知识经济和知识产权
为主导曰后端为品牌尧物流尧营销尧金融尧服务等环
节袁以品牌和综合服务要素为主导曰中端是着重生
产制造的加工尧组装环节渊见图 1冤遥 随着工业化进
程的不断推进袁制造业微笑曲线的两端更加陡峭袁
产业附加值向前后两端不断聚集袁 中端的制造环
节价值下沉并进一步被摊薄遥 我国当前制造业主
要处于附加值低尧创新能力弱的加工尧组装环节袁
制造业要得到永续发展袁 就必须向上下游的高附
加值环节延伸袁向两端索取更多的增加值遥 随着我
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袁 以创意产业优化制造业的
产业结构袁 通过创意对制造业的渗透尧 嵌入与融
合袁重构制造业价值链袁无疑是促进制造业升级的
有效选择遥 在制造业价值链的前端袁通过加强创意
研发设计能力袁提升制造业产品的性能尧质量尧外
形袁 注重创意内涵袁 从而提升产品设计的顶层起

点曰在价值链的后端袁将创意理念注入制造业的品
牌营销与服务渠道袁 从而优化制造业的商业模式
与效率咱怨暂曰同时贯穿整个制造业价值链始终的是要
提高工艺和技术水平袁以降低生产成本遥 创意产业
嵌入制造业价值链以推动其升级袁 可以通过单环
节的价值链升级与多环节的价值链升级来实现遥
单环节价值链升级是指由于某些创意产业
的行业专业性较强袁由此可将这些创意产业嵌入
制造业价值链的某些特定环节袁为该环节提供专
业化服务遥 对我国制造业来说袁在盯住价值链高
端环节的同时袁 也不应放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袁
通过野高成低就冶袁促进整个价值链的攀升遥 工业
设计作为创意产业中发展潜力最强的行业之一袁
同时也是与制造业联系最密切尧结合度最高的行
业袁其主要处于价值链的上游袁可重点服务于制
造业产品的研发设计环节袁以提升工业产品附加
值遥 创意产业中的咨询服务业与广告会展服务业
等主要处于价值链下游袁主要服务于企业的品牌
营销袁 可与制造业价值链后端的品牌尧 物流尧营
销尧金融尧服务等重点环节结合袁通过重塑制造业
的营销模式与物流服务袁使制造业产品顺利进入
市场并被市场所接受袁产业自身价值也能相应得
到实现与提升遥 即使在制造业附加值较低尧获利
空间相对较小的加工尧组装环节袁也可以嵌入与
结合相关创意产业袁如网络信息业尧软件与计算
机服务业袁通过发挥这些产业自身的信息优势与
技术优势袁降低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袁提高生产
效率以及企业管理效率遥 渊见图 圆冤
多环节价值链升级要求创意产业在广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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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上都有所拓展袁从而形成一个全面嵌入制造
业价值链各环节的产业互动网络遥 创意产业要针
对制造业价值链各环节的特点与模式要求袁在嵌
入制造业相关环节的同时袁整合并提供系统的服
务袁从上游到下游全面提升制造业价值链的整体
经营效率与附加值遥 这种多环节的价值链升级不
仅有利于深化创意产业在制造业价值链单环节上
的服务袁 而且有利于拓展不同环节交叉领域的服
务袁实现整条价值链上服务的拓展与深化袁从而优
化价值链结构袁提高价值链附加值袁增强制造业竞
争力遥 其具体作用环节和过程如图 3 所示遥
3.产业融合机理
在当前高新技术快速发展的形势下袁产业融
合往往能出现新的产业形态与新的经济增长点袁
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遥 创意产业作为具有高
度渗透性和高度关联性的朝阳产业袁与制造业存
在着天然的耦合关系咱员园暂袁通过推动创意产业与制
造业的融合袁使创意理念尧文化价值等注入制造
业各环节袁 从而提升产品附加值与产业竞争力袁

推动制造业升级遥 而创意产业也可以依托制造业
的资源优势来获得自身发展的支撑遥 创意产业与
制造业的融合包含企业内部重组融合尧产业链延
伸融合以及市场融合袁这三个层次的融合又是相
互渗透尧共同作用于两个产业之间袁进而共同推
动制造业进步的遥 如图 源 所示遥
首先是企业内部重组融合遥 传统的制造业往
往着重于生产制造袁产品形式比较单一遥 创意产
业的附加值与投资回报都较高袁目前许多大型企
业已涉足创意产业的开发袁将企业的生产制造活
动与创意设计活动逐渐融合袁 并越来越重视企业
的创意服务功能袁工业设计尧咨询策划尧营销宣传尧
信息服务等环节在制造过程中的作用和利润占比
也越来越大遥 当前我国制造业结构同质化突出袁产
品差异化程度低咱1员暂遥 许多制造业企业之间利用同
质化产品的低价竞争非常激烈袁利润却十分微薄袁
而创意产业和制造业的融合恰恰能够提升制造业
企业产品与服务的差异性进而增强竞争力遥
其次是产业链延伸融合遥 许多中小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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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将一些自己不擅长的工业设计或品牌营销
等环节袁通过外包形式交给创意企业进行设计经
营袁 从而保证并进一步提升产业链的价值增值遥
制造业升级的重点发展战略之一应是产业链的
两端延伸院 创意产业融入制造业的研发设计环
节袁将其特有的文化与创意元素注入新产品的开
发中袁 使其具备新的价值与多样化的竞争力袁增
加产品附加值曰创意产业融入制造业产业链终端
的品牌营销与服务环节袁使制造业产品顺利进入
市场并被消费者快速接受袁 加强品牌打造和售后
服务力度袁获取更高的利润和市场份额遥 产业链的
延伸融合需要注意两个方面院 一是创意产业提供
服务的数量规模应足够满足制造业的产业需求曰
二是由于制造业经济活动中的环节众多尧专业化
水平要求高袁因此创意产业应不断增加与丰富创
意服务的类型袁提高创意服务的专业化水平遥
再次是市场融合遥 创意产业与制造业融合最
终能否实现袁要看产业融合所产生的新产品能否
适应市场消费需求袁能够充分开发产品与服务的
市场需求也是创意产业与制造业融合的价值所
在遥 创意产业与制造业融合要以市场为导向袁鼓
励制造业企业在创意产业的嵌入下不断开拓新
的产品市场袁促进不同市场的融合袁并提升制造
业企业连接不断升级的新的价值网络 渊1冤的能力遥
同时也要注重与海外市场的融合袁在国内资金与
企业相结合下引导创意融入的制造业新产品野走
出去冶袁充分利用迅速发展的海外市场袁促进国内
外市场的协作共赢遥
企业内部重组融合
制
造

产业链延伸融合

业
市场融合

创
意
产
业

图4 创意产业与制造业的产业融合

二尧我国创意产业促进制造业升级效应的实证分析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
实践看袁创意产业对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尧增强
竞争力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遥 尤其对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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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制造业大国的中国而言袁创意产业与工业制
造业互动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遥
本文接下来对创意产业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和转
型升级的作用效应究竟有多大进行了简单的实
证检验遥
1.变量选取尧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检验创意产业对制造业升级的效应
时袁主要分析创意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对制造业
绩效提升所产生的影响遥 因此选取创意产业与制
造业的融合度为重要解释变量袁由此检验创意产
业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遥 首先建立如下计量模
型院
渊1冤
logYit=琢i+茁logconit+滋
其中 Y 是制造业产业绩效的测度变量袁con
是创意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度的测度变量遥 考虑到
制造业的产业绩效除了受创意产业与制造业的
融合度影响之外袁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遥 根
据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 SCP 分析范式袁行业绩效
要受到外部冲击尧行业结构尧企业行为等的影响遥
外部冲击可归纳到随机误差项之中袁而企业行为
的测定指标难以获取遥 另外袁行业绩效还会受到
产权结构尧外部竞争以及行业开放度的影响遥 因
此将以下控制变量加入到计量模型之中院s 表示
制造业的市场规模袁d 表示制造业的产业所有权
结构袁o 表示制造业的市场开放度遥 修正后的模型
如下式所示院
logYit=琢i+茁1logconit+茁2logsit+茁3logdit+茁4logoit+滋it
渊2冤
为消除异方差袁所有变量都取其对数形式遥模
型中变量的设定如表 1 所示遥
考虑到创意产业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在
新世纪以后袁 因此本文选取了有投入产出表和延
长表的 2005 年尧2007 年和 2010 年的相关数据进
行截面分析遥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 叶中国统计年鉴
2006曳尧 叶 中 国 统 计 年 鉴 2008曳尧 叶 中 国 统 计 年 鉴
2011曳尧叶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2006曳尧叶中国工
业经济统计年鉴 2008曳尧叶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2011曳以及 2005 年中国投入产出延长表尧2007 年
中国投入产出表和 2010 年中国投入产出延长表遥
同时袁因目前我国在创意产业的概念尧行业界定尧
统计口径等方面尚未形成统一标准袁 因此本文考
察的创意产业数据是将信息传输尧 计算机服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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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设定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Y

制造业的产业绩效水平

解释变量

con

创意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度

控制变量

s

制造业的市场规模

控制变量

d

制造业的产权结构

控制变量

o

制造业的市场开放度

软件业袁科学研究事业袁综合技术服务业袁教育袁文
化尧体育和娱乐业合并作为替代变量袁以方便进行
实证检验遥 制造业具体行业包括投入产出表中的
16 个细分行业渊2冤遥
2.计量结果及其分析
由于创意产业在我国起步较晚袁 所收集的数
据时期较短袁故这里不适于使用面板模型袁而是利
用计量软件 Eviews 7.0袁 分别对 2005 年尧2007 年
和 2010 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遥实证结果如
表 2 所示院
通过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院
渊1冤 对 2005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袁发
现作为解释变量的创意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度
和作为控制变量的制造业的产权结构都没有通
过显著性检验遥 原因是院2006 年一般被称为我国
创意产业发展的元年袁2005 年袁 我国创意产业刚
刚起步袁产业基础发展还相对薄弱袁对制造业的
促进作用也较为微弱遥
渊2冤对 2007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袁发
现创意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度在 10%的置信水

制造业行业 i 的总产值/制造业行业 i 的就业人数

投入产出表中的属于创意产业的五大行业对制造业行业 i 的
中间投入之和/行业 i 的总产出渊100%冤
制造业行业 i 的总产值/行业 i 的企业数目

制造业行业 i 中国有企业的总产值/行业 i 的总产值渊100%冤

制造业行业 i 的渊外商投资+港澳台投资冤/行业 i 的实收资本
(100%)

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袁 变量系数为 0.026682袁
相应 p 值为 0.07遥 这说明袁创意产业与制造业融
合度同制造业的产业绩效呈现出了正相关关系袁
且这一融合度每增加 1 个百分点袁制造业的产业
绩效提升约 0.027 个百分点遥 与此同时袁制造业的
市场规模尧产权结构以及市场开放度等变量也都
在 10%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袁其中产
权结构与制造业绩效负相关袁行业的国有化程度
越高袁相对国有垄断势力所导致的低效率影响就
越大袁这也与产权经济理论是相关的曰市场规模
以及市场开放度与制造业绩效呈正相关袁扩大对
外开放一方面给本土制造业尤其是资金密集型
行业注入更多的资金袁并促进技术创新袁另一方
面可以给国有及本地资金投入带来竞争压力袁从
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遥
渊3冤 对 2010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
现袁首先袁创意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度尧制造业市场
规模尧产权结构尧市场开放度等变量均在 5%的置
信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袁创意产业与制造业
融合度变量的系数提高至 0.042821袁即该融合度

表2 创意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对制造业绩效影响的分析结果

2005 年
t值

变量名称

系数

con

0.054461

1.301213

-0.14464

-1.18077

P值

0.2198

s

0.517742* 7.731444

0.0000

o

0.146612* 0.146612

0.0700

d
调整后的 R2
F值

0.939698
59.43742

0.2626

2007 年
t值

系数
0.026682*

0.438764*

-0.19038*
0.259921*

2.006491

P值

0.0700

6.317911

0.0001

3.407890

0.0058

-1.83292
0.920792

44.59353

0.0940

2010 年
系数
0.042821**

0.466540**

-0.35406**
0.143790**

t值

3.203182

P值

0.0442

6.743991

0.0000

2.861751

0.0155

-4.56221
0.943959

0.0008

64.16534

注院* 表示在 10%的水平下显著袁** 表示在 5%的水平下显著遥
数据来源院由 Eviews7.0 计算得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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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提高 1 个百分点袁 制造业的产业绩效提升约
0.043 个百分点遥 很明显袁与 2007 年相比袁创意产
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度对于提升制造业绩效的促
进作用进一步增强袁只是产业融合度的系数仍然
较小袁说明我国通过推进创意产业与制造业的融
合袁以提升制造业产业绩效尧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遥 其次袁制造业的市场规模
与制造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袁 市场规模越
大袁市场集中度越高袁对提升制造业产业绩效的
作用越明显遥 再次袁制造业中国有产权比重与制
造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袁说明行业的国有化程度
越高袁制造业产业运行绩效越差袁这与我国通过
推进制造业企业产权改革袁提升产业运行绩效的
现实是相符的遥 最后袁制造业的市场开放度和产
业绩效水平正相关遥 通过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袁
产业竞争程度和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提高袁由此
提升了制造业效率水平遥
三尧结论与对策建议
1.主要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袁首先袁创意产业对提高
制造业的产业绩效确实有着促进作用袁并且随着
创意产业自身发展的不断完善袁这种促进作用越
来越强袁创意产业不断推动着制造业各环节的自
主创新袁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并与之融合的路径也
持续深化遥 创意产业作为高增值性的新兴产业袁
主要在制造业调整升级和服务业不断细化的基
础上袁打破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原有界限袁对制造
业进行服务化尧创意化和增值化拓展袁促成不同
行业和领域的重组与合作袁开拓新的产业增长方
式尧产品与市场袁以达到增强产业联动尧推动制造
业升级尧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遥 我国创意产业从
起步到现在袁包括政府尧企业尧科研院所和机构等
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其重视程度日益加深袁随着各
种促进创意产业发展政策的不断出台袁创意企业
的研发创新能力持续增强袁创意产业在实现自身
跨越式发展的同时袁与制造业及其他服务业的互
动融合也不断加深袁 成为推动制造业自主创新尧
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尧最终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重要源泉遥 其次袁制造业的产业规模以及市场
开放度与制造业的产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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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不断扩大尧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以
促进制造业绩效的提升遥 再次袁制造业中国有产
权占比同制造业绩效有着负相关关系袁因此企业
的产权改革仍是提升制造业运行绩效所面临的
重要问题和有效路径之一遥
2.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袁 提出以下促进创意产业发
展尧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院第一袁强化
创意产业以及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引导遥
要强化政府部门对创意产业的重视袁尤其是与制
造业等产业密切相关的工业设计袁将创意产业提
升到建设创新性国家的发展战略上遥 可成立国家
创意产业委员会袁组织专业学者尧产业协会以及
相关政府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创意产业发展规划袁
出台促进创意产业发展以及与制造业等其他产
业互动融合的相关政策曰可设立创意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袁 支持创意人才培养和创意项目的开展袁
建设国家工业设计重点实验室等公共技术研发
服务平台咱1圆暂袁加快创意成果的产业化遥
第二袁提升集成创新能力遥 制造业的发展需
大力提升系统集成创新能力袁通过创意元素和创
新活动的运用袁将关键技术创新尧系统技术集成
和工程集成能力进行有机统一袁并与经营尧服务
模式的创新相结合袁不仅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附加值制造业产品袁同时整合创意要制造产业
链袁实现工程化尧规模化和产业化遥 在此过程中要
注重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尧市场为导向尧政策与金
融为支持尧产学研结合的协同创新体系袁设立与
完善创意成果转化平台袁建立创意产业与制造业
的产业战略联盟袁在技术尧信息尧产权等方面实现
功能共享袁在设计研发尧生产制造尧营销服务等方
面合理分工协作袁加快推进创意企业与制造企业
的有效对接遥
第三袁促进创意设计的开放合作遥 随着创意
产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袁全球范围内的创意活
动与交流合作更加密切遥 我国创意产业的发展袁
尤其是在促进制造业自主创新上袁不能野闭门造
车冶袁要面向世界袁开放合作袁激活和提升设计创
新活力遥 要立足自主袁充分发掘国内丰富的创意
文化资源袁同时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袁借鉴发
达国家创意与制造互动融合的经验袁提升我国创
意设计能力遥 一方面应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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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袁积极参加国际创意设计交流展会袁设立境外
设计研发机构袁并购境外设计企业袁吸引国外优
秀的设计人才曰 另一方面大力吸引外商来华投
资袁合资举办创意设计展会尧创办创意设计服务
机构等袁不断拓展利用外资新领域遥
第四袁 全面建设复合型创意人才的培养体
系遥 重视创意教育袁整合当地教育与创意资源袁培
养高素质创意人才曰营造充满创意活力的文化环
境袁引进国际高端创意人才袁完善人才激励机制遥
制造业企业要注重对研发设计尧营销服务等高端
环节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训袁加强对具备
综合知识尧技术基础尧创新能力尧实践能力和管理
能力的复合型创意人才的培养袁积极引进创意产
业发展与经营管理方面的领军人物和创新创业
团队 咱1猿暂袁加强创意人才与团队的交流合作袁促进
创意人才尧创意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尧市场之间的
紧密结合遥
第五袁发展创意金融袁加强对关键领域支撑
力度遥 健全创意产业金融体系建设袁尤其是加大
对创意产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关键领域的金融支
撑力度遥 鼓励尧支持有自主创新能力尧发展前景良
好的重点企业上市融资曰相关部门可设立创意产
业投资基金尧风险补偿基金等袁为创意企业尧制造
业企业和各种创意研发项目提供专业化金融服
务曰建立多元化尧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袁拓宽投
融资渠道袁满足各种类型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以及
各种规模的创意企业和相关制造业企业的融资
需要遥
注释院
渊1冤 价值网络即公司为创造资源尧扩展和交付货物而
建立的合伙人和联盟合作系统袁 包括公司的供应
商和供应商的供应商以及它的下游客户和最终顾
客袁还包括其他有价值的关系袁如大学里的研究人
员和政府机构遥 主要有顾客需求为中心尧 高度协
作尧快速反应尧低成本等特质遥

渊2冤制造业 16 个细分行业分别是院食品制造及烟草加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袁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
制造业袁石油加工尧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袁化学工
业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袁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袁金
属制品业袁通用尧专用设备制造业袁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业袁电气尧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袁通信设备尧计算机
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袁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
械制造业袁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渊含废品废料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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