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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一批文化共性关键技术，建设成为全国文化和科技融合高地

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
合的指导意见》（国科发高〔2019〕280号），省
科技厅联合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财政
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广播电视局等六部门
联合印发《广东省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实
施方案（2021-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实施方案》提出实施文化科技关键技术
引领工程、文化科技创新载体建设工程、公共
文化服务科技提升工程、科技和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工程、文化新业态新产业做强做优工程、
打造粤港澳世界级数字文化中心等六大重点
工程，推动文化和科技全面深度融合。

本报记者 刘肖勇

发展目标：形成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

度重视文化和科技融合工作，对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如何应对新一
轮科技革命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
署，特别是对科技支撑媒体融合
发展、文物保护利用、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文化产业调
研时指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
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
产业链，又积聚了大量创新人才，
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谋划十四
五时期发展，要高度重视发展文化
产业。科技部、中宣部等六部门
2019年印发《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
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国科发高

〔2019〕280 号），要求地方有关部
门制定出台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
融合的政策措施，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先行先试，探索制定推动文
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新举措。

我省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具

备扎实基础，围绕 4K/8K 超高清
视频、虚拟现实、文化装备等领域
突破了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基于
国产 8K 技术标准的媒体终端芯
片实现全球行业领先，成功创建
广州高新区、广州励丰公司、深圳
高新区、深圳南山区、华强方特公
司 5个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
范基地，建设了一批文化创意类
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了一批文
化领域高新技术企业，催生文化
和科技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初步
构建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生态。
但我省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仍面
临许多新的挑战，文化产业技术
创新能力比较欠缺，相关部门和
地方对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的认识尚需进一步提
高，文化和科技融合政策体系有
待完善，科技对文化建设支撑作
用的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

《实施方案》旨在推动文化和

科技全面深度融合，充分发挥科
技创新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重
点领域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加
快建设文化强省和促进大湾区文
化繁荣发展。

根据我省文化和科技融合发
展实际情况，《实施方案》提出了
发展主要目标，到2025年，基本形
成涵盖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文化科技融合
创新体系，突破一批文化共性关
键技术，培养一批创新型复合型
人才，建成 12家左右国家文化和
科技融合示范基地、50 家以上省
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培
育50家以上引领行业发展的文化
和科技融合领军企业，100家以上
创新能力强的文化和科技融合特
色企业，努力将广东建设成为全
国文化和科技融合高地、文化新
型业态创新策源地以及文化科技
应用示范中心。

重点任务：实施六大重点工程
在重点任务方面，《实施方

案》提出了实施六大重点工程。
一是实施文化科技关键技术

引领工程。省科技厅将部署一批
重点研发项目，加强文化共性关
键技术研发。开展水下文物、文
化陶瓷、漆器、广彩、广绣、潮绣等
岭南特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创新
技术攻关。提升 4K/8K超高清核
心元器件及设备、5G+4K/8K 转
播系统等重点领域文化装备技术
水平。

二是实施文化科技创新载体
建设工程。优先推荐省文化科技
企业孵化载体申报国家级孵化载
体，建设一批省级和国家级文化
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大力发展
文化领域高新技术企业、中小企
业。支持组建文化科技创新联
盟，搭建文化科技公共技术服务
平台。

三是实施公共文化服务科技
提升工程。建好国家文化大数
据体系华南分平台，加快构建岭
南文化大数据体系。发展数字
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
馆、虚拟博物馆等智能公共文化
设施。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
展，支持各地集中资源建强 1-2
个新闻客户端，推进县级融媒体
中心建设。

四是实施科技和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工程。建立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广东段）官方网站和数字云
平台，支持粤北地区建设红色文化
高地，助力红色文化传承传播，推
动我省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开
发推广“一键游广东”移动智慧应
用端，推动文化旅游公共服务智慧
化。发展“文旅+演艺+科技”模
式，提升文化旅游产品科技含量。

五是实施文化新业态新产业

做强做优工程。发展数字出版、
数字娱乐、在线研发设计、线上比
赛、直播、展览展示等新业态，打
造领军全国的文化新型业态。培
育壮大 4K/8K、动漫等文化战略
性新兴产业。大力研发绿色印
刷、数字印刷、新型影院系统、数
字多媒体娱乐设备、智能家庭娱
乐、流动演出系统、沉浸式体验平
台等高端数字文化装备。

六是打造粤港澳世界级数字
文化中心。建设大湾区公共文化
云，推动广东 4K/8K 超高清频道
在大湾区全面落地，构建有国际
化特色的大湾区数字文化服务平
台。支持大湾区各城市结合自身
优势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大湾区
数字文化产业集群。探索与港澳
共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级文化产业
创新实验区”。

保障措施：
加大政策、金融、人才支持力度

保障措施方面，《实施方
案》从加强组织领导、优化政
策环境、加大金融支持、强化
人才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要
求。

在加强组织领导方面，
《实施方案》要求，建立由省
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牵头，省
委网信办、省财政厅、省文化
和旅游厅、省广播电视局等
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指导
和推动全省文化和科技融合
发展工作。各地级以上市建
立本地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
工作推进机制，强化文化、科
技、经济等部门协同，制定出
台相关政策措施。

在优化政策环境方面，
《实施方案》要求，加强文化
和科技融合关键核心技术支
持 ，部 署 一 批 重 点 研 发 项
目。争取将符合条件的文化
和科技融合重点项目纳入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重点支持范
围。贯彻落实亏损结转、税
收抵免、费用扣除、加速折旧
等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优化
出口服务退（免）税工作，鼓
励和支持文化企业加强科技
研发与运用。加强文化技术
标准研制和推广，支持企业
主导或参与国际、国家和行
业标准的制定和修订。结合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以标
准为基础的文化科技创新成
果“走出去”。争取国家支
持，探索与港澳共建“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粤港澳
大湾区国家级文化产业创新
实验区”。探索促进文化和

科技融合创新要素跨境流动
和区域融通的政策举措，汇
聚粤港澳文化科技资源。

在加大金融支持方面，
《实施方案》要求，推动符合
条件的文化科技企业上市挂
牌。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并购融资、订单融资等贷
款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创新
符合文化科技企业特点的贷
款审查和管理模式。探索组
建省级国有文化资本运营公
司。充分发挥省创新创业基
金（新媒体产业子基金）、南
方媒体融合发展投资基金等
引导示范作用，支持设立并
规范运作各类文化产业投资
基金。

在强化人才保障方面，
《实施方案》要求，加快建设
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领军人
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创新
实施我省“珠江人才计划”

“广东特支计划”“扬帆计划”
等人才计划，吸引外籍、两岸
四地和本土文化科技人才在
粤创新创业。完善高层次紧
缺文化科技人才引进培养服
务体系。支持高校设立文化
科技交叉学科，设立博士点
与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建设
文化科技融合人才创新工
作室。鼓励文化科技融合
示范基地、龙头企业、文化
产业园区、大学科技园等与
高校科研机构共建文化科
技人才培养基地。支持文
化科技人才按规定通过“绿
色通道”直接申报中高级专
业技术职称评定。

主要特点：
科技支撑引领大湾区文化发展

整体而言，《实施方案》
主要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促进科技和文化事
业、文化产业重点领域的全
面融合。部署“文化和科技
融合”等一批重点研发项目，
加强文化共性关键技术研
发，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
撑引领作用。围绕文化科技
技术、文化科技创新载体、公
共文化服务、文化旅游、文化
新业态新产业设置五大重点
工程，助力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强化科技与红色文
化、岭南传统文化和大湾区
文化深度融合。开展岭南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技术攻关，
建设有岭南文化特色的文化
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文化
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和示范园
区，构建岭南文化大数据体

系，提升岭南特色文化旅游
产品科技含量，推动岭南红
色文化传承传播，促进科技
与岭南传统文化深度融合，
推动红色文化、岭南传统文化
和大湾区文化高质量发展。

三是发挥科技对大湾区
文化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建设大湾区公共文化云，推
动广东 4K/8K超高清频道在
大湾区全面落地，实现大湾
区文化资源互联共享。支持
大湾区城市发掘广府文化、
客家文化、潮汕文化、海洋文
化等特色文化资源，充分利
用科技手段加快数字化传播
和产业化应用，建设有全球
影响力的大湾区数字文化产
业集群。发挥科技对对大湾
区文化发展的支撑引领作
用，支撑粤港澳世界级数字
文化中心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