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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 

单 位 

法 人 

 证书》 

登 载 

事 项 

单位名称 
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中国国际动漫节节

展办公室） 

宗 旨 和 

业务范围 

拟制全市文创产业发展政策和规划，经批准后组

织实施 指导协调全市文创产业基地、园区建设，

组织和协调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承担市文创产业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工作 指导、策划和组织实施中

国国际动漫节、中国杭州文博会及其他重大文创

产业会展、赛事和节庆活动 开展对外交流、合作

和招商推介活动 推进文创产业品牌建设 建立与

文创企业沟通交流平台 承担市文化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市文化创意产业指导委员会、中国国际

动漫节执行委员会、市动漫游戏产业发展领导小

组的日常工作 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住    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解放路 18号 F座 6楼 

法定代表人 杨志毅 

开办资金 13199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举办单位 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 

资产 

损益 

情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13281.67 13231.41 

网上名称 
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

公益   
从业人数 24 

对《条 

例》和 

实施细 

则有关 

变更登 

记规定 

的执行 

情  况 

我单位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于 2016年 6月 30日迁入新住所，

按《实施细则》规定办理了住所变更登记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2016 年度，我单位在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及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按照核准登记的宗旨

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开展的主要工作。1.着力强化政策引导。编制完成《杭州市文创产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制定出台《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杭州市政银

文化创意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一期）组建方案》，组建了杭州政银文化创意产业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一期），基金规模放大至 13亿元。深化与杭州银行文创支行等金融机构的

合作，签订三年推出 38 亿文创金融产品合作协议。参与组建杭州头头是道投资合作企业

（有限合伙），与南京银行杭州分行签订合作协议。下达 2016年度市文化创意资金竞争性

分配资金。获得 2016年省文化产业发展转移支付资金 2340万元；杭州市文创产业无形资

产担保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等 14 个文创项目获得 2016 中央补助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6545 万元，全省占比 42.5%。完成杭州市“五个一批”文创示范典型认定。新认定 12家

单位（平台）为第五批杭州市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园区、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联合清华

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首次发布了《2015 年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白皮书》、《杭州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评估分析报告（2007-2016）》。编辑出版了《2015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报

告》。拟定《杭州市“一村一品”特色文创产业认定办法》。2.着力推进重点项目。成功举

办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总成交额达 151.63 亿元。第十届（2016）杭州文博会完成

签约项目 135项，实际成交及意向成交（含项目融资）金额达 67.38 亿元。两大展会的国

际化、产业化、专业化和品牌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两岸文创产业合作实验区核心区——杭

州创意设计中心全面开园，已签约入驻 80 多家企业；中国（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

验区杭州总部完成建安总工程量 80%。有序推进滨江创意小镇、西湖艺创小镇、余杭艺尚

小镇、好竹意小镇、梦栖小镇等文创特色小镇建设。制定《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招商组“四

个一”工作机制》，德必产业园、中国艺尚中心等项目先后签约落地杭州。3.着力培育企

业主体。第八届“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评选中，宋城演艺、华策影视再次入选，华数传

媒入选提名奖。鼓励有条件的文创企业上市（挂牌）交易，电魂网络实现主板上市，智玩

网络、九言科技、风盛传媒等十余家文创企业实现新三板挂牌。积极落实《杭州市初创型

文化创意企业孵化工程（展翅计划）实施意见》、《杭州市成长型文化创意企业培育工程（登

高计划）实施意见》，认定了 100家首批初创型和成长型文创企业。通过“2016文创新势

力评选活动”，选拔出东家·守艺人、米趣网络、行周末、映墨科技等一批文创企业（项

目），并获得社会融资达 9 亿元。4.着力构建人才队伍。贯彻落实《杭州青年设计师发现

计划》，完成了 10 位优秀青年建筑结构师、200 余位优秀广告设计师和 2016 杭州市工业

设计精英人物、经典案例选拔等工作。完成 20 位影视高端人才的选拨与境外培训。成立

杭州市文创人才协会。共举办 6期杭州文创企业家孵化工程等专题培训班，累计培训本土

文创人才 300余人次。先后举办 10 期“创意力量大讲堂”，辐射人群达 2000人。成功举

办 2017届毕业生暨杭州市第五届文化创意人才专场招聘会，吸引了 10000 余名校内外毕

业生前来应聘，累计 4500 余人达成就业（实习）意向。5.着力促进对外交流。组团参展

2016戛纳电视节，成功引进全球最大的影视内容产业品牌“戛纳电视节”进驻中国，“MIP 

china·杭州”中国专场将于明年 5月在杭州举办。组团参展第 20届香港国际影视展、第

12届深圳文博会和 2016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与艺术展，其中香港影视展现场及意向成交额

达 2726.3 万美元，深圳文博会参展企业数及展位面积居全省首位，获得最佳展示奖。积

极推动“新杭线”品牌成功亮相第二届伦敦手工艺周，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美丽

浙江文化节”等国际展会，不断扩大“新杭线”品牌的影响力。 

二、取得的效益。1.产业实力进一步提升。2016 年，全市文创产业实现增加值 2541.68

亿元，同比增长 21.2%，高于全市 GDP增速 11.7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 23.0%，比上年同



 

 

期提高了 0.8个百分点。全市数字内容产业实现增加值 1499.21 亿元，同比增长 35.0%，

占 GDP比重 13.6%。2.企业效益进一步提升。全市限额以上文创企业实现利税 1183.56亿

元，同比增长 43%，比去年同期提高 18.1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 1036.31 亿元，同比增长

45.7%，比去年同期提高 22.7个百分点。宋城、华策、华媒、华数等文创龙头企业发展势

头良好，盈利能力不断增强。3.园区集聚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全市 24 家市级文创园

区规划建筑面积达 759.7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4.17%；已建成面积达 636.34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21.59%；集聚文创企业 5399 家，同比增长 8.4%；就业人数达 70755人，同比增

长 6.0%。4.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全市文创产业核心层限额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553.71 亿元，增长 28.0%，利税 1144.66亿元，增长 44.1%，增幅分别高于外围层 23.9、

26.4个百分点，占文创产业规上企业收入、利税的比重分别为 92.89%、96.71%。  

三、存在问题。一是核心竞争力有待提升。行业领军企业不够多，在关键核心技术的开发

与应用、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存在差距。二是产业特色不够突出。八大重点行业中，具有

核心竞争力和全国首位度的细分行业不多。地区间分工不够合理，区域整体优势尚未发挥。 

三是人才队伍仍是短板。这不仅体现在总量规模上，而且也表现在结构素质上，行业领军

人才、优秀青年人才和专业技能人才比较缺乏。四是外源动力需要增强。与北京、上海、

深圳等城市相比，产业发展的国际化程度较低，缺乏大项目的引入和支撑。 

四、下步打算。1.优化服务保障。筹办全市文创产业大会，研究制定《关于加快发展文创

产业，提升全国文化创意中心首位度的实施意见》（暂名）。完善项目库建设和竞争性分配

办法，提高间接扶持比例，增强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积极发挥杭州银行文创支行、省建行

杭州文创专营支行和杭州联合银行文创特色支行的作用，继续抓好文创金融产品的运营管

理工作。开展与南京银行杭州分行的合作，缓解中小文创企业融资难问题。加快市文投公

司发展，有序运营文创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办好杭州文化产权交易所，创新交易内容和形

式。研究制定《关于加强杭州市文创领域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方案》，并以文创园区、楼

宇及行业协会为抓手，加强文创领域基层党建工作。2.突出发展重点。抢抓数字创意产业

发展机遇，积极培育云音乐、数字影视、互动新媒体、移动多媒体等新兴视听行业，壮大

数字娱乐、数字出版、数字阅读等行业，推动全市数字内容产业加快发展。加快推进中国

（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杭州总部、两岸文创产业合作实验区以及滨江创意小镇、

西湖艺创小镇和余杭梦栖小镇、艺尚小镇及好竹意小镇等项目建设，优化与拓展文创特色

小镇和市级文创园区功能。办好中国数字阅读大会暨数字阅读博览会、中国影视创新峰会

等活动。继续实施电影惠民工程等项目，办好杭州艺术节、杭州美术节等特色文化活动，

丰富市民群众文化消费选择，释放文化消费潜力。3.壮大企业主体。落实《杭州市初创型

文化创意企业孵化工程（展翅计划）实施意见》、《杭州市成长型文化创意企业培育工程（登

高计划）实施意见》，积极扶持首批初创型和成长型文创企业发展。推动有实力的文创企

业在上市（挂牌）交易，支持优势企业跨所有制、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打造一批全

国领军大企业集团。落实《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招商组“四个一”工作机制》，着力引进

一批实力强、行业首位度高、带动作用明显的企业（总部）落户杭州。继续举办评选活动，

选拔一批“文创新势力”。以全国首批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建设为契机，用足

用好中央省市相关政策，鼓励文创企业创业创新。4.深化融合发展。进一步促进文化和科

技融合，推进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科技在文创产业中的应用。积极推进文创领域的高

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工作，命名第六批市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企业、

园区与公共服务平台，扎实推进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建设。进一步做好“网上

文博会”、拍卖会“杭州文创馆”、“西泠网拍·艺是”等平台，支持文创电商平台发展。

继续实施文创西进战略，抓好“一村一品”认定与管理工作，加快文创与旅游、农业、非

遗、民宿等业态有机融合，打造一批具有西湖元素、杭州特色、江南韵味和时尚美感的文



 

 

创产品。5.强化人才队伍。建强杭州文创人才协会和杭州文创产业研究中心两大平台，继

续实施“杭州青年文艺家发现计划”和“杭州青年设计师发现计划”，进一步加大对高层

次文创人才及团队的引进力度。抓好“国大师带徒”、“杭州影视业国际化青年人才培养计

划”等重点项目；办好“白马湖文创讲堂”和“创意力量大讲堂”；继续举办文创产业人

才专场招聘会。办好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高校研究联盟论坛，加快与境内外研究机构的

交流与合作，促进文创学术研究、人才建设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深化市校合作，促进产

学对接，推动杭州师范大学文创学院建设。6.提升国际化水平。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

略，借力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认定一批文化服务

贸易重点企业、平台和项目，不断拓展文化出口渠道，开展境外文化领域投资合作。以“国

际化”为突破口，办好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第十一届杭州文博会等重点会展赛事，

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文化展示交易平台。办好 “MIP china·杭州”中国专场、戛

纳电影节技术大会颁奖活动等重点国际性活动。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

“工艺和民间艺术之都”建设，加强与网络城市间的合作交流，吸引更多的国际机构、项

目落地杭州，打造亚太地区创意城市网络的关键性节点城市。办好“融——Hand Made In 

Hangzhou”、“新杭线”等系列展览，组织企业积极参展米兰设计周、香港国际影视展等国

际重要展会。 



 

 

相关资质

认可或执

业许可证

明文件及

有 效 期 

无 

绩 效 和 

受奖惩及

诉讼投诉 

情况 

2016 年杭州市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杭州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组织了市级部门浙商创业创新工作考核，我办经考核获一等奖。 

接受 

捐赠 

资助 

及其 

使用 

情况 

无 

事业 

单位 

委托 

意见 

法定代表人：                  公章： 

                               年    月    日 

举办单位

意见（含保

密审查 

意 见） 

 

分管领导：                        公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送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