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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文化产业立法模式之选择 ∗
王者洁
( 天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ꎬ 天津 ３００３８７)
摘

要:中国文化产业立法模式的选择当借鉴文化产业强国立法之成功经验ꎮ 目前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以亚洲

国家为代表的专门立法以及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分散立法两种模式ꎮ 鉴于国情和实际需要中国文化产业立法应
以“ 文化强国” 为指引ꎬ坚持“ 立法基本原则＋立法基本方针＋立法技术规范” 三位一体的立法原则ꎬ按照以文化产业
基本法为基础、文化产业单行法为补充的基本进路ꎬ选择专门立法这一立法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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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立法是促进文化产业繁荣与发展的基
础性工程ꎬ其立法模式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文化产业
立法与法律的适用ꎬ进而影响到文化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ꎮ 当下ꎬ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出发ꎬ在严
格遵循« 宪法» 和« 立法法» 精神的前提下ꎬ协调现有
文化产业法律制度ꎬ借鉴文化产业相对发达国家之
成熟立法经验ꎬ审慎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产业
立法模式乃当务之急ꎮ

１

１.１

文化产业立法模式的基本理论
“ 文化产业” :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

文化产业(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的概念源于法兰

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理论ꎮ １９４７
年ꎬ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 Ｍ. Ｈｏｒｋｈｅｉ￣

ｍｅｒ) 与阿多诺( Ｔ. Ｗ. Ａｄｏｒｎｏ) 在合著的« 启蒙辩证
法» (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一书中首次提出“ 文
化工业” 一词ꎬ认为文化具有大工业的特征ꎮ 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ꎬ文化工业逐渐从一个含有批判意
蕴的词语发展成为一个中性的概念ꎬ文化产业这一
词汇替代了之前的文化工业ꎮ 文化产业更为强调其
产业化和产业门类ꎬ从而区别于文化工业中所蕴含
的工业意识形态含义ꎬ进而成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
“ 文化———经济” 类型ꎮ

１９９０ 年ꎬ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使用“ 版权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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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一词ꎬ“ 版权产业又可分为

四类核心ꎬ即:版权产业、部分版权产业、发行类版权
产业、有关版权产业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欧盟在 « 信息社会

２０００ 计划»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Ｉｎｆｏ２０００) 中使用
了“ 内容产业”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一词ꎬ 并定义为
“ 制造、开 发、 包 装 以 及 销 售 信 息 产 品 与 服 务 的 产
业” ꎮ １９９８ 年ꎬ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在« 英国
创意 产 业 路 径 文 件 »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１９９８) 中表述为“ 创意产业”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ꎬ定义为“ 源于个人创意与技能及才华、拥
有知识产权且具有创造财富并增加就业潜力的产
业” ꎮ 同年ꎬ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在« 作为新增长产
业的内容»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ｓ ａ Ｎｅ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中定
义内容产业为“ 由主要生产内容的信息和娱乐业所
提供的新型服务产业” ꎮ

２００１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文化、贸易与全

球化:问题及答案» (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ｓｗｅｒｓ) 中ꎬ使用了“ 文化产业” (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一词ꎬ定义为“ 依据工业标准进行生
产或再生产、储存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活动” 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ꎬ“ 文化产业” 的概念方才

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ꎬ官方文件始见于 ２０００ 年中共
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
划的建议» ꎮ 此后ꎬ«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 » 中开始定义文化产业ꎬ即向消费者提供精神

产品及服务的行业ꎮ ２００３ 年ꎬ文化部« 关于支持和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定义为“ 从事文
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 ꎮ ２００４

年ꎬ国家统计局« 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 中定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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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为:“ 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

时ꎬ具体的制度如何设计、制度的刚性强弱等亦影响

活动以及 与 这 些 活 动 有 关 联 的 活 动 的 集 合” ꎮ 嗣

着文化产业立法的结构模式的选择ꎻ反之ꎬ结构模式

“ 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

现ꎮ

后ꎬ又在« 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 ２０１２) » 中定义为:
活动的集合” ꎮ

迄今为止ꎬ“ 文化产业” 的定义亦没有形成比较

统一和权威的解释ꎮ 笔者认为ꎬ “ 文 化 产 业” 包 含
“ 文化” 与“ 产业” 两个层面ꎬ就文化层面而言ꎬ包含

又决定了制度如何设计ꎬ决定着整体法律效果的实

２

２.１

域外文化产业立法模式之比较
以亚洲为代表的专门立法模式
所谓文化产业专门立法模式ꎬ是指在一国立法

着艺术、创造性等精神内容ꎻ就产业层面来看ꎬ又包

体系内由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基

含着经济的要素ꎮ 显然ꎬ文化产业是以文化企业为

本目标、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以及法律责任等予以总

主体ꎬ以文化经济化为基本取向ꎬ以向市场提供文化

括性规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ꎮ 文化产业专门立法的

产品及文化服务为目的、以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

特征是将一国文化产业的基本目标和原则、适用范

生产分配和交换为内容的产业形态ꎮ

围、管理机构等基本制度ꎻ财政、金融、税收、准入、准

１.２

文化产业立法模式:内涵界定

出、人才引进及培养等具体促进制度以及法律责任

所谓文化产业立法模式ꎬ即立法机关从事文化

等内容统一地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ꎬ是该领域最高

产业立法活动时所采取的某种立法形式ꎬ是将文化

位阶的法律ꎮ 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中

产业理论上升为规范且作用于实践的关键ꎮ 立法机

国台湾地区的文化产业立法采取这一模式ꎮ

关从事立法活动时ꎬ需将文化产业的相关法律规范

韩国作为世界上最早采取专门立法模式制定文

以一定的外在表现方式予以整合、编制并公布、施

化产业促进法的国家ꎬ１９９９ 年 ２ 月ꎬ即通过了« 文化

行ꎬ文化产业法律文件的形式选择是立法模式的外
在表现ꎮ 立法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立法的价

产业振兴基本法» ꎬ该法由总则、制作、流通、文化产

业的基础建设、文化产业专门公司、罚则五章和一个

值取向、立法内容的取舍以及立法技术的选择ꎬ对整

附则构成ꎬ共五十九条ꎮ 其立法目的在于确立、扶持

个立法活动有着决定性的意义ꎮ 一个国家的文化产

及培育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事项ꎬ为促进本国文化

业立法模式对该国文化发展保护极为重要ꎬ选择何

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ꎮ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ꎬ韩国对

种立法模式ꎬ会直接影响对文化产业保护的程度ꎮ
文化产业立法模式从立法内容和形式的角度可
以分为目标模式、结构模式以及制度模式ꎮ 所谓目
标模式乃是一国通过文化产业立法以实现其主要立
法目的和宗旨并基此整合其规则从而呈现出来的立
法总体特征ꎬ亦即立法者通过所立之法所欲达到之
目标ꎮ 立法者在立法之前ꎬ需考量和确定通过文化
产业立法所欲实现什么目的、体现怎样的价值ꎻ结构
模式是指一国涉及文化产业相关法律等载体所呈现
出来的总体特征ꎬ如有些国家制定专门的文化产业
法ꎬ亦有将文化产业的相关内容分散于多个单行法
律中ꎻ制度模式是指一国文化产业立法的具体制度
设计ꎬ以及如何恰当引入相关具体制度的技术性问
题ꎮ

« 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最终修
订) 经历 ２０ 次修改ꎬ每一次修订都反映了韩国文化
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新变化以及新方向ꎮ 与
此同时ꎬ陆续对« 著作权法» 、« 演出法» 、« 电影振兴
法» 、« 影像振兴基本法» 、« 唱片录像带暨游戏制品
法» 以及« 广播法» 等进行了修订ꎬ为文化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完备的法律保障ꎮ
日本 在 １９９６ 年 提 出 了 « ２１ 世 纪 文 化 立 国 方

案» ꎬ确立了“ 文化立国” 战略ꎮ ２００１ 年出台了« 文
化艺术振兴基本法» ꎬ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制定了« 知识财
产基本法» ꎮ 在此基础上ꎬ２００４ 年 ６ 月ꎬ日本颁布了
« 关于促进内容的创造、保护及活用的法律» ꎬ其立

法目在于有效促进内容产业的创造、保护及利用ꎬ该
法分为总则、基本措施、振兴文化创意产业和行政机

立法的目标模式、结构模式以及制度模式之间

关措施ꎬ共三章三十五条ꎮ 此外ꎬ针对文化产业部门

乃是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ꎬ目标模式和结

内的各个行业ꎬ日本还制定了与该法相配套的具体

构模式是文化产业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均以具体

措施ꎬ对文化创业产业的保护与重视程度可见一斑ꎮ

的文化产业法律制度为依托ꎬ方能实现其功能ꎮ 同

台湾地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ꎬ通过了« 文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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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产业发展法» ꎮ 该法分总则、协助及奖补助机制、

和 １９６７ 年法国两次颁布« 历史保护选区和不动产

地区文化产业的自身发展特色ꎬ将立法着重于对文

提供了法律保障ꎻ１９８３ 年出台了« 建筑和城市保护

租税优惠、附则ꎮ 共四章三十条ꎮ 台湾地区结合本

修复法» ( 又称« 马尔罗法» ) ꎬ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

化产业的资助与奖励ꎬ明确强调政府在文化产业发

区域外省化法» 对文化遗产整体进行保护ꎻ２００４ 年

展中的促进作用ꎬ以及文化产业中人才、场所、资金

法国« 遗产法典» 颁布实施ꎬ自此法国建立起了一个

等各个生产要素ꎬ特别是规定了文化创意产业中智

完整、协调的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ꎮ

力成果可以作为财产权予以出质ꎮ 与此同时ꎬ还制

除此之外ꎬ１９７４ 年法国颁布« 文化宪章» 以促进

定了与«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 相关的特别法及其

青年艺术家和当代艺术的突破性发展ꎻ１９７８ 年ꎬ颁

配套规范ꎬ包括:对重点文化产业予以政策扶持ꎬ为

布« 博物 馆 财 务 法» ꎬ１９８１ 年 颁 布 « 图 书 统 一 价 格

之发展营造适宜的政策环境ꎻ修正文化产业发展基
金投资机制ꎬ以强化文化产业投资的成效ꎻ成立推动
文化产业发展专门机构ꎬ以协助各项文化产业辅助
措施的落实ꎮ 即以专门立法并辅之以配套规范的模
式ꎬ保障该地区文化产业的持久、健康发展ꎮ
２.２

以欧美为代表的分散立法模式
所谓文化产业分散立法模式ꎬ即并未将调整文

化产业的规范整合在一部法律之中ꎬ而是散见于与

法» ꎬ２０１１ 年颁布« 数字图书价格法» ꎬ规范了出版业
的有序竞争ꎻ１９７４、１９８２ 和 １９８６ 年ꎬ三次颁布了« 广
播法» ꎻ１９９２ 年颁布« 知识产权法典» ꎻ２００２ 年ꎬ颁布
了« 博物馆法» ꎬ规范博物馆的运作ꎮ ２００６ 年颁布
« 作者权利以及信息社会作者的相关权利法» 列举
了数字版权管理环境下应受刑罚的行为ꎮ ２００９ 年
通过« 促进互联网创造保护及传播法» ꎬ保护涉及通
过网络传播的音乐作品、影视作品及数字图书ꎮ 由

之相关的不同领域的单行法律规范之中ꎬ各单行法

此ꎬ法国通过分散在不同领域的立法ꎬ调整文化产业

虽适用范围各异ꎬ但效力相同ꎮ 文化产业分散立法

的发展ꎮ

模式其特征在于并不刻意强调文化产业发展总体目

３

标ꎬ而是通过分散在文化产业不同领域的单行法予
以调整ꎮ 采取这种立法模式的国家通常将文化产业
视为知识产权、历史文化遗产等ꎬ主要代表国家是美
国以及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ꎮ
在美国ꎬ版权产业可以理解为文化产业的指称ꎬ
１７９０ 年ꎬ美国即颁布了« 版权法案» ꎬ之后加大对知

３.１

文化产业立法模式之选择
文化产业立法模式选择的依据
由于各国历史形成的法律传统不同ꎬ使得立法

模式各具特色且呈现多样性ꎬ但任何一个国家立法
模式的选择均取决于以下四个要素:
其一ꎬ立法传统ꎮ 立法模式的选择在一定程度

识产权 的 保 护 力 度ꎬ 对 « 版 权 法» 历 次 修 改ꎬ 并 在

上取决于该国的立法传统ꎬ在文化产业的立法上ꎬ有

１９９８ 年ꎬ颁布« 版权保护期限延长法案» ꎬ延长了自

立法的形式ꎬ例如ꎬ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ꎻ有的国家

案» ꎬ对网络侵犯软件与音乐作品行为首次做出系

的国家遇到新的法律关系采取制定新的法律来予以

权赔偿法案» ꎬ加大了对侵犯版权行为的民事赔偿ꎮ

家则尽量从已有的立法中寻找依据ꎬ如德国把文化

文件夹存储未发行的电影、软件、音乐的行为规定可

面立法中的相关规定来规范文化产业ꎮ

１９７６ 年« 版权法案» 的基础上推出了一系列新法律ꎮ

些国家在制定某一领域的法律时ꎬ倾向于采用专门

然人与 法 人 的 版 权 期 限ꎻ 颁 布 « 数 字 千 年 版 权 法

则倾向于比较分散的单行法ꎬ如美国及欧洲国家ꎻ有

统规定ꎮ １９９９ 年ꎬ颁布« 防止数字化侵权及强化版

规范ꎬ如日本制定专门立法以规范文化产业ꎻ有的国

２００５ 年ꎬ又颁布« 家庭娱乐与版权法案» ꎬ对在共享

产业看作是文化事业的一部分ꎬ故此以文化事业方

处以罚款及监禁ꎮ 依靠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ꎬ美国

中国立法传统比较倾向于制定法典和基本法ꎬ

把版权产业发展成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独立产

现行文化产业立法主要分散在各部门法中ꎬ表现为

业ꎮ

零散的规定且相关政策和规范文件较多ꎬ因此ꎬ结合
法国的文化产业立法与美国的模式类似ꎬ其丰

中国的立法传统ꎬ制定一部专门的文化产业的基本

富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其立法最主要内容ꎮ １８８７

法ꎬ可以通过制定统一的标准解决文化产业发展过

保护ꎻ１９３０ 年颁布了« 自然古迹遗址保护法» ꎻ１９６２

共同发展ꎮ

年和 １９１３ 年的« 历史古迹法» 对文化遗产进行法律

程中的问题ꎬ使文化产业在一个统一的法律规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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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ꎬ立法内容ꎮ 立法形式亦取决于立法的内

无疑更为高效且利于执行ꎮ

容ꎬ如果立法内容十分简略ꎬ则无法编纂为一部法

专门立法模式注重对文化产业的立法引导ꎬ不

典ꎻ如果立法规范的问题较为单一ꎬ则无法形成综合

仅可以在宏观上将国家文化产业的基本政策上升到

性法律ꎻ如果立法中具体制度规范尚不成熟ꎬ则只能

法律层面ꎬ还可以通过相对原则性的规定ꎬ为日后分

制定为框架性的法律ꎮ 中国文化产业涉及门类繁

门别类的制定单行法奠定基础ꎮ 由于中国的文化产

多ꎬ内容涵盖广泛ꎬ因此需要以专门立法形式将立法

业起步比较晚ꎬ虽然现实中各个地方已经存在诸多

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各方面的内容整合在一起ꎬ制

关于文化产业的相关法规、规章以及政策ꎬ但是这些

定统一而又全面的法律规范ꎬ从宏观上为中国文化

法律规范之间并不能做到有效的协调和补充ꎬ反而

产业发展起到引领作用ꎮ

会由于没有一部统一的基本法的引导而导致内容的

其三ꎬ相关立法ꎮ 相关立法的完备程度如何亦
可以决定立法的形式ꎬ若相关立法比较完备ꎬ则没有

冲突ꎬ相形之下ꎬ采取专门单独立法的模式更为适合
国情ꎮ

必要采取专门性的单独立法这一形式ꎬ仅需就某一

其次ꎬ从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来看ꎬ当下中国尚处

方面制定补充性的单行立法即可ꎻ否则ꎬ就需要制定

于初级阶段ꎬ尚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手段来促进和发

专门性立法ꎮ 现阶段文化产业立法尚未形成一个独

展文化产业ꎬ需要立法的推动和引导ꎮ 目前ꎬ促进中

立的法律部门ꎬ且各类规范分布零散ꎬ相互之间相对

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手段是各项产业政策ꎬ缺乏

独立ꎬ难以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形成一个统一的法律

基础性的、统筹性的制度支撑与保障ꎬ故文化产业的

体系ꎬ因此需要一部统一综合的文化产业基本法ꎮ

立法模式不宜采取欧美分散立法模式ꎮ 鉴于中国文

使全国的文化产业在一部统一的法律规范保障下共

化产业发展的现实诉求以及文化法制建设状况ꎬ以

同均衡地发展ꎬ地方可以在统一的文化产业基本法

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为代表的专门立法模式更值

的指导下ꎬ根据本地自身的发展状况相应地调节本

得中国大陆借鉴ꎬ即制定对整个文化产业领域的发

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ꎬ如此方能更好地保障文化产

展具有涵摄与整合意义的文化产业专门的基本法ꎮ

业发展ꎮ

再次ꎬ从立法传统影响方面来看ꎬ中国注重统一

其四ꎬ立法技术ꎮ 一国立法的技术成熟程度亦

立法和成文法ꎮ 立法习惯在本质上更接近大陆法

决定了其立法形式ꎬ在立法技术成熟的国家ꎬ通常倾

系ꎬ即采用统一的立法模式ꎬ强调成文的法律ꎮ 况

向于制定包罗万象、逻辑严谨的法典ꎻ反之ꎬ则往往

且ꎬ现行立法权限的划分采取的是中央集权下的地

分步进行ꎬ先制定纲领性、框架性的法律ꎬ待条件成

方分权模式ꎬ立法主体的立法权体现为中央立法权

熟后再行制定予以配套的单行法ꎮ 相对于发达国家

以及源于中央、法律的授予的地方立法权ꎬ中央立法

完备的文化产业法律体系ꎬ中国文化产业的立法技

权处于主导地位ꎬ地方立法权相对有限ꎬ这种立法权

术尚不够成熟ꎮ 因此ꎬ现阶段更具现实性与合理性

限的划分更适宜采取专门的立法模式ꎮ

的是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制定框架性的文化产业基本

况且ꎬ从历史上看ꎬ无论是制度、法律、经济、政

性法律ꎬ既有促进、保障功能ꎬ亦能立足于未来具体

治、文化都强调中央的领导和统一ꎬ这势必影响文化

各个相关部门法的制定ꎮ

产业立法模式的选择ꎮ 因此ꎬ有必要借鉴日本、韩国

３.２

及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ꎬ以“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专门立法模式是中国文化产业立法的必然选

择

国” 战略为指引ꎬ以基本原则为指导ꎬ制定文化产业
首先ꎬ从立法模式对比来看ꎬ专门立法模式立法

专门立法作为基本法ꎬ在此基础上制定与之配套的

层级相对较高能够形成明确的系统性管理规范ꎬ立

重点领域立法ꎬ辅之以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并制定

法目的明确ꎬ针对性强ꎻ分散型立法模式ꎬ将文化产

区域性文化产业地方立法等以弥补基本法之不足ꎮ

业的法律规范分布在不同领域的法律或者法规之

４

中ꎬ更具可操作性ꎮ 美国、法国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分
散型立法模式均系利用本国原有的较为完整的知识
产权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ꎬ而韩国、日本
为代表的专门立法模式在本国文化产业发展初期ꎬ

４.１

专门文化产业立法模式之设计
确立文化产业立法原则
作为立法的内在精神品格ꎬ文化产业立法原则

当体现法律的基本原则ꎬ在立法内容上服膺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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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产业本身所具有的规律及特征ꎬ在立法形式上符合

业促进法» 的首要内容ꎬ权力规制更是其重要内容ꎮ

立法技术规范ꎮ 对应这一要求ꎬ文化产业立法的原

同时ꎬ应当体现政府推动与市场主导的统一ꎬ在文化

则体现为“ 立法基本原则 ＋ 立法基本方针 ＋ 立法技术
规范” 的统一ꎬ具体设计如下:

产业发展尚不发达的时期ꎬ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无
法完全依赖市场机制予以调节ꎬ必需借助适度政府

第一ꎬ 文 化 产 业 立 法 的 基 本 原 则ꎮ 一 是 坚 持

管理与调控ꎮ 故通过立法形式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

«宪法» 原则ꎬ以« 宪法» 原则和精神为指导作为文化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措施固定下来ꎬ以保障

产业立法依据ꎻ二是坚持法治原则ꎬ文化产业立法的

各项政策措施的强制实施ꎬ从而形成市场主体公平

权限、形式、程序符合« 立法法» 的规定ꎬ上位法与下

竞争的法律环境ꎮ

位法之间统一ꎬ文化产业相关法律、法规之间保持和

４.３

谐ꎬ不发生冲突和抵触ꎻ三是坚持本土化原则ꎬ坚持

加强文化产业重点领域单行立法
仅仅制定« 文化产业促进法» 这样一部文化产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ꎬ弘扬优秀民族文化ꎬ在

业基本法尚无法规范文化产业各个方面的具体内

本国特色基础上顺应国际化发展趋势ꎻ四是坚持公

容ꎬ需要制定涉及文化产业各具体方面的相关单行

序良俗原则ꎬ限制文化产业主体的权利滥用ꎬ文化产

法ꎬ从而有针对性地规范文化产业的各个具体门类ꎮ

业主体在实现自己利益时兼顾社会利益ꎮ

文化产业单行法是引导、保障和规制文化产业各具

第二ꎬ文化产业立法的基本方针ꎮ 一是立法宗
旨为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ꎬ满足公众基本文化需

体门类产业发展的法律规范ꎬ是文化产业基本法的
原则在文化产业各个领域中的具体法律体现ꎮ

求ꎬ注重文化产业主体的权利保障ꎻ二是促进为主、

文化产业单行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ꎬ视听

管理为辅ꎬ以扶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为立法主基

产业领域的单行法ꎬ包括« 电影产业促进法» 、« 广播

调ꎻ三是市场化与法律规制相协调ꎬ政府责任与多元
参与相结合ꎬ强调政府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中
的主导责任ꎬ培育引导文化产业市场形成ꎻ四是保障
国家文化安全ꎬ通过立法预防外来文化渗透、入侵ꎮ
第三ꎬ文化产业立法的技术规范ꎮ 一是立法结
构技术上体现科学立法ꎬ文化产业法律规范的内部
结构、外部形式均做到内容完整、要素齐全ꎬ体例安
排规范、统一ꎻ二是立法程序技术上体现民主立法ꎬ
文化产业立法过程中体现多元主体参与ꎬ社会公众

电视法» 、« 演出法» 等ꎻ第二ꎬ新闻出版发行产业领

域的单行法ꎬ包括 « 记者法» 、« 新闻通讯促进法» 、
« 印刷发行业促进法» 等ꎻ第三ꎬ网络文化产业领域
的单行法ꎬ例如« 网络产业促进法» 、« 网络信息安全
保障法» 等ꎻ第四ꎬ旅游娱乐产业领域的单行法ꎬ如
«文化娱乐产业促进法» ꎬ以加强对文化娱乐市场的
规制和保障ꎮ
４.４

加速文化产业地方立法
文化产业发展的地域差异性要求各地方立法机

参与、监督立法的全过程ꎻ三是立法语言技术上做到

构加速地方配套性法规的制定ꎬ有鉴于中国各地区

法律规范表达完整、概括、明确ꎬ立法语言运用准确、

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ꎬ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严谨、简明ꎮ

能力差距甚远ꎬ现阶段各地区均出台针对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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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文化产业基本法

发展的地方性法规ꎬ尚缺乏现实可行性ꎮ 故此ꎬ在文

作为文化产业立法的“ 顶层设计” ꎬ文化产业基

化产业发展相对发达的省市ꎬ如北京、上海、天津、重

本法包括促进与规制两个层面ꎬ对文化产业领域的

庆四直辖市率先探索出台地方性法规不失为一个现

社会关系具有整体性调整与基础性统筹作用ꎮ 激励

实的选择ꎮ

是法律的核心功能ꎬ现阶段中国文化产业基本法当

事实上ꎬ国内针对文化产业的地方立法实践早

主要从促进层面着手ꎬ制定« 文化产业促进法» ꎬ对

已开始ꎬ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深 圳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即 通 过 了

« 文化产业促进法» 是调整文化产业领域主体

条ꎬ着重针对文化产业的创业扶持、发展扶持、出口

文化产业法律体系建设起到核心驱动作用ꎮ

« 深圳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 ꎬ 全文共六章二十 九

之间法律关系ꎬ确立文化产业运行的基本原则ꎬ构建

扶持、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引进等内容予以规定ꎮ 同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制度ꎬ引导、鼓励文化产业

年 １２ 月ꎬ山西省太原市人大常委会颁布了« 太原市

创新的基本法ꎮ « 文化产业促进法» 应当实现权利
保障与权力规制的统一ꎬ文化权利保障是« 文化产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条例» ꎬ全文共五章四十七条ꎬ重

点规定了文化产业引导扶持措施、市场培育措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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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保障措施以及交流合作措施等内容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发布« 西安市文化产业
促进条例( 草案) » ꎬ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ꎮ 该草案
设计为七章三十八条ꎬ主要内容为政府在文化产业
发展中的职责、文化产业市场培育措施、人才引进政
策、文化产业基金融资支持等事项ꎮ
地方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的制定可以借鉴深圳、
太原、西安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等规范性文件的结构
安排ꎬ设计合理的法规文本结构ꎬ以激励为主导立法
取向ꎬ设计思路切合当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
需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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