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鮮部亦公庁文件

亦庁並友 〔2019〕 50号

文化和旅鮮部亦公庁美子征集 2019年 “一帯一路"

文化声立和旅鮮声立国F/Fi合作重点項目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宣格市文化和旅滸斤 (局 ),新彊生声建没兵困

文化体育新同出版片屯局、商券局 (旅洋局),本部各立属単位 :

ヽ 力貫物落共党中央、国券院美千 “一帯一路"建浚的重大決

策部署,カロ快推逃 “一帯一路"滑銭国家和地区 (以下筒称滑銭

国家和地区)文化声立和旅滋声立合作,促逃民′む相邁,文化和

旅滸部杵升晨 2019年 “一帯一路"文化声立和旅滸声立国昧合

作重点項目征集与扶持。現就有美事項垣知女口下:

一、重点方向

(一 )lli_功丈化庁上わ氷落庁上融合え晨。深入格掘笙路文

化辻声内涵,升友借承弘物仇秀文化、反映滑銭国家和地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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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疸的文化庁品。支持演Z、 功漫、奄1意没汁、文博文物、侍銃

工乞等行立有旅滸融合,奄1作生声面向国昧市場的特色文化声品

和国昧旅滸商品,汗友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八情的旅滸演乞精品

和旅済商品。

(二 )促辻丈化わオに落消費。鼓励国家文化消費拭′嵐城市カロ

張対滑銭国家和地区的宣侍推介,支持文化和旅洋企並牙友面向

滑銭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旅滸消費項目。

(二 )お造共有Z落特色的氷落残路。推功海上笙須え路由F

松旅済合作,咲合打造国昧旅済精品銭路。針対滑銭国家和地区

洋客升友入境旅滸品牌和銭路。鼓励々滑銭国家和地区合作研友

旅洋演乞声品。鼓励多元市場主体参与城市旅洋形象的海外菅

梢。支持旅済景点提升旅洋服券不境国昧化水平,針升滑銭国家

和地区主要活科建浚和配畳多活科図堵、宣侍材料、指引林沢牌、

自助早克器、智能活吉翻孝机等。対滑象国家和地区提供旅洋投

資、品牌、枝木、管理、林准等援助。

(四 )走没丈化片止わ氷落片止交易ゎ月随券千台。充分友拝

各美互咲図平合在促逃文化和旅洋頷域奄1新奄1立 中的作用,支持

建浚面向滑象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旅洋貿易跨境屯子商券平合。

支持建浚国昧性文化和旅滸貿易交易平合,提升我国大型文化和

旅滸晨会的寺立化和国昧化水平。支持文化和旅済貿易服弁平合

力各国企立提供寺立服券。支持尤共企立与滑銭国家和地区合作

侠伴共建景区、孵化器和双奄1中 J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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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促辻丈化わ氷落投資与基油没花走没。支持企立邁辻

独姿、合姿、控股、参股等形式在沿象国家和地区米亦実体、浚

立分支机杓,実現落地変菅。支持企並在滑象国家和地区建浚双

迪文化庁並和旅洋庁立合作国区、旅洋度仮区、自賀卒旅居キ露

菅地等。支持我国企立与沿象国家IFA府 以PPP(IEX府和社会資本

合作 )模式合作建没文化和旅洋基拙浚施項目。

(六 )ク晨数字丈化庁止合作。鼓励企立和研究机杓与沿銭

国家和地区合作,以侍筑文化資源力基拙,合作升友文化資源数

字化項目。支持与沿象国家和地区在功漫、洋戒、回絡音示等行

立的咲合唸1作、生庁及菅硝推片。支持我数字文化内容、技木、

林准等面向滑銭国家和地区出口。鼓励友晨数字内容A包翻澤 ,

建浚在銭和子社区。

(七 )カロ張稔1意没汁庁立合作。強化我文化奄1意和没汁庁立

与沿象国家和地区的消費需求対接,搭定与滑象国家和地区相美

行立的交流与合作平合,lli功 我国文化文物単位仇秀侍銃文化資

源面向滑象国家和地区的授枚与合作,推片仇秀文化奄1意声品。

支持在沿象国昧性城市浚立中国奄1意没汁庁品体詮中′む。

(入 )深化丈化及各
～
オた洋及各庁立合作。鼓励文化和科技

深度融合,支持我文化科技企並建浚面向滑象国家和地区的文化

科技奄1新咲盟和文化科技奄1新基地。支持文化装各和旅洋装各企

並面向滑象国家和地区升晨貿易,仝声並従推片中国奄1意 、中国

庁品、中国技木和中国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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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量化国隊化庁止人オ培界。支持曰統国昧文化和旅滸

貿易規ス1、 声品和服券菅硝推片、海外投資、市場研究等内容升

晨的人オ培ツ|、 主題搭塚等活功。か張渉クト文化和旅滸奄1意人オ、

変菅管理人オ和服弁人オ陳伍定浚。支持建立国膵化的文化和旅

洋智岸,升晨 “一帯一路"文化庁立和旅滸産立合作寺題研究,

井出版4El美著作。

二、項目要求

(一 )以 刀近平新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思想力指早,仝面

貫微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仝会精神,堅持以社会主文

核Jむ 介値規和新友晨理念力引頷,堅持升放包容、互不1共鼠,堅

持共商共建共享。

(二 )米オロ重点支持方向,結合各地、各単位和滑象国家央

昧情汎,具有切央可行的実施方案。申扱主体在本地本行立具有

頷先仇勢。対配合春市等中国侍筑市仄、区域性及国昧性文化市

事、国家重点外交活功等的項目予以仇先考慮。

(三 )堅持把社会妓益放在首位,社会妓益和笙済妓益相筑

一。内容私板健康,内涵キ富、奄1意新穎,符合滑象国家和地区

文化侍筑、常美ヨ慣和消費模式,突 出中国侍筑文化精髄均現代

文化友晨,有不1千 引早企並升拓海外市場,有不|千提升中学文化

的影哨力。

(四 )似 申扱項目存在重大法律夕1分 ,或 申扱主体因辻法辻

規行力被有美部日丈蜀未満 2年的,不得参均申扱。申扱項目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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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期力 1-3年 (合 申扱当年 )。

三、申扱流程

(一 )各地申扱主体包括国家文化消費拭点城市、文化文物

単位文化を1意声品升友拭点単位、文化和旅済部参考共建各院校

等向所在省 (区 、市 )(包括新彊生庁建没兵困,下 同)文化和

旅滸斤 (局 )申 扱。文化和旅洋部宣属単位、国家対タト文化貿易

基地宣接申扱。

(二 )各省 (区 、市 )文化和旅洋斤 (局 )負 責初逍,井千

2019年 4月 30日 前邁辻文化和旅洋部庁立公共服券平合

(wⅧo ccipp.org)在銭提交申扱材料,文化和旅済部立属単位、

国家対外文化貿易基地宣接登永咳平合提交申扱材料。

(三 )各省 (区 、市 )文化和旅済斤 (局 )扱送項目不足辻

6企。文化和旅洋部立属単位、国家対外文化貿易基地申扱項目

不足辻 2企。国家文化消費拭点城市扱送項目不超址 2企 ,不 占

各地指林。文化文物単位文化奄J意庁品升友拭点単位可扱送不足

辻 1今項目,不 占各地指林。

(四 )2018年 11月 己参加文化和旅洋部声立友晨司俎鉄的

功漫洋戒産立 “一帯一路"国 昧合作項目申扱的項目統一幼入本

次項目坪常,不再重夏申扱。

四、市核決定

文化和旅済部声並友展司,E恙 申扱材料,井俎須寺家及文化

和旅洋部相美司局究成寺家委員会逃行坪常,千 2019年 6月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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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坪辻出 2019年 “一帯一路"文化声並和旅済声並国昧合作重

点項目,公示后予以公布。

五、扶持力ヽ法

入逃項目杵被命名力 “文化和旅済部 2019年度 `一 帯一路'

文化声立和旅済声並国昧合作重点項目",井幼入我部庁並公共

服券平合,対項目及所属企立重点分予各項支持和服券。具体女ロ

下 :

(一 )仇先参か我部与各国IEA府文化和旅洋主管部 |¬ 合作升

晨的有美交流合作活功。我部駐外文化和旅洋机杓対項目在滑銭

国家和地区的落地実施分予必要指早和支持。

(二 )仇先参加我部在滑象国家和地区市点城市挙力ヽ的巡回

推介活劫,接照文化旅洋、を1意没汁、功漫洋戌、数字文化等重

点頷域分炎俎須実施。支持参カロ相美海外重点国杯晨会。

(三 )仇先参加我部挙亦的 “一帯一路"合作有美培ツ1以及

中国文旅声品国隊菅硝年会系夕1沿塚。

(四 )仇先推若与国家須政府投資基金、IEA策性匁行和投融

資机杓定立合作,拓完融資渠道。

(五 )可享受国昧文化声立和旅洋声並功恣信息、重要晨会

信息、国男1貿 易不境等系夕1信 息服券。

(六 )可享受企立和品牌海クト影哨力坪借服弁。

六、結項考核

(一 )入逍項目完成后 20企工作曰内,各 申扱主体径各省

-6-



(区 、市)文化和旅洋斤 (局 )向 文化和旅洋部声立友展司扱送

恙錆材料;文化和旅洋部立属単位、国家対外文化貿易基地宣接

向文化和旅洋部庁立友晨司扱送恙箸材料。

(二 )恙箸材料座包括:項 目基本情九、主要特点、媒体反

映、受淡反伏、意見定洪等,井附釆労扱道、国片、音祝頻、筑

十数据等。

(三 )文化和旅洋部庁立友展司杵委托第二方寺立机杓対
入地項目的海クト落地実施情汎逃行眼踪美注,井釆用多紳方式監

督、栓査、坪借項目廣量。

(四 )入地項目抗行前一般不倣凋整,政口過特殊情汎碗需凋
整的,須 向文化和旅洋部声並友晨司各案;魂 需取消的,須及叶

向庁並友晨司倣出ギ面報告。

(五 )入地項目執行址程中出現下rll情九的,由 文化和旅洋

部対其逃行垣扱批坪,井 IEx消 申扱主体 3年内申扱姿格 :

1.外国家形象造成不良影噛;

2.辻反法律法規;

3.侵犯知沢庁枚;

4.項 目申扱及抗行存在弄虚作仮行力;

5。 檀自変更項目内容;

6.坪借未迷要求,延退上扱或不扱′こ結;

7.未在規定叶限内完成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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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琺系方式

申扱IEA策 各詢:文化和旅滸部声立友展司 李汗軒

屯新i: 010-59881575

準ケJ等 : 010-59881406

由F茶曹: trade@chinaculture.org

地址:北京市末城区朝陶日北大街 10号

由卜り自: 100020

申扱平合技木各洵:王写

咤Lう]: 15810251332

特此邁知。

附件:文化和旅洋部 2019年 “一帯一路"文化庁立和旅洋

声立国昧合作重点項目申扱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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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文化和旅鮮部 2019年 “一帯一路"

文化声並和旅鮮声立国際合作

重点項目申根牟

年   月   日

称

体

体

期

名

　

王ヽ
　

主

　

日

目

扱

送

扱

項

申

扱

申

(孟幸 )

(孟幸 )

文化和旅滸部声並友展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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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青牟

申扱主体承港:

本申扱ギ及其他附件所填内容真共、

准碗、完整,不侵犯第二方知沢声杖等枚
不1,井遵守国家各項法律法規。女口填写内
容不央,尽意承担相美責任有后呆。

申扱主体 : (蓋章 )

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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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根主体

机杓名称 (蓋章 )

机杓地址

狙狽机杓代偶

(統一社会信

用代4)
成立吋同

注冊地

阿 址

在取人員数 資声情況

上年末

姿声恙額

固定姿声

法定代表人 身紛江号

瑛系方式

屯 活

手 机

由「  茶自

申扱主体筒介

申扱主体

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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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年度財扱

表 (可男附 )

教幼社保人員

名単及近 3↑

月社保数納江

明 (可男附 )

申扱主体

荻美情況

失 項 荻失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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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根項目

項目名称

項目実施地

項目目椋

項目起始吋同

項目負責人 身分江号

項目資金来源

投資額度

預if収益額度

策支Jtll意

主要内容

社会倫値

実施思路

避度安劇ト

目禄市場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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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合作方

机杓名称

机杓地址

成立吋同

注冊地

同  址

法定代表人 江件号碍

朕系方式

屯 活

手 机

由F   ォ自

項目合作方

筒介

合作切波或

合同隻印件

(可男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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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家狙沈江意見

答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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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国家対外文化貿易基地 (北京、上海、深〕|),国 家文化消費

各拭点城市,本部参萄共建各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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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P3月 29 日 `ロ タを文化和旅洋部亦公斤

初校:王 攻  冬校:李汗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