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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文化创意产业
虽然中国市场对日本的文化创意产品需求很高，但是

因受到限制、存在准入壁垒等原因，普及率很低。因此，盗
版、非法传播现象持续不断。与保护中国国内产业相比，构
筑健康的竞争市场和合理的著作权保护体制，更有利于有
效促进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有必要放宽对外
国企业和境外文化创意产品的限制，消除其准入障碍。

在新冠肺炎疫情漩涡中摸索发展的中国
文化创意产业市场

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拥有全球屈指可数的市场规模，截

至2019年，一直保持着逐年扩大的势头，但是2020年却受到

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近几年的市场概况如下所示。

电影
2020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为204.17亿元，同比下降

68.23％。其中83.7％（170.93亿元）为国产电影。进口影片的

票房收入从2019年的230.91亿元骤降至2020年的33.24亿

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1月下旬至7月的178天中，

电影院一直处于停业状态，此后开始按上座率限制入场人

数，这些成为了票房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特别是进口影片

中多部好莱坞电影延期上映，2020年国产影片占据了票房收

入排行榜的前10位，其收入占比与2019年的64.1％相比实现

了大幅增长。美国Comscore公司的估算结果显示，美国2020

年电影票房收入为23亿美元，同比下降了80％，中国2020年

票房收入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日本2020年

的票房情况显示，尽管不乏卖座的动画电影，但整体票房收

入仅为1,432.85亿日元，同比下降45.1％（其中日本国产电影

占比76.9％）。

出版
国家新闻出版署2020年10月发布的《2019年新闻出版

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出版、印刷、发行服务业

（不含电子出版）的整体营业收入为18,896.1亿元，同比增长

1.1％。2019年共出版图书105.97亿册，同比增长5.87％；出版

期刊21.89亿册，同比减少4.32％；数字出版销售收入为16.5

亿元，同比增长8.56％。

音乐
2019年中国音乐产业销售收入为3,950.96亿元，同比增

长5.4％。其中，数字音乐产业规模664亿元；音乐演出产业

规模200.41亿元；音乐图书与音像出版产业规模13.44亿元；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许可收入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

协会会收入合计达6.95亿元。过去充斥市场的非法传播音乐

制品正在逐渐被正版制品所取代，其中主要的音乐播放软件

包括酷狗音乐、QQ音乐、酷我音乐以及网易云音乐等。

游戏
据估算，2020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786.87亿

元，同比增长20.7％，保持快速增长。游戏用户规模达66,479

万人，同比只增长3.7％。由此可以推断，2020年游戏销售收

入的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疫情影响下的宅家需求。其中，移

动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096.76亿元，同比增长32.6％；

客户端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559.2亿元，同比下降9.1％；网

页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仅为76.08亿元，同比下降22.9％。

2020年，中国电子竞技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1,365.57亿

元，同比增长44.16％。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

收入154.5亿元，同比增长33.25％，其中，在美国和日本的销

售收入占到了整个海外销售收入的一半以上。

存在针对外国企业及海外文化创意产品
的过度限制

一直以来存在如下限制和准入壁垒，导致日本企业投资

机会受损。

电影

设立电影院上的外资限制
根据2004年起开始施行的《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

定》，外商不得设立独资电影院，不得组建电影院线公司。

设立合资、合营公司时，规定合营中方在注册资本的投资比

例不得低于51％，合资、合作期限不超过30年。另一方面，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

规定，取消在出版物印刷、电影院的建设和经营方面要求

中方出资过半的规定，这与《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相

矛盾。

进口、放映相关限制
国家电影局统一管理电影相关工作，日本电影自2012年

7月至2015年4月期间，一直未在电影院上映。以下为近几年

来日本影片的上映情况（不含合拍片)：2015年2部，2016年11

部，2017年9部，2018年15部，2019年24部，2020年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缩减至11部。

苛刻的合同惯例
很多美国电影在进口时，发行方与境外电影进口公司

（仅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2家公司

被认可）之间签订“分账”合同（票房分账模式），享有联合

发行的待遇。另一方面，按照惯例，日本电影等外国电影代

理发行一般采用“买断”合同（买断版权模式），而近年来，

日本电影的代理发行实质上正在越来越多地采用接近于票

房分账模式的合同。

电视节目、网络视频传播（包括动画）

禁止外资准入电视节目制作公司
根据2004年公布的《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允许与外资设立合资电视节目制

作公司。然而，根据2009年公布的《关于废止部分广播影视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对电视制作公司的外资准

入再次实施了禁令。

对境外电影、电视剧播放时间的限制
根据相关规定，境外电影、电视剧在黄金时间（19:00-

22:00）禁止播放。22点以后的境外节目也以美国大片为主，

极少放映日本文化创意产品。此外，还限制各频道一天之

内播出的进口电视剧不得超过当天同一频道所播电视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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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境外电视剧很难普及。

近年来，中国企业购买境外电视节目（电视剧和娱乐节

目）的模式版权后再制作中国版的情况屡见不鲜，根据《关

于做好2014年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编排和备案工作的通

知》（广发〔2013〕68号）（加强版限娱令），规定了禁止在黄

金时间放映境外版权节目，新节目的放映每年不得超过1个。

还有该通知的全文未在广电总局的主页上公开。

境外电影、电视剧在网络传播上的限制
最近，由于境外的正版文化创意产品与境外同步或稍后

就会在中国国内的网络上公开，在防止非正版文化创意产品

的网络传播方面存在一定的效果。但根据2014年9月发布的

《重申网上境外影视剧管理的有关规定》，由于预审等新规

定将妨碍正版文化创意产品的迅速公开，因此非常担心非正

版文化创意产品的传播会再次增加。另外，对于文化创意产

品传播的这一限制，也不利于中国国内企业近年来与境外企

业建立的商业交易。

限制境外动画片的进口，过度保护国产动漫产业
在17:00至21:00这一时段禁止播放境外动画片。对国产

动漫给予产业优惠制度，如，每天国产动画片与引进动画片

播出比例不低于7：3（2008年《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动画

片播出管理的通知》）、只可进口与国产动画制作机构制作

数量等同的境外动画片（2004年《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等。对已进口动画片的播放许可也越来越

严格，且新引进申请难以获批的情况仍然存在。实际上，自

2007年起，一直到2020年，电视台不再允许播放日本的动画

作品，即使在2021年2月开始再次播放后，除去唯一的一部

新作品“工作细胞”外，其他的均属于重播。另一方面，由于

中国对日本动画片的视听需求很高，对此CCTV以电影节目

而非动画节目的方式播放了剧场版动画片，有时也凭借独有

审查权进行播放，而其他电视台却很难采取相同的应对措

施。还有，对于已经与权利方签订正式合同后在网络上进行

播放的动画片，因为可能会对社会道德产生危害，也在不断

加强相应监管措施。不仅如此，由于此类监管的标准尚不明

确，权利人一方很难采取应对措施。

出版
目前，外资被禁止进入出版业。且只有获得许可的国有

企业才能进口国外书籍，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占

有60％以上的国内进口图书市场。不仅进口原版书籍受限，

出版中文版书籍和漫画时也需取得书号方可出版，近年来对

境外漫画作品出版许可的审批越来越严格。杂志出版需要取

得刊号，但却不对境外杂志单独发行新增刊号。因此，只能

通过与已取得刊号的中国国内杂志合作，以提供文化创意产

品的形式进入市场。

音乐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2020年版）》中的禁止外商

投资产业目录列举了“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

制作业务”。进口境外音乐软件必须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

（国家版权局）的审批许可。2017年9月国家版权局约谈境内

外音乐相关企业，建议在音乐传播方面避免授予独家版权。

虽然这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网络音乐产业健康发展等是

利好消息，但另一方面授予独家版权可以提高受权方的经营

积极性，授权方和受权方均可获益，但这一裨益未来将无从

享受。

游戏
进口网络游戏时，必须经由已取得新闻出版署核发的网

络出版服务许可证、且拥有互联网出版服务资格的企业进

行，外资企业实质上不可能进行单独的传播和收费活动。游

戏的出版（发行）必须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

的审批许可。

媒体组合、各种活动的开展
由于外资企业和境外文化创意产业存在各方面的限制

和市场准入壁垒原因，在实施以热销文化创意产品为核心的

（例如漫画出版×电视节目播放等）媒体组合、商品化计划、

活动、宣传时受到很大限制。其实为推动文化创意产品业务

的发展，采取这样有联动性的一系列措施不可或缺，但是目

前因各领域的限制，只停留在各自单独开展的阶段，导致文

化创意产品业务发展很难获得较大成功。拥有该领域经验

的境外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事例，应该可以为国内文化创意

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著作权保护体制以及行政手续的隐患
2020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自2021年6月

1日起施行。新《著作权法》对权利体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将

短视频等互联网上的文化创意作品纳入了保护范围，同时还

针对完善交易规则、加强权利保护作出了相应规定。特别是

权利保护方面，针对司法救济的损害赔偿额增加了新的规

定，即对于故意侵权或情节严重的，可以适用五倍以下的惩

罚性赔偿，同时还将法定赔偿额上限提高至500万元，在一

定程度上加大了处罚力度，这一点值得肯定。然而，新《著作

权法》以及行政程序方面，依然存在以下隐患。

法定许可范围的隐患
其中规定，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可以不

经著作权人许可，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

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时事性文章，新《著作权法》将其

范围限定为“时事性报道”，这一点固然值得肯定，但事实上

依然无法避免“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其作品”这一情

况的发生。使用作品应与著作权人签订使用协议为前提，未

经许可就使用作品的情况原则上应该取缔。也有必要检验与

伯尔尼公约第九条的统一性。

著作权登记制度的隐患
新《著作权法》第十二条中提出了署名推定规则：在作

品上署名的即为作者，同时还将著作权登记视为著作权成立

的一种初步证据。也就是说，该条规定将登记制度与署名推

定规则同时作为了确定著作权归属的两大必要证据。当前已

登记权利的注销程序尚未完善，著作权被抢注后，真正的著

作权人的利益可能无法得到保护。对于许多海外企业来说，

他们对于中国的著作权登记制度缺乏足够的了解，并且缺乏

登记意识，从而导致他们的文化创意作品在著作权方面存

在很大的风险。在现行制度下，日本的许多著作权已经遭到

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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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隐患
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方面，主要是担心音乐著作权

相关收入及分配信息等内容不够透明，不过根据新《著作权

法》第八条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制度今后将会得到进

一步的加强与扩充，我们依然希望通过这部修订后法规的

实施促进向更多权利人的信息公开。此外，按照本法规定，

一个领域只能设立一个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并允许各组

织形成垄断，希望今后放宽这一限制，给著作权人更多的选

择。为避免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因未将著作

权管理授权给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而蒙受损失，需要对尊

重著作权人的权利给予考量。

其他方面的隐患
·法律规定的可以回避技术性保护手段的条件，有可能

助长盗版。禁止回避限制应仅限于禁止积极回避和更
改行为。

简化和加速行政手续的办理
·存在对电影、动画、电视剧、出版物的内容进行事前审

查、检查，且限制标准也不透明。

·在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软件从制作到流通的全程都存在限
制，出现了多个部门执行多重限制的情况，手续耗时较长。

查处市场上的非正版文化创意产品
在中国，所有领域都存在非正版产品。电影、动画等视

频存在未经许可和非法网络传播，漫画等书籍方面存在盗

版及网络盗版，音乐方面存在盗版CD及未经许可和非法传

播，游戏方面存在盗版及未经许可和非法网络传播，卡通商

品方面存在仿冒产品及非正规渠道的销售等。

互联网上未经许可、非法传播视频的问题
截至2020年12月，中国互联网用户达到9.89亿人，较

2020年3月增加了8,540万人，其中99.7％的用户使用的是移动

网络。对版权所有人而言，中国市场中互联网上未经许可和

非法传播视频问题一直是一大风险。近年来，一些主要的视

频网站开始积极传播正版的日本人气作品，部分网站版权相

关意识有所提高，这些都有助于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另一

方面，最近中国政府对境外影像作品的管制有所加强，令人

担忧这将给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产业发展和人才创造性培养的障碍
由于仿冒产品和盗版泛滥，版权所有人无法享受本来应

得的利益。保护企业利益以及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才会真

正有助于培养企业的创作性并促进产业的发展。另外，打击

非正版文化创意产品，不仅给企业带来负担，对行政机关和

老百姓来说也是一笔社会支出。对于在新著作权法中纳入

加大实施著作权侵权者的惩罚力度等有关加强权利保护的

规定，我们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期待进一步加强运用。

＜建议＞
① 放宽对外国企业和海外文化创意产品的限制，

消除其准入壁垒
　发展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关键是应当通过良性

竞争培养国内企业和人才，而不是一味的保护国
内企业。无视市场需求限制海外正版进入市场，
会导致未通过政府事前审查、检查的仿冒产品、
盗版文化创意产品在市场上蔓延。建议如下：

·-取消对外国企业和对海外文化创意产品进口、制
作、流通、销售的各种限制，消除其准入壁垒。

·-希望允许外资企业经营线上音乐发行服务等。

② 完善和促进著作权保护体制，简化行政手续，加
快办理速度

　发展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必须放宽限制，同时
进一步加强对著作人权利的保护。针对《著作权
法》和行政程序，向国家版权局提出建议如下：

·-完善著作权被假冒登记时的撤销登记程序；

·-推进公开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收入和分配信
息、实体、权限等相关信息。在著作权集体管理
组织制度方面，应当充分尊重著作权人的权利，
引入竞争机制，取消各领域仅能成立一个著作权
集体管理组织的限制；

·-明确文化创意产品相关内容事前审查、检查的监
管标准；

·-进一步简化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行政手续，加快
办理速度；

·-虽然在职务作品、现场演示等方面给予员工奖励
是很重要的，但是关于给予奖励、报酬的方法及
金额等，应由各公司根据经营状况进行判断，而
不应通过法律进行规定。

③ 查处市场上的非正版文化创意产品
　为保护正规经营者的利益、促进中国文化创意产

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继续积极推进行政执法；

·-加大对互联网上盗版以及未经许可的文化创意
产品传播行为、下载网站等的监管力度；

·-围绕著作权的纠纷很多，这对当事人、行政机
关、司法机关以及社会都带来巨大负担。为了改
善这种状况，应推进有关著作权保护的普及教
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