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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厦文发办〔２０１８〕１８号

★

关于开展“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厦门市文化企业３０强
和创新成长型文化企业２０佳”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更好地推进我市文化企业培育工作，根据《厦门市重

点文化企业认定暂行办法》（厦府办〔２００９〕２０１号）的有关规

定，市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制定了《“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年度厦门市文化企业３０强和创新成长型文化企业２０

佳”评选方案》。经市领导同意，现将《“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厦门

市文化企业３０强和创新成长型文化企业２０佳”评选方案》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发动文化企业参评。

附件：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厦门市文化企业３０强”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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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型文化企业２０佳”评选方案。

联系人：刘宏宇 徐聪华 电 话：２８９３７７９２８９３７９２

电子邮箱：ｘｍｗｇｂ２００５＠１２６．ｃｏｍ

厦门市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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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厦门市文化企业３０强”和

“创新成长型文化企业２０佳”评选方案

根据《厦门市重点文化企业认定暂行办法》（厦府办

〔２００９〕２０１号）的有关规定，按照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

业分类（２０１８）》（国统字〔２０１８〕）４３号）文化企业统计的新口

径范围，并参照“全国文化企业 ３０强、提名奖”“福建省文化

企业十强、最具成长性文化企业”及兄弟城市的做法，为充分

宣传展示近年来我市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成效，大

力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市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开

展“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厦门市文化企业 ３０强”和“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度厦门市创新成长型文化企业２０佳”评选工作。现制订有

关方案如下：

一、评选时间：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２月

二、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１．参评企业为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在厦门依法设立、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已纳入文化产业统计名录库并依法履行

统计义务的文化企业；同一家文化企业不得同时申报“文化

企业３０强”和“创新成长型文化企业２０佳”，只能选择申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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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类评选活动。

２．发展导向方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

进方向，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发展战略符合国家和

地方产业发展政策方向，未发生较大负面社会影响的企业

行为。

３．社会效益方面。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

产品及项目导向正确，拥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实施文化精品

战略，积极打造文化品牌。纳税总额在同行业处于前列，银行

资信等级较高，重合同守信用，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４．主营业务方面。属于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８版规定的文化

产业门类，侧重于我市重点发展的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

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娱乐休

闲服务等文化产业六大核心内容企业。

（二）“文化企业３０强”条件

厦门市文化企业３０强主业突出，从事文化核心领域和文

化相关领域行业的收入占企业当年经营收入总额６０％以上。

主营收入、净利润、净资产、出口创汇能力居同行业前列，经营

管理机制较健全，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实力。

１．实缴资本金５００万元（含）以上；

２．主要经济指标达到一定规模。其中：

（１）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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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文化核心类企

业，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均达到２０００万元（含）以上，

净利润２００万（含）以上，净资产１０００万元（含）以上，在厦纳

税总额（含享受减免税）２００万元（含）以上；

（２）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

费终端生产相关文化企业，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达到１亿元（含）以上，净利润 ５００万元（含）以上，净资产

５０００万元（含）以上，在厦纳税（含享受减免税）１０００万元

（含）以上。

（三）“创新成长型文化企业２０佳”条件

创新成长型文化企业 ２０佳评选注重企业在促进产业融

合、培育新型业态、创新商业模式等方面的成长性和创新性，

推选出“专、精、特、新”的文化企业。

１．发展盈利能力。实缴资本金 ２００万元（含）以上，２０１７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１０００万元（含）以上，最近两个会计年

度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实际缴纳税金（享受减免税企业除

外）年均复合增长率３０％以上。

２．创新管理能力。企业产权清晰，建立科学规范的内部

管理章程和运行机制；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企业竞争

力、产品质量和产出规模在全省行业内保持领先；具有完整的

创新机制、良好的创新基础条件和人才队伍，近两年来科研成

果、知识产权登记和交易等方面成绩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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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得参评，已参评的取消资格

１．近一年以来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受到宣传文化部门通

报批评或处罚的，或者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等主要

负责人受到相关部门处理的；

２．近一年以来企业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３．近一年以来企业受到工商行政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行

政处罚；

４．企业和企业法人代表被列入失信名单或近一年以来有

严重债务违约、知识产权侵权、商业欺诈、刑事犯罪等违法犯

罪记录；

５．企业当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或诉讼；

６．企业和企业法人代表其它有较大负面社会影响的

行为。

四、申报材料要求

企业应提供完整的申报材料，包括纸质材料及电子文档，

纸质材料（一式两份）加盖公章：

１．《厦门市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文化企业 ３０强申报表》或

《厦门市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创新成长型企业２０佳申报表》；

２．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３．２０１７税务部门完税证明；

３．经审计的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两个年度的企业财务报表；

４．企业资质证书及近二年（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获得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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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证书复印件；

５．企业简介及经营事迹介绍（１５００字以内），要突出特色

亮点及在相关领域的领先优势，用事实数据说话，涉及影响力

及位次的表述，尽量引用第三方证明或权威报告相关内容。

以上内容申报时需装订成册并附目录，一式两份。

五、评选程序

１．宣传发动阶段（２０１８年９月）市文发办制订评选方案，

报市领导同意后，以文件形式下发各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进行

布置，并通过新闻媒体和网站向全社会公布。

２．申报材料受理阶段（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１日至 １０月 １５日）

有意向参评企业，按照申报条件和申报要求，认真准备申报材

料，并报送给市直行业主管部门或各区委宣传部（区文发

办）。

３．材料初审阶段（１０月１６日至１０月２５日）市直行业主

管部门或各区委宣传部（区文发办）对企业的评审资格进行

核实，并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出具初评意见，

并在企业申报材料和初评意见上加盖公章后送市文发办。市

统计局对申报企业是否已进入文化产业名录库进行核实。

４．评审阶段（１０月２６日至１１月１０日）市文发办组织专

家组评审，形成初步意见后；市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召

集相关成员单位进行会审，确定候选企业建议名单，报领导小

组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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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公示阶段（１１月底前）通过报纸、网络公布候选企业名

单，向全社会公示。

６．表彰阶段（１２月上旬）市文发办制定表彰通知，下发各

区、各相关部门，对获评文化企业予以表彰奖励。

六、受理单位：市直行业主管部门，各区委宣传部（区文

发办）

受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地址 受理产业门类

市文广新局 肖琼 ５３７１９２７ 厦门市体育路９５号市文
广新局４０１室（产业处）

新闻信息服务、内容
创作生产、文化传播
渠道、文化投资运
营、文化娱乐休闲服
务、文化辅助生产和
中介服务、文化装备
生产、文化消费终端
生产

市经信局 林跃宗 ２８９６８６９
厦门市湖滨北路６１号市
行政中心东楼市经信局
８０９室（产业协调处）

互联网信息服务、创
意设计服务中工业
设计服务和专业设
计服务、数字内容
服务

市建设局 李建龙 ８１２２６５７
厦门市厦禾路 ３６２号建
设大厦建设局 １５０４室
（勘察设计处）

创意设计服务中建
筑设计服务

市商务局 邱光前 ２８５５８７７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
１５号外贸大厦８层（服贸
处）

艺术品拍卖或代理、
工艺美术品销售

市会展局 廖斌 ２８５９８３６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
１０８号振业大厦７０４室

会议、展览及相关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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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地址 受理产业门类

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连芳 ２２２０９６２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４３号１１０５室（广告处）

创意设计服务中广
告服务

思明区 陈国华 ２６６７５３８
厦门市思明区民族路 ３３
号７０２室（思明区委宣传
部）

区属文化产业各重
点门类

湖里区 徐晓曦 ５７２２４５５ 厦门市湖里区枋湖南路
１０３９室（湖里区宣传部）

区属文化产业各重
点门类

集美区 张洪波 ６１００５８３
厦门市集美区岑东路１６８
号北楼４０８室（集美区委
宣传部）

区属文化产业各重
点门类

海沧区 林世期 ６０５０５１０ 厦门市海沧区滨湖北路
（海沧区政府）１４２２室

区属文化产业各重
点门类

同安区 刘刚 ７０２００８９ 厦门市同安区银湖中路１
号（同安区政府）８０５室

区属文化产业各重
点门类

翔安区 邓春奇 ７８８９１２９
厦门市翔安区祥福路
２００５号行政中心 ３号楼
２０２室

区属文化产业各重
点门类

　　受理完成时限：１０月１５日
上述受理单位作为窗口部门，接收各企业申报材料，审查

原件、收复印件，对符合申报条件且材料完备的申报企业进行

初步筛选，经本单位审定后，在申报表相应位置上加盖公章

（区需所在区政府或区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盖章），并

形成汇总表，于１０月２５日前交市文发办。
七、审定单位———厦门市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市文发办会同市经信局、财政局、建设局、商务局、文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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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统计局、会展局等单位组成评审小组进

行复审。通过复审的名单报市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审

定，经审定的企业名单在新闻媒体和网站上公示 ５个工作日
无异议后，由市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下文、发证、授牌，

并根据《厦门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予以“文化

企业３０强”每家奖励１０万元、“创新成长型企业 ２０佳”每家
奖励１０万元。公示有异议者，由市文发办组织复核。

附件：１．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厦门市文化企业 ３０强认定申
报表

２．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厦门市创新成长企业２０佳认定
申报表

—０１—



—１１—



—２１—



—３１—



—４１—





厦门市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１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