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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厦门市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厦门日报

联合主办

快来报名参评
2017 厦门文化产业年度风云榜

关于 2016 年度
厦门市民营实体书店
扶持项目的公示

●五个奖项参评对象及评选标准出炉 ●活动咨询热线：
5531188 18059299516
本 报 讯（记 者
王飞颖）昨日，来自
主办方的消息，
2017 厦门文化产业
年度风云榜评选工
作从本周正式启动，
首先启动的是候选
征集工作，
包括年度
人物、年度企业、年度
创意品牌活动、年度
创意空间、
年度匠心设计
等各类评选面向社会公
开征集候选。这也是今年
厦门文化产业年度风云榜系
列活动的“发端”，今年恰逢
厦门文化产业年度风云榜五周
年，
主办方将启动一系列活动，
对过去五年厦门文化产业的发
展进行总结，
更展望下一个五年。
该系列活动的主题为
“不忘初
心、
砥砺前行”
，
由厦门市文化改革发
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厦门日报社
主办，
厦门报业传媒集团、
湖里区湖里街
道办事处承办，
厦门日报《文创周刊》执
行。除了2017厦门文化产业年度风云榜
评选活动，
还有厦门文化产业年度风云榜
5周年荣誉盛典、
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论坛、
厦门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发布会等活动。
数据显示，2017 年上半年厦门市规
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 302 亿元，同比增长
17.9%，文化产业持续保持快速增长态
势。
“经过多年的培育与扶持，厦门的文化
产业已经步入逐年提速增长的通道，已经
成为厦门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支柱’
，并正
在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城市转型
和社会转型的‘新引擎’。我们希望通过
这样的活动表彰先进、铭刻过往，继续推
进产业的发展。
”
主办方表示。
厦门文化产业年度风云榜评选自
2013 年推出以来，
每年都以公益方式进行
评选，已成为厦门文化产业领域最受关注
的年度大奖之一。2017 年的评选设置了
年度事件、年度企业/机构、年度创意品牌
活动、年度匠心设计等几大奖项，参评对
象范围包括创意设计、新媒体与文化信息
服务、动漫游戏、数字出版、影视演艺、文
化休闲娱乐、高端艺术品等领域。除年度
事件由评审小组一致评定发布外，其余奖
项都可以自荐报名，市民也可以进行推
荐。主办方还将从往届评选获奖者中，
选
出对我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突出贡献、
取得良好社会与经济效益，
在社会上引起
广泛关注和认可的，推选“厦门文化产业
年度风云榜5周年特别贡献奖”
。
活动咨询热线：

5531188
18059299516

根据厦门市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厦
门市财政局、厦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关于印发<厦
门市扶持民营实体书店发展办法>的通知》
（厦文发办
〔2017〕23 号）的精神，经各区文体出版局初审、市文广新
局和市出版物发行业协会复审，市文发办、市财政局和市
文广新局审核，报市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
拟对 16 家民营实体书店申报的 17 个项目予以扶持（详
见附表），
现将名单予以公示，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公示时间：
2017 年 12 月 8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4 日。
公示电话：0592-2893734（市文发办）、0592-2858208
（市财政局）、0592-5371998（市文广新局）
电 子 邮 箱 ：xmwgb2005@126.com（市 文 发 办）、
xm2058506@sina.com （市 财 政 局）、wgxjcbc1998@126.
com（市文广新局）
厦门市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厦门市财政局
厦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017 年 12 月 6 日

附件

2016 年度
厦门市民营实体书店
扶持项目公示表

参评对象及评选标准
●年度人物
参评对象：2017 年度，在厦门文
化产业领域做出卓越贡献和具有创新
精神的驻厦文化产业工作者及热心厦
门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
评选标准：
创新文化活动运作方
式和文化经营管理方式，
在推动文化
产业发展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热心参
与厦门市文化产业建设，
引领时代风
尚作用显著；
积极推动国内外文化产
业交流，
提升厦门城市形象效果明显。

●年度企业/机构
参评对象：2017 年度，
在厦门文
化产业领域做出卓越贡献和具有创新
精神的企业、
机构。
评选标准：特别强调文化企业
的自主创新，要求申报的文化企业
或机构具有较强的内容原创或技术
创新能力，自主研发能力，技术研发
投入居于同行业领先地位，形成一
定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年度文化创意空间
参评对象：
面向全市范围内的各

类文创产业要素的集聚中心或场所，
创意文化园区、
创意街区和小微文化
创意企业的孵化基地等；
以创新创意
为特征的新面貌、
新气象、
新兴业态的
文创集聚区、
工作空间、
网络空间、
社
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等。
评选标准：能将文创产业创新
探索转换形成相关产业并产生品牌
效应；具备演出、展示、设计、研发及
市民参与和体验的交流传播功能；
形成充满活力的运营机制和良性循
环的发展模式，善于整合和配置各
类艺术文化创意资源；具有文化艺
术元素与建筑空间有机融合的显著
标识，体现了厦门城市特色，在厦门
本地有一定知名度和认同感。

●年度创意品牌活动
参评对象：2017 年度，在厦门各
区、街道、机构举办的各类创意活
动，如区街民生体验活动、展会、竞
赛等。
评选标准：活动具备原创性，或
在理念上有较大创新，具有一定区
域影响力；活动对新的生活方式或
风格的建立有倡导作用，具备社会
影响力；活动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
注和市民的参与、认同；活动影响力

序号

强，产生较大的、积极的社会反响；
媒体报道和传播频率高，具有较强
的公众影响力和美誉度。

●年度匠心设计
参评对象：
厦门市从事文创设计
研发的企业、机构、院校以及旅游商
品、
工艺品设计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
者均可以单位或个人名义参赛。
评选标准：2017 年的原创设计
产品，突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最好
有闽南文化特色、富有创意特色的
设计产品、设计文稿及相关形式文
创作品，包括工艺美术品文化创意
品、特色农副产品、特色日用品、文
化旅游商品、纪念品、礼品、上下游
衍生品创意设计等，具有原创性、创
新性、人文性、实用性、市场性。
报名方式
扫二维码进入
“2017 厦 门 文 化 产
业年度风云榜”宣
传页面，下载表格
填报后，发送至邮
箱 wenchuangxm@
163.com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1

厦门市集美区晨风书店

成本补贴

2

厦门市华文图书有限公司海疆学术书店

成本补贴

3

厦门市湖里区鑫日知书坊

成本补贴

4

厦门市湖里区书童书店

成本补贴

5

厦门市湖里区博大读友书店

成本补贴

6

厦门泓懋贸易有限公司兴隆店

成本补贴

7

厦门市思明区晓风书屋厦大分店

成本补贴

8

厦门市同安昌兴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成本补贴、
特色奖励

9

厦门书香阳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成本补贴

10

厦门天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营部

成本补贴

11

厦门名邦阁图书有限公司

成本补贴

12

厦门市集美区金思维书店

成本补贴

13

厦门市集美区欣昕学书店

成本补贴

14

厦门大摩阿罗海购物中心有限公司阿罗海书吧

成本补贴

15

厦门市诚毅励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特色奖励

16

厦门市集美区八斗书屋

贷款贴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