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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库相似资源（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
1. 相似度：4.36%     篇名：《加大文化改革创新力度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来源：《学习与研究》    年份：2011     作者：贾庆林
2. 相似度：3.89%     篇名：《城市旅游品牌形象的游客心理认知研究》
来源：《广西大学论文》    年份：2008     作者：戴艳平
3. 相似度：3.54%     篇名：《稳定现金流的非证券化融资：泰山门票和索道收费权质押案例》
来源：《金融发展研究》    年份：2015     作者：贾泰峰
4. 相似度：2.96%     篇名：《发展生态主导型产业推动其更好更快发展》
来源：《贵州信息与未来》    年份：2011     作者：梁小江
5. 相似度：1.48%     篇名：《武汉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结构及经济效应研究》
来源：《长江论坛》    年份：2013     作者：王冉冉
6. 相似度：1.39%     篇名：《稳定现金流的非证券化融资：泰山门票和索道收费权质押案例》
来源：《金融发展研究》    年份：2015     作者：贾泰峰
7. 相似度：1.27%     篇名：《金融市场化下中国民营银行发展问题研究》
来源：《企业导报》    年份：2012     作者：喻凤雪
8. 相似度：0.65%     篇名：《地域性特色工艺美术文化产业发展刍议》
来源：《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份：2013     作者：袁玲
9. 相似度：0.44%     篇名：《倍增计划下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机制创新研究》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份：2014     作者：熊正德
10. 相似度：0.17%     篇名：《山东省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研究》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    年份：2013     作者：白学东
11. 相似度：0.17%     篇名：《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现状分析》
来源：《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份：2013     作者：周凌燕
12. 相似度：0.17%     篇名：《以国有担保公司为核心创新滁州市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体系》
来源：《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    年份：2013     作者：伏森
13. 相似度：0.17%     篇名：《基于熵模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动态监测研究》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    年份：2013     作者：唐荣华
14. 相似度：0.17%     篇名：《金融支持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来源：《宁夏党校学报》    年份：2013     作者：周泽超
15. 相似度：0.16%     篇名：《未央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来源：《网友世界》    年份：2013     作者：任姝慧
16. 相似度：0.16%     篇名：《服务“三农”，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来源：《知识经济》    年份：2015     作者：黄旭清
17. 相似度：0.16%     篇名：《甘肃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思考》
来源：《农村经济与科技》    年份：2013     作者：何剑
18. 相似度：0.14%     篇名：《小微企业融资难成因及化解途径》
来源：《人民论坛：中旬刊》    年份：2013     作者：董杰
19. 相似度：0.14%     篇名：《国家发改委推出首批80个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社会投资示范项目》
来源：《中国勘察设计》    年份：2014     作者：王艺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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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相似资源(百度文库，豆丁文库，博客等)
1. 相似度：15.99%     标题：《稳定现金流的非证券化融资: - 道客巴巴》
来源：http://www.doc88.com/p-3384314411453.html
2. 相似度：15.68%     标题：《10_稳定现金流的非证券化融资_泰山门票和索道收费权质押案例》
来源：http://3y.uu456.com/bp_107hf11h019da6b52ixt_1.html
3. 相似度：9.97%     标题：《稳定现金流的非证券化融资泰山门票和索道收费权质押案例_甜梦文库》
来源：http://9512.net/read/59af6b3738daccdd4ba813a6.html
4. 相似度：9.42%     标题：《...（组图）-东方海洋（002086）-股票行情中心-搜狐证券》
来源：http://q.stock.sohu.com/news/cn/086/002086/3024751.shtml
5. 相似度：8.44%     标题：《泰安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卫东_四个地市典型发言_大众网》
来源：http://tour.dzwww.com/lyzt/gzhy/dxfy/201403/t20140310_9790659.htm
6. 相似度：3.85%     标题：《稳定现金流的非证券化融资泰山门票和索道收费权质押案例(doc 7页)...》
来源：http://www.taodocs.com/p-20909978-2.html
7. 相似度：3.31%     标题：《旅游行业发展现状及银行授信策略_百度文库》
来源：http://wenku.baidu.com/view/8de24941647d27284b7351d5.html
8. 相似度：3.03%     标题：《泰安荣居十大国内最具潜力旅游目的地榜首_泰安民生_泰安_齐鲁网》
来源：http://taian.iqilu.com/taianminsheng/2014/0307/1897781.shtml
9. 相似度：2.32%     标题：《深圳华强文化科技集团.体制创新项目引领泰安推动文化产业更好...》
来源：http://www.huaqiangbs.com/thread-1394-1-1.html
10. 相似度：2.27%     标题：《泰安 三日游 经验成全省旅游营销 范本 _本网特稿_泰安大众网》
来源：http://taian.dzwww.com/2013sy/bwtg/201404/t20140403_9963084.html
11. 相似度：2.09%     标题：《姜建清: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与所有制结构无关_荷苔雨露_新浪博客》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e093090101c46h.html
12. 相似度：1.83%     标题：《[股市360]姜建清:打破金融机构对理财产品的隐性担保财经评论-财经》
来源：http://www.gushi360.com/finance/pinglun/2014-02-12/2096538.shtml
13. 相似度：1.71%     标题：《全力打造“三日游”品牌》
来源：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301/21/10580899_356818912.shtml
14. 相似度：1.52%     标题：《泰安旅游闪耀世界舞台泰安市荣居2013年度最具潜力旅游目的地...》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2a10d20101ghoa.html
15. 相似度：1.48%     标题：《湖南统计信息网》
来源：http://www.hntj.gov.cn/sxfx/hyfx/200609300042.htm
16. 相似度：1.48%     标题：《世界文化产业创意中心：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搜狐》
来源：http://mt.sohu.com/20160804/n462552090.shtml
17. 相似度：1.36%     标题：《稳定现金流的非证券化融资 泰山门票和索道收费权质押案例_百度...》
来源：http://wenku.baidu.com/view/a613a84bddccda38376baf59.html
18. 相似度：0.73%     标题：《钦州奋力推进钛白粉等重大项目建设纪略_石化市场现货价格专栏_...》
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20130531/075515650849.shtml
19. 相似度：0.65%     标题：《中国人民银行大力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搜狐新闻》
来源：http://news.sohu.com/20090120/n261866311.shtml
20. 相似度：0.61%     标题：《稳定现金流的非证券化融资泰山门票和索道收费权质押案例.doc 全文...》
来源：http://www.taodocs.com/p-1932729.html
21. 相似度：0.37%     标题：《文化企业融资难的理论研究综述 - 道客巴巴》
来源：http://www.doc88.com/p-9753180344448.html
22. 相似度：0.35%     标题：《中国文化产业“家底”大盘点》
来源：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118/12/5501052_165442961.shtml
23. 相似度：0.33%     标题：《安阳积极探索解融资难题_安阳人才网_www.ayrc.com》
来源：http://www.ayrc.com/News/122226.html
24. 相似度：0.33%     标题：《金融业应在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更重要作用_证券之星》
来源：http://finance.stockstar.com/JL2009030200000373.shtml
25. 相似度：0.33%     标题：《出版刊物_安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来源：http://ayfzyj.anyang.cn/magzine_detail.asp?ID=394
26. 相似度：0.23%     标题：《景区收费权质押法律问题分析_浙江凯富律师事务所_新浪博客》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bba7ea2a0101h3zd.html
27. 相似度：0.14%     标题：《盘活存量资产 发挥产权市场作用_产权交易_新浪网》
来源：http://gov.finance.sina.com.cn/chanquan/2006-05-24/93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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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简明报告

在实施项目拉动战略的同时,{100% : 泰安市紧紧抓住泰山文化这一核心优势,一手抓新产品开发,一手抓
现有产品提升。 }{90% : 注重打造泰山玉、桃木工艺品、大汶口陶艺、泰山剪纸、中华十字绣、泰山皮
影等一系列文化产品品牌,打造泰山国际旅游文化登山节、泰山东岳庙会、“泰山冠军”系列登山擂台
赛、泰山国际兰花节、肥城桃花节、东平水浒文化旅游节、宁阳蟋蟀文化节、莲花山旅游文化节等节庆
品牌,形成“一地一品”、“一地多品”的良好格局。 }{85% : 文化品牌的塑造,进一步丰富提升了泰安、泰山
旅游的文化内涵,拉长了产业链,带动了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壮大,实现了由单纯依赖泰山向依靠泰山、多点联动
的转变,由单一旅游发展向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转变。 }

{89% : 多年来,泰安文化旅游业发展主要依靠泰山,产品单一。 }经过近几年努力,{82% : 文化旅游产品日
渐丰富,但又出现了部分景点游客扎堆,部分景点客源不足、效益不好、作用发挥不够的问题。 }{93% :
为提升文化旅游业总体竞争力,泰安市立足文化旅游项目集群优势,以泰山、方特欢乐世界等客源相对稳
定景区为龙头,整合串联全市26个文化旅游项目和53家宾馆饭店,策划并推出“中华泰山、天下泰
安”“三日游”产品。 }{99% : “三日游”产品由政府统筹引导,把一揽子优惠政策和旅游服务捆绑经
营,大部分产品价格在400元以下,最低的仅为253元,既包含线路景点首道门票,又包含两晚的基础住宿费
用,具有极强的性价比和市场竞争优势。 }{92% : “三日游”产品通过对各旅游要素的科学串联,吸引游客由
“快旅”转向“慢游”,延长逗留时间,增加文化旅游消费,促进文化旅游项目及相关服务企业抱团发展、以强
带弱,形成了优势互补、协作共赢的局面,实现了文化旅游产业综合效益最大化目标,推动文化旅游产业业发展
由人数增长型向消费增长型转变。 }

截至2013年底,泰安市打造“三日游”品牌取得明显成效:一是政策培育市场。{89% : 优惠政策令“三日
游”市场半径实现了最大化延伸,2013年“三日游”产品销售7个月,有32个城市的57家组团社定期输送
客源,共吸引“三日游”团队416个、12886人次,逐步建立了稳定的客源输入渠道。 }{99% : 二是市场拉
动消费。“三日游”路线中各景区景点接待人数和门票收入增长明显,泰山景区在国内各重点景区游客
量普遍下降的大环境下,去年接待游客497.57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9.72亿元,均创历史新高;方特欢乐世
界、太阳部落、天乐国际度假城等旅游项目收入均实现大幅攀升。 }{90% : 2013年全市餐饮业、住宿业
收入分别增长15.2%、17.6%,“三日游”对服务业的拉动作用逐步显现。 }{88% : 三是消费带动投资。
稳步增长的文化旅游消费形成了吸引投资的洼地效应,2013年全市新签约文化旅游项目8个,计划总投资
155亿元。 }{95% : 四是投资助推转型。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推动了建成项目的提质增效,促使传统产品
更精、核心产品更优、新兴产品更活、配套产品更多,形成了优势互补的文化旅游产品集群,推动了文化
旅游产业结构由依赖泰山向依托泰山多点联动转变。 }{99% : 2013携程年度最佳旅游目的地网络评选暨颁奖
典礼在上海举行,泰安市荣居十大国内最具潜力旅游目的地榜首,同时还同成都、京都、土耳其、台湾等一起上
榜最佳文化旅游目的地Top10 。 }

2009年下半年,人行泰安中支组织对辖内100家文化企业进行的专题调查结果显示:政策密集出台为文化产业
创造了良好发展机遇,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张,但文化企业融资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制约因素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金融对文化企业的支持存在路径依赖--主要限于政策出台前原存信贷关系的老客户,行业投向分布未发生明显
改变,仍更多投向煤炭、化工、钢铁等传统支柱型产业,政策密集发布并未实际推动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力度显著
加强。

被调查企业构成。{ 77% : 新闻服务、出版发行版权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及文化艺术服务等文化产业核心
层企业50家,网络文化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及其它文化服务等文化产业外围层企业30家,文化用品、设备
及相关产品生产和销售等文化产业相关层企业20家。 }

外围及相关层企业少量银行融资主要依靠多年合作中建立起来的互信。50家外围层和相关层企业中,48%的认
为政府投入对单位资金的贡献度低于5%。部分小型文化企业能够从银行取得少量贷款,主要由于在当地稳定
经营多年,{ 64% : 与银行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互信, }最关键的是能找到适合银行放贷条件的担保资源。而更多
文化企业由于担保抵押约束只能寻求民间融资,如莲花山旅游开发以30年使用经营权政策吸引民间资本3000
万元,新泰有线电视网络工程以收视费承包经营政策吸引民间投资100万元。

政策密集期金融与文化产业对接的主要制约因素:

一是文化产业企业融资主体不明确。部分文化产业企业隶属于广播电视局、宣传部或文化局等行政部门,是其
二级机构或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100% : 不符合《贷款通则》中规定的贷款人资格。 }据调查,49%的企业认
为“贷款主体不明确,影响企业发展”。

二是文化产业企业经营管理滞后。据调查,{ 75% : 文化产业化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产业集中度不高、市场
化程度低, }{97% : 缺乏经营管理和资金融通的专业知识。 }45%的企业认为其存在“体制老化、经营管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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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落后”问题。

三是缺少针对文化产业特点的信贷创新。{ 57% : 未开发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质押贷款, }{ 62% : 且文化产
业单位因缺乏有效抵押物, }也很难获得担保贷款。在问及“银行业机构对贵单位支持不足的主要原因”
时,15%的企业认为“市场准入门槛较高”;51%的认为“缺乏抵质押品”;22%的认为“合适的信贷品种较
少”。

{ 63% : 四是银行贷款审批手续多、周期过长,无法满足企业对融资的时效性要求。 }69%的企业认为“贷款审
批手续过多、时间太长。

{ 67% : 五是民间资本投资积极性不高。 }文化产业投资具有回报周期长、收益不确定的特点,还款来源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民间资本投资积极性不高。{ 62% : “在问及民间资本参与文化产业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
时”, }35%的企业认为“文化产业市场化程度低”;37%的认为“市场投融资体系尚未形成”。

六是企业在利用外资、股权融资、风险投资等新型融资方式上受政策约束大。{ 76% : 鉴于文化产业的
特殊性,国家在行业准入方面有一定限制。 }23%的企业认为外资参与文化产业积极性不高原因是“市场准入
限制”;被调查样本企业没有一家通过资本市场融资。

包括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企业5家,分别是泰安日报社、东南彩印、综艺包装、方正印务和东方彩印;{ 55%
: 广播、电视、电影服务企业1家;为泰安市广播电视台,文化艺术服务企业4家, }分别为封禅大典、金诺文化传
媒、德睿文化传媒、金鼎广告装饰;网络文化服务企业2家,分别为壹山圣影动漫和讯瑞和网络;文化休闲娱乐服
务企业3家,分别为泰山管委会、东岳旅游和天健健身俱乐部。

骨干、重点文化企业信贷满足度高。这次调查,有三家企业(或事业单位)依托泰山,分别是泰山管委会、东岳旅
游和封禅大典,这三个单位的贷款余额分别为24705万元、9500万元、300万元,贷款能完全满足需要。其他
12家文化企业(或事业单位)基本上是本市文化企业的骨干力量,多数获得银行贷款支持,贷款额共计28904万
元。据调查,全市文化产业重点项目获得贷款约6亿元。

小微文化企业主要依靠民间融资。如壹山圣影动漫,由于无法满足银行信贷条件,只能从亲朋好友处高息借入资
金300万元用于发展。此外,被调查企业均未上市或发行债券,主要源于上市融资成本高、耗时长、门槛高,虽然
东岳旅游、壹山圣影和封禅大典有上市融资的计划;专业股权投资机构也未光顾本市文化企业,主要原因是本市
文化企业技术含量低、投资价值不大,或者文化企业有分散控制权的顾虑,{ 55% : 另外产权交易市场作用发挥
有限。 }

典型案例:稳定现金流的非证券化融资--泰山门票索道收费权质押贷款案例

{100% : 泰山投资有限公司是泰安市国资委出资成立的政府融资平台企业, }近几年承担了大量文化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工程,{89% : 如泰山环山路综合整治工程、大河拦蓄工程、西部新区路网建设工程、天平湖综
合治理工程等。 }{85% : 自2009年以来,由于贷款大幅度超过年度财政收入,继续融资难度较大的问题
已逐步显现。 }{100% : 泰山投资有限公司的银行贷款均以同样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由于此类公司实际缺乏核心资产、负债率偏高、对外担保较多等因素,对于银行来讲难以
起到应有的风险控制作用,因此继续利用担保方式贷款已无法获得银行的认可。 }{99% : 同时,作为政府
融资平台的泰山投资有限公司由于缺乏自身还款来源, 其还款保障实质上就是政府出具的还款承诺函。
}{100% : 但2006年财政部明文规定“各级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对《担保法》规定之外的任何担保均属
严重违规行为,其担保责任无效”。 }{100% : 制度性风险显而易见。在此情况下,寻找有效担保,为已有贷款或
新发放贷款提供还款保障成为泰山投资有限公司亟待解决的难题。 }

{ 69% : 为破解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担保难, }{93% : 经过可行性测算,以泰山门票和索道收费权
为质押,泰山投资有限公司向泰安中行申请获得10亿元长期贷款授信,用于大汶河建设工程项目。 }
{100% : 该项目贷款期限为8年,执行国家基准贷款利率,每年上、下半年两次付息,两年后开始分期还
本。 }{100% : 但是,如同多数门票和索道收费权质押贷款一样,泰山门票和索道收费权质押融资也面临着
对稳定现金流的价值评估障碍。 }{99% : 为解决这一难题,中国银行泰安分行(以下简称“泰安中行”) 选用现
金流折现法对项目资产进行有效估值。 }

{99% : 现金流折现法是对企业或项目资产的未来的现金流量及其风险进行预测, 然后选择合理的贴现率,
将未来的现金流折合成现值。 }{99% : 使用该方法的关键: 一是预测企业或项目资产未来各年度的现金
流量;二是要找到一个合理的折现率。 }{100% : 公用事业收费尤其如本文中的泰山门票和索道收费权,现金流
量有历年收入数据为参考基础,折现率由于风险较低可以直接使用贷款利率进行计算。 }

{100% : 现金流折现法在对未来现金收入进行预测时,一般可以预测4—5年的现金收入,对第6年以后的现
金收入按照第5年的水平进行估算,或从第6年起按一个稳定的增长率进行估算。 }{90% : 出于谨慎考虑,
实际运作中按照第一种方法进行估算,前5年以2009年门票和索道收入为基数,保守按照年均10%的增长
率算,第6年以后各年预测与第5年收入相同。 }{100% : 折现率参考基准贷款利率并考虑到贷款利率浮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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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决定选取7%为折现率。

{100% : 使用现金流折现法计算未来8年泰山门票和索道收费权的资产价值为34.74亿元,按照10亿元贷款额
度计算,质押率仅为28.78%,说明该项目贷款安全边际非常高。 }现金流折现法是资产证券化融资的主要估值
参考标准,即从理论上来说,{98% : 如果以债券方式融资,以泰山门票和索道收费权为质押,可以获得至少34.74
亿元的债券融资(由于当前债券市场长期利率明显低于7%,此估值属仍偏保守)。 }

案例分析:在该案例中,贷款主体是地方政府给予政策、资金扶持的融资平台,贷款用途则是地方政府力推的文
化产业重点项目;虽然在具体的信贷交易技术操作中,为尽可能降低贷款主体未来风险,{ 55% : 创新性地以泰
山门票索道收费权预期收益作为抵押, }但金融机构在文化产业政策落地期追随扶持政策向文化大项目、骨干
企业集中的本质并未改变。在此类交易中,对金融机构行为生产重要影响的主要是政策和政府信用担保。

③政策平台期(2013年始)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市场决定”

{98% :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100% : 金融资源是稀缺
资源,作为三大生产要素之一,其配置是否合理有效决定着经济能否健康高效运行。 }{100% : 根据经济学理论,
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是指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参与主体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引起的价格变动,对金融资源进
行分配、组合以及再分配与再组合的过程。 }

自2013年开始,文化产业政策效应进入平台期,难以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同时,{ 56% : 政策风险、地方
政府债务风险开始显现。 }加之文化产业政策初步完善、市场秩序有所规范、消费市场启动,金融资源在向文
化产业配置过程中,“路径依赖”、“政策追随”效应逐渐减弱,以价格和风险为主要考量因素的金融资源“市
场化配置”成为大势所趋。

这一阶段,{ 65% : 在泰安市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实践中, }市场配置金融资源呈现的主要特点:一是减少了不确定
的未来权益抵押贷款以及地方政府信用背书的平台类贷款,特别是平台类贷款有所控制;二是大规模增加文化企
业无形资产的有形化担保融资,主要是土地、房产抵押及第三方企业保证;三是以大项目辐射带动中小项目,形
成伞形文化产业聚集区。

文化企业市场化融资担保的“伞形辐射”效应:

(1)传统文化旅游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具有“要素禀赋优势”,但也面临“路径依赖瓶颈”,政府要谋划、实施好
转型战略。这类城市在从“传统文化产业形态”向“现代文化产业形态”甚至“新型文化产业形态”转型升
级过程中,需要找准突破口。泰安市在实践中实施文化旅游融合转型、项目带动结构转型、产业链完善转型、
技术资金集约转型战略,以点带面,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统筹谋划文化产业在时间、空间上的发展布局,取得良好
效果。

(2)金融支持传统文化旅游城市转型发展应“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泰安案例表明,在政策密集发布期,金融
机构裹足不前,实际令金融、文化企业双方利益受损,金融机构未及时抓住政策机遇,文化产业也因资金约束延
缓发展速度。而在政策落地期,金融机构又过度依赖政府信用,信贷资金几乎全部投向政策支持的文化产业重点
项目和骨干企业,风险集中,中小文化企业挤出,事实证明个别大项目、大企业贷款出现逾期和迟交利息现象。
政策平台期,金融机构、文化企业在充分利用好优惠政策的同时,更尊重文化产业发展规律、注重金融风险防
范,着眼长远,{ 61% : 科学、合规、高效地开展银企合作, }让价格、风险因素的考量在金融支持文化产业转型
升级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3)传统文化旅游城市“项目拉动战略”配套融资担保“伞形辐射”是解决金融资源稀缺的有效途径。
{100% : 重大项目建设是拉动投资的载体,是加快发展的动力所在,也是撬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点。 }近年
来各地文化产业发展无不强调发展重大项目,出台优惠政策,创新工作体制、机制,谋求重大项目在短期能够立
竿见影收到实效,在中长期能够辐射带动中小文化企业发展。泰安案例在“项目拉动战略”的实践过程中,由政
府牵线、银企协作,整合重大项目与投资方担保资源,{ 57% : 融资力保项目建设尽快投入运营。 }继而,以成功
运营的重大项目为依托,以投资企业为桥梁,{ 63% : 向外围中小文化企业提供融资担保, }拉动地方文化产业的
整体发展,文化产业的“项目拉动”与金融资源的“伞形辐射”相得益彰,最大化利用了重大项目及投资方的担
保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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