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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文化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咨询方式一览表

序号 工作措施 咨询方式

一、凝聚

共克时艰

强大合力

（一）提前启动 2020 年度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电影类、新

闻出版类）项目申报工作，确保上半年资金拨付到位；增加特

殊补贴申报，对今年春节期间受疫情影响未能如期上映的京产

影片给予一次性宣传发行补贴，对今年春节前后处于集中创作

期，受疫情影响而暂停的重点项目给予创作制作特殊补贴。

市新闻出版局 55569075（出版类）、55569186（报刊类）

市电影局 55569200，dianying@bjppb.gov.cn

市文化发展中心 66016351

（二）提前启动本年度市级电影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确保

上半年资金拨付到位；加大对全市影院放映国产影片补贴力度，

扩大资助覆盖面；重点支持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的中小型影院。

市电影局 55569200，dianying@bjppb.gov.cn

（三）延长北京文化艺术基金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时间，适当提

高中小微文化企业申报项目资助比例。已获北京文化艺术基金

资助项目，由于受疫情影响而取消演出、展览等活动的，在确

保项目质量前提下，可适当调整结项要求。

市文化和旅游局 62253068、62254025

（四）提前启动 2020 年北京市实体书店项目扶持申报工作，实

现书店申报全方位覆盖。
市新闻出版局 55569206、55569207



（五）将 2020 年度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评选的广播

电视和网络视听作品要求调整为 2019 年 6 月 30 日至 2020 年 7

月 30 日期间创作生产和上线播出，确保因疫情延后生产上线的

优秀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能纳入申报范围。

市广播电视局

64081416、64081417（电视剧作品申报）；

64081316、64081413（电视纪录片作品申

报）；

65157723（广播电视节目、动画片作品申

报）；

64081203、64081826（网络视听节目作品申

报）

（六）对于因疫情影响暂停举办的展会项目，如年内继续在京

举办且参展中小微企业数量超过参展企业总数的 50%，给予一定

的场租费用补贴。

市商务局 55579490

（七）延迟缴纳文化企业社会保险费，将 1月、2月应缴社会保

险费征收期延长至 3月底。对文艺演出、影视剧院、会展、旅

游、文博等受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经主管部门确认，可将疫

情影响期间应缴社会保险费征收期延长至 7月底。延迟缴费期

间，不收取滞纳金，不影响正常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待遇，不影

响个人权益记录。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

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中小微文化企业，可按 6个月的上年

度本市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标准和参保职工人数，返还失业保险

费。

市人力社保局 12333

（八）鼓励北京地区数字出版企业及相关文化机构在疫情期间

免费对公众开放优质内容资源及公益性线上演出、功能性小游

戏等数字文化内容服务，推荐其中优秀项目申报宣传文化引导

基金。

市新闻出版局 55569075、55569069

市文化和旅游局 85157391

市文化发展中心 66016351

（九）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文化企业房租，通过“房租通”政

策给予补贴，探索扩大“房租通”支持范围。对承租市属国有

市新闻出版局 55569213、55569207

市电影局 55569200，dianying@bjppb.gov.cn



文化企业房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小微企业，按照政府要求

坚持营业或依照防疫规定关闭停业且不裁员、少裁员的，免收 2

月份房租；承租用于办公用房的，给予 2月份租金 50%的减免。

发挥各行业协会、各园区引导作用，鼓励业主（房东）为中小

微文化企业减免租金，具体由双方协商解决。

市文化和旅游局 85157391

市国资委 83970926、83970392

市广播电视局

69680026（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管

理办公室）；

60285523（中国（北京）星光视听产业基地

管委会办公室）；

67884518（中国（北京）国际视听产业基地

（筹）管委会办公室）

市文物局 64032017、89150755

市文资中心 62060593、62060560

（十）鼓励图书等产品供货商对实体书店给予 3-6 个月的延期

结算。鼓励实体书店、印刷企业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坚持营业。
市新闻出版局 55569213、55569207

（十一）对疫情期间为入驻文化企业提供减免房租、困难帮扶

的文化产业园区，在市级文化产业园区认定管理中予以政策和

资金支持。

市发展改革委 55590171

市财政局 55592113

市文资中心 62060560

二、保障

精品内容

创作生产

（十二）加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庆祝建党 100 周年等主题

作品的扶持力度。对优秀舞台剧、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出

版物以及网络视听作品等开设绿色通道，确保重点创作项目不

停工、不流产、不降标。

市新闻出版局 55567075（出版类）、55569189（报刊类）

市电影局 55569200，dianying@bjppb.gov.cn

市文化和旅游局 85157220

市广播电视局

64081416（电视剧）

64081203、64081826（网络视听）

64081316、64081059（纪录片）

（十三）广泛征集反映抗疫事迹的舞台剧、电影、电视剧、纪

录片、出版物以及网络视听作品等，择优予以扶持。

市新闻出版局 55569075（出版类）、55569189（报刊类）

市电影局 55569100，dianying@bjppb.gov.cn

市文化和旅游局
85157337（剧院平台、北京故事）

85157228（春苗行动）



市广播电视局

64081416,64081417（电视剧作品申报）；

64081316，64081413（电视纪录片作品申

报）；

65157723（广播电视节目、动画片作品申

报）；

64081203（网络视听节目作品申报）

市文化发展中心 66016351

（十四）建立疫情期间舞台剧、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出版

物以及网络视听等重点项目种子库，全流程指导把关，确保如

期上市发行、上线播出。

市新闻出版局 55569075

市电影局 55569100，dianying@bjppb.gov.cn

市文化和旅游局 85157391

市广播电视局 64081826、64081203、65155275

三、培育

产业发展

全新动能

（十五）推进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支持 5G、AI、4K/8K 超高清、

大数据、区块链等关键技术攻关，重点扶持开发一批 5G、AI、

8K 超高清、智慧广电、智慧文旅、“互联网+中华文明”等应用

场景建设项目。

市科委 55577933

市电影局 55569200，dianying@bjppb.gov.cn

市经济信息化局 55578388

市文化和旅游局 85157135

市广播电视局 64081992

市文物局 64032017、64042770

中关村管委会 88828839

市文资中心 62060564

（十六）加快推进智慧园区建设，充分利用 5G、大数据等新技

术，提升园区科学管理水平。加快推进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

文化空间项目试点工作，启动征集第二批试点项目。

市文资中心 62060583

（十七）加快推动新业态融合发展。大力促进网络教育、网络 市新闻出版局 55569069、55569075



游戏、数字音乐、数字出版等新兴业态融合发展，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积极筹备北京国际电竞创新发展

大会、中国视听大会、北京国际游戏创新大会、北京国际音乐

产业博览会等品牌会展活动。

市广播电视局 64081238、64081208

（十八）发挥文化消费带动作用，进一步扩大惠民文化消费电

子券发放范围，发放行业专用券，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进

行重点支持。

市文资中心 62060583

四、加大

金融服务

支持力度

（十九）完善“投贷奖”联动体系建设，有效降低文化企业投

融资成本，鼓励金融机构服务文化企业发展。给予文化企业贷

款贴息、融资租赁贴租、发债奖励和股权融资奖励，按照金融

机构服务文化企业的融资额度给予奖励。

市文资中心 62060593、62060560

市财政局 55592113

（二十）对因受疫情影响经营暂时出现困难但有发展前景的文

化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为相关企业做好续贷服务，

努力做到应续尽续、能续快续。鼓励各银行业机构在自身能力

可承受的范围内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适当下调贷款利

率，减免利息、罚息和手续费，降低文化类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北京银保监局 58391716

人行营业管理部 68559776、68559307

市金融监管局 88011260、88011083

（二十一）持续加大对文化企业的信贷投放，辖区内银行 2020

年文化企业贷款同比增长不低于 15%，有贷款余额的户数同比增

长不低于 15%。持续开展银行覆盖无贷户的银企对接行动，鼓励

银行通过线上方式对接文化企业融资需求，提升文化企业信贷

覆盖面。

人行营业管理部 68559776、68559307

北京银保监局 58391716

市金融监管局 88011260、88011083

（二十二）推出“北京文化企业专项再贴现支持工具”等再贴

现专项产品，进一步优化流程和使用条件，支持金融机构提升

优质文化企业票据融资的便利度。

人行营业管理部 68559389、68559961



（二十三）支持文化类融资担保机构开发中小企业集合债券、

集合信托、短期融资券、票据业务等新型担保产品和服务。疫

情防控时期，本市政府性担保机构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

文化企业降低综合费率 0.5 个百分点。

市财政局

北京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 张

晓璇 13811484609

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哈 迪

18811186500

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王

晓辉 13810950883

北京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焦燕芬 13521962005

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靳

晓婧 18614069629

北京海淀科技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崔 文 13811568715

北京燕鸿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 王晶晶 13811077963

北京中技知识产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韩 宇 13701261516

北京亦庄国际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李 贵 18600806291

北京诚信佳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郑 凯 13601022186

北京晨光昌盛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王鸿波 13391961156

北京鑫顺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赵 伟

18610459225



北京怀信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李 栋

18610293880

北京兴展融达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曹秀艳 15901512592

北京光彩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张 平

13910166395

北京国华文科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王亚男 13910521249

市金融监管局 88011260、88011083

市文资中心 62060560

（二十四）出台《关于加大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

措施》，加快推进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建设，调整优化

风险补偿机制，推动设立文创银行和文化发展基金，完善文化

金融支撑体系。

人行营业管理部 68559776 、68559565

市文资中心 62060560

市财政局 55592113

市金融监管局 88011260、88011083

北京银保监局 58391716



五、优化

提升政务

服务水平

（二十五）全面加强智慧政务建设，推动更多文化类政务服务

事项“网上办、掌上办、指尖办”。

营业性演出方面，对响应疫情防控措施取消已批准的演出项目，

适时再次申报或申请变更演出时间的，审批部门自受理之日起 1

个工作日出具审批决定。对新申请的营业性演出，受理前先行

提供行政指导，优化审批流程，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对于因

疫情防控导致不能及时办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延续的，可顺延 1

个月申请办理。

新闻出版方面，在疫情期间对部分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材料试行

在线提交和承诺制；特定项目允许先上线后备案。充分发挥国

产网络游戏属地管理试点优势，设立网络游戏综合服务窗口，

提高北京属地游戏审核效率。开通防疫抗疫类等重大题材出版、

印刷绿色通道，宽延印刷许可证到期延续办理时限。提供作品

著作权（除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全程网上登记，与抗击疫情相

关的申请办理时间压缩为 5个工作日。启用著作权纠纷线上调

解机制。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方面，对有效期截止为 2020 年 1 月 31 日

至 3月 31 日期间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相关许可证，到期延续

业务可在原办理时间要求基础上顺延 2个月申请办理，顺延期

间视为有效许可证。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动画片节目成片，

15 个工作日完成审核把关并反馈意见。网络综艺、网络纪录片、

网络视听专题节目等网络原创栏目类节目成片，每期内容备案

审核时间缩短至 3个工作日。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备案申请

市新闻出版局

55569076（出版类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材料）

55569212（印刷类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材料）

55569209（发行类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材料）

55569182（报刊类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材料）

55569069（网络游戏）

55569075（防疫抗疫类等题材出版绿色通

道）；

55569213、55569215（防疫抗疫类等重大题

材印刷绿色通道）；

55569213、55569215（印刷许可证到期延续

办理）；

64081085（著作权纠纷线上调解）;

64081206，www.bjdyj.gov.cn（著作权（除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网上登记）

市电影局 55569200，dianying@bjppb.gov.cn

市文化和旅游局
89150044、89150055、89150056、89150057

（营业性演出审批）



审核时间缩短至 2个工作日。

电影方面，按照减少流动、在线优先原则，部分申报事项所需

纸质和影像材料可通过快递方式送达，对特殊项目予以加急办

理，最大限度压缩审批时间；对本年度摄制电影的变更时限在

原基础上视疫情周期予以延长；疫情期间市电影局开设电话专

线和专邮，解答回应企业困难诉求。

文物艺术品拍卖方面，优化审批时限，缩短文物拍卖会拍前审

核时限，延长文物拍卖会的拍后备案时限。支持文物拍卖企业

通过网络平台举办文物拍卖会，减少人员流动，提高效率。对

信誉度高、确有特殊困难的重点企业举办线下拍卖会实行一企

一策，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借助科技手段创新审批、审核和备

案方式。

市广播电视局

89150042（许可证到期延续）；

64081826、64081203、65155275（网络视听

备案审核）

市文物局 64032017、89150755

（二十六）加大疫情后政府采购基层公益性演出的力度。扩大

惠民低价票政策补贴范围，做到能补尽补。对入选北京市剧院

运营服务平台和各类政府品牌展演活动的优秀演出剧目，给予

场租和演出补贴。

市文化和旅游局

85157227（基层公益性演出活动）

85157228（惠民低价票政策补贴）

85157337（剧院平台、北京故事）

85157228（春苗行动）

（二十七）“一企一策”支持龙头文化企业发展。加快实施市

级文化产业园区“服务包”。加快推进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

区建设，不断推动文化产业政策集成创新。

市委宣传部 55569117

朝阳区政府 67731194

（二十八）加强文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挥文创金服、文创

板等平台作用，为文化企业提供相关政策服务。
市文资中心 620605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