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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倡导公益民生改革
——万捷 “在两会” 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雅昌聚焦·两会深度解读专题

2012 年 3 月 3 日至 13 日，全国两会进行

的如火如荼，各阶层、各行业的代表云集北京，

雅昌集团万捷董事长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提出

一系列关注社会民生、文化体制改革以及环境

生物保护等议案，而受到央视等各大媒体的深

入报道，引起行业及社会各级的广泛关注和热

烈讨论，社会效应良好。万捷董事长作为全国

政协委员，不但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更代表雅

昌集团尽到了社会责任。

关注文化产业发展

作为文化产业的代表，万捷提出、参与了

三个与文化艺术行业相关的提案：扶持画廊行

业发展；引导拍卖行业健康发展；充分调动社

会资源全面参与保证文化事业持续发展。

2012 年 3 月 6 日，《中国新闻出版报》

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事业”为题，率先

对万捷的提案进行了深入报道，该报道指出，

十七届六中全会力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产业，但是当前社会力量兴办文化事业仍面

临管理体制和机制不顺畅、相关法律和政策不

配套的困难，为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促进文化

事业发展，必须妥善解决这些问题。针对该问

题，万捷表示，针对改革现行登记管理体制，

推行无主管部门的社会组织登记试点，加强监

督与管理；加快公益立法，规范其信息公开办

法，明确文化公益组织的非营利性质，并完善

文化非营利机构认定办法，以社会监督保证其

服务公众的基本属性，惩治违法营利行为，完

善文化非营利机构认定办法，制定税收优惠政

策配套措施，制定向文化非营利机构捐赠的企

业、个人享受税收减免政策，将税收优惠政策

落到实处。3 月 12 日，《深圳商报》也以“调

动社会力量促进文化发展”为题作了万捷提案

内容的详细解读。在 3 月 11 日至 12 日的央视

新闻联播及《焦点访谈》的采访中，万捷也表

达了这一观点：国家可以通过政策、税收和激

励的政策，进行文化的软投入，将社会的各种

力量，如机构、企业和个人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调动起来，使他们共同参与国家文化平台的建

设。自 3 月 3 日起，雅昌艺术网也对提案作了

图1>  2012年3月12日新闻频道13点新闻直播间： 

 聚焦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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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2年3月1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

 万总采访实况

持续深入的报道，并引起了艺术领域的广泛关

注。雅昌艺术网两会专题集中讨论了“扶持画

廊行业发展”、“引导拍卖行业健康发展”两

个提案。

在“扶持画廊行业发展”的讨论中，万捷

表示，画廊承载着艺术品生产者和艺术品消费

者的枢纽工程，也是发掘和培养优秀艺术家的

肥沃土地，是艺术产业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但中国画廊业发展还比较薄弱，经营理念和经

营模式还比较落后。这就需要政府在画廊行业

体系建设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学习借鉴艺术

品市场成熟国家和地区的做法，给予配套的文

化政策环境和生态环境，规范交易秩序、建立

诚信体系、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这一提案引

起业内人士画廊行业现状以及对未来发展之路

的深入思索：中国画廊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画

廊该夺回话语权，艺术博览会领军人董梦阳表

示降税和推广是画廊最需要的，中国油画市场

专家林松也希望政府应通过协会加强对画廊的

管理和支持。

在有关促进拍卖行业健康发展的议案中，

万捷指出，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发展迅速，希

望有关部门能完善相关规定，引导行业的健康

发展。这一提案同样引发拍卖行业人士的热烈

讨论。

在文化产业领域，万捷已带领雅昌成长为

全国知名品牌，文化产业的领军企业。对此，

3 月 10 日深圳卫视《王梅两会观察》专访了正

在参加全国“两会”的万捷董事长，深刻解码

了雅昌在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密匙。文化

的发展繁荣，必然体现在每个人每个企业的身

上。采访中，万捷表示：一直以来，雅昌将中

国最传统、最古老的文化艺术与最先进的 IT 技

术、产品和服务熔于一炉，发展成极具特色的

文化艺术产业。未来，作为来自文化产业的全

国政协委员，万捷还将持续关注国家“文化强

国”的国策方针，并在不断为文化艺术界提供

综合服务的实践中，把握文化产业的发展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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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图3>  2012年3月10日万捷董事长接受深圳卫视

         《王梅两会观察》栏目的采访

持续深入的报道，并引起了艺术领域的广泛关

注。雅昌艺术网两会专题集中讨论了“扶持画

廊行业发展”、“引导拍卖行业健康发展”两

个提案。

在“扶持画廊行业发展”的讨论中，万捷

表示，画廊承载着艺术品生产者和艺术品消费

者的枢纽工程，也是发掘和培养优秀艺术家的

肥沃土地，是艺术产业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但中国画廊业发展还比较薄弱，经营理念和经

营模式还比较落后。这就需要政府在画廊行业

体系建设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学习借鉴艺术

品市场成熟国家和地区的做法，给予配套的文

化政策环境和生态环境，规范交易秩序、建立

诚信体系、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这一提案引

起业内人士画廊行业现状以及对未来发展之路

的深入思索：中国画廊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画

廊该夺回话语权，艺术博览会领军人董梦阳表

示降税和推广是画廊最需要的，中国油画市场

专家林松也希望政府应通过协会加强对画廊的

管理和支持。

在有关促进拍卖行业健康发展的议案中，

万捷指出，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发展迅速，希

望有关部门能完善相关规定，引导行业的健康

发展。这一提案同样引发拍卖行业人士的热烈

讨论。

在文化产业领域，万捷已带领雅昌成长为

全国知名品牌，文化产业的领军企业。对此，

3 月 10 日深圳卫视《王梅两会观察》专访了正

在参加全国“两会”的万捷董事长，深刻解码

了雅昌在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密匙。文化

的发展繁荣，必然体现在每个人每个企业的身

上。采访中，万捷表示：一直以来，雅昌将中

国最传统、最古老的文化艺术与最先进的 IT 技

术、产品和服务熔于一炉，发展成极具特色的

文化艺术产业。未来，作为来自文化产业的全

国政协委员，万捷还将持续关注国家“文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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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国策方针，并在不断为文化艺术界提供

综合服务的实践中，把握文化产业的发展脉搏，

探寻产业健康发展的途径，推动中华文化艺术

不断向前发展。

关注公益民生事业

万捷和雅昌一直关注环保公益事业，在今

年提出了两项有关环保、公益的提案：采取行

政管理手段禁止公务鱼翅消费、切实推动资源

回收及再生产业（静脉产业）发展。

3 月 2 日，《第一财经日报》以题为“公

务宴请应禁止鱼翅”的报道拉开了媒体关注的

帷幕，此后，各大媒体竞相报道万捷的“鱼翅”

提案：“万捷：公务和官方宴请应禁止吃鱼翅”（3

月 3 日《北京青年报》）、“嘴下留情：中国

两会与会者对鱼翅说不”（3月6日新华网）、“应

禁止鱼翅上公务餐桌”（3月9日《深圳晚报》）、

“雅昌万捷两会再发声：行政手段禁止鱼翅消

费”（3 月 12 日《晶报》）等，在各媒体采访

中，万捷表示，短短三十多年，全世界鱼翅贸

易总量从不到4000吨激增至近14000吨。其中，

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三地鱼翅消费占据着全

球鱼翅贸易和消费的 95% 以上，严重影响到

鲨鱼物种生存危机和海洋生物平衡。万捷董事

长提出，如果政府明确禁止公务和官方宴请消

费鱼翅，对保护海洋生态平衡、倡导绿色环保

生活方式、提高食品安全水平，将取得一举多

得的效果。加之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明确禁止

鱼翅消费的国家级法律和行政规定。如果中国

政府率先出台《禁止公务和官方宴请消费鱼翅

的规定》，将是世界上首个禁止鱼翅消费的行

政管理规定，在环境保护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气度。此提

案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新东方教育

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微博上表示签名支持

“拒吃鱼翅”提案，他指出这是关注全球环境、

气候问题以及为后代着想的问题；著名美术家

韩美林也对吃鱼翅说“不”，并呼吁公众“嘴

下留情”。

 3月13日，《深圳特区报》发表“发展‘静

脉产业’ 推动资源回收”的文章，集中介绍了

万捷 “切实推动资源回收及再生产业（静脉产

业）发展”的提案。 在采访中，万捷指出，“静

脉产业”滞后拖了垃圾分类的后腿，，目前的

资源再生产业存在诸多问题。产业技术能力不

足、规模化不足、产业链不健全、行业缺乏规

范等，甚至大部分仍处于较为原始粗放状态，

小商户、小作坊居多，二次污染等问题严重，

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不但没有成为问题的

解决者，甚至成为了问题的制造者。另外，我

国与“静脉产业”发展相关的法律体系和政策

都不健全，法律上，对各类废弃物的回收和再

利用缺乏强制性规定，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废弃

物均没有承担责任的依据，导致把所有问题都

留给了政府。所以，只有发展 “静脉产业”，

才能推动资源回收。针对该问题，万捷建议由

发改委主导，联合商务部、环保部、工信部等

相关部门，深入研究“静脉产业”体系，全面

调查现有产业状况，在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政

策的同时，在目前垃圾分类工作比较有成效的

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积极推动试点工作，

使之成为未来中国“静脉产业”发展的标杆。

首要的任务是，完善相关法律体系。落实生产

者责任及执行办法，制定强制回收产品和包装

物名录并将其纳入《循环经济促进法》和《清

洁生产促进法》；对废弃物的回收、再生、处

置建立生产者付费的长效制度，搭建上下游之

间完整、高效的转移支付体系，引入生产者参

与管理的制衡机制。

 此外，万捷还关注民生问题，提交了关于

重视扩大元旦节日庆祝活动的提案，在该提案

中，万捷提出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增，在

华的国际人士和国际友人越来越多。目前我国

雅昌聚焦·两会深度解读专题

最重要的节日庆祝是农历新年春节，主要以家

庭为单位，以团聚、探亲为主。元旦期间，很

少由政府组织大型的庆祝活动，节日氛围不强。

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化交流越来越频

繁，来华旅游、生活、工作的外国人也越来越

多，在华的国际友人感受不到中国的大国形象

和软实力，无法切身体验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

和精神。中国的农历新年春节习俗在世界各国

都得到了尊重，海外华人在国外也能感受到春

节的喜庆氛围。但在华的国际友人却很难感受

到元旦的节日氛围，也有碍于促进国际平等交

流，增进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感情的作用。为

了树立大国形象，建议政府重视扩大元旦节日

庆祝活动，邀请在华使领馆、国际组织、企业、

留学生等团体积极参与元旦节日庆祝活动，加

强国际间的文化与感情交流。

 3 月 13 日，万捷在接受央视新闻联播采

访中，畅谈了作为文化领域的委员在政协五年

的履职感受：“大家越来越知道将周围百姓的

声音怎么样通过政协这个平台来反映出来，最

终不是要说，而是要能够科学的去实践、去做。”

此次两会中，万捷针对文化产业、环保

公益事业以及民生问题中亟需解决的一些问题

提出了提案，也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万

捷和雅昌是这样说的，也在实际行动中践行。

十九年来，万捷带领雅昌从传统印刷企业成功

转型为艺术服务机构，成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

的典型代表，在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中贡献了

自己的力量；万捷重视环保公益，以身作则拒

绝消费鱼翅，并在 2011 年荣获英国鲨鱼信托

基金的“鲨鱼卫士”荣誉，作为阿拉善环保

SEE 协会理事，他带领雅昌积极推行绿色印刷、

实行垃圾分类，切实推动“静脉产业”的发展。

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也完成了一个政协委

员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