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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袁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的主要特征包

括院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例一般在 2%以上曰科技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在 70%以上曰对外技术依存度指

标在 30%以下遥 由此可见袁科技创新推动文化生产

与传播走向多元化袁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可持续发

展遥 在大众文化需求多样化的今天袁文化产业不再

是文化产品的简单复制生产袁而是科技与文化高度

相融的新兴产业曰科技袁特别是以虚拟现实尧3D 打

印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已经成为文化产品创作尧生
产与传播的内在驱动力与重要载体袁是增强国家文

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遥 在经济新常态下袁科技与文化

融合发展是文化产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遥
近年来袁武汉市政府发布了叶中共武汉市委武

汉市政府关于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尧加快文化与科技

融合发展意见曳等一系列相关文件袁推动武汉市文

化与科技融合大发展遥 与此同时袁早在 2012 年武汉

市委尧市政府提出打造野文化五城冶规划袁通过给予

优惠政策与扶持资金袁大力支持科技型文化创意产

业园区发展袁鼓励各类企业及高等院校建设文化产

业技术中心遥 武汉市叶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曳强调要发展新兴文化业态袁充
分运用高新科技手段促进文化产业升级袁 形成一批

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遥 [1]本文在阐述武汉市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基本现状的基础上袁 剖析存

在的主要问题袁 并在科技创新视角下提出促进武汉

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谐发展的相应对策遥
一尧发展追踪院武汉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现状分析

近年来袁武汉市加大推进力度袁规划建设了一批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渊见表 1冤袁涵盖动漫设计尧媒体传

播尧出版发行尧包装印刷尧文化娱乐等多个行业袁已经

形成了多核心高聚集的创意产业园区发展格局遥
渊一冤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初具规模袁各大园区呈

现快速发展势头

目前袁武汉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势头迅猛袁文
化创意产业园区初具规模袁 创意企业发展优势较为

明显遥据不完全统计袁目前武汉市建成和规划在建的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达 45 个袁包括洪山区南湖创意产

业园尧 汉阳造文化创意产业园尧 武汉光谷创意产业

园尧武昌区昙华林艺术区尧华师大文化创意产业园尧
楚天 181 文化创意产业园等曰 文化创意产业企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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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作为新的产业发展模式袁逐步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遥 近年来袁武汉市创意产业园

区在园区规模尧文化产值尧文化与科技融合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遥 然而袁当前仍存在园区规划缺位尧文化与科技人才

相对匮乏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等问题遥 据此袁应在完善园区公共服务平台尧加大科技人才引进机制尧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尧构建园区竞争力评价体系尧实施园区品牌化战略等方面推进武汉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谐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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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名称 开发时间 投资模式 主要内容

华师大科技产业园

昙华林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园

武大珞珈山创意产业园

武汉光谷传媒创意产业园

东湖高新创意产业园

汉阳造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马湖创意产业园

北港科技创意园

李桥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园

南湖创意产业园

楚天 181 文化创意产业园

2001 年 02 月

2004 年 03 月

2006 年 10 月

2008 年 02 月

2008 年 03 月

2008 年 03 月

2008 年 04 月

2008 年 05 月

2009 年 10 月

2009 年 12 月

2011 年 07 月

民间合资

民间合资

民间合资

民间合资

民间合资

政府筹资

民间合资

政府筹资

政府筹资

政府筹资

民间合资

数字内容尧数字教育尧数字出版尧创意设计

建筑油画村尧书法尧影视动漫基地尧设计创意中心尧艺术培训

IT尧动漫尧时尚尧服装尧网游尧娱乐软件等

数字传媒尧新闻出版尧会展业尧演出娱乐业尧音像出版业

影视动漫尧艺术培训

画廊尧艺术中心尧艺术家工作室尧时尚店铺尧餐饮酒吧

文化艺术尧设计策划尧咨询网络尧媒体动画创作尧印刷出版业

动漫基地尧教育培训尧高新技术尧文化传媒等

文体创意产业园尧综合创意设计及研发园尧艺术交流中心区

工业设计中心尧创意市集尧艺术家工作室尧动漫生产车间等

现代传媒尧艺术设计尧文化演出

万家袁 数量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居第八位曰 预计到

2020 年袁武汉市文化创意产业收入将达到 10000 亿

元袁占 GDP 比重 15%左右袁[2]武汉将成为全国文化

创意产业强市遥 以华中师大科技园区例袁该园区充

分利用武汉科教资源优势袁截至 2015 年 12 月在孵

科技型企业数已达 69 家袁 其中包括文化和科技融

合企业 57 家袁占全部在孵企业总数的 82.6%曰拥有

专利及著作权的在孵企业 30 家袁 获得著作权或专

利申请尧授权总数 157 项曰[3]2015 年园区企业总产值

达 11.45 亿元袁比 2012 年总产值增长 44.77%袁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曰 凭借较强的文化科技创新能力袁
2015 年 8 月华师科技园被湖北省科技厅认定为首

批湖北省创新型服务平台野众创空间冶袁2016 年 3 月

被国家科技部评审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遥
渊二冤武汉市文化产业增加值稳步增长袁政府出

台相关政策助推园区建设

2011 年到 2013 年袁武汉市文化产业增加值由

184.86 亿元增加至 627.1 亿元袁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由 2.7%升至 6.93%遥 2014 年文化创意产业继续保

持稳步增长袁 全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武汉市的 GDP
为 7.04%遥良好的发展势头促进文化创意企业集聚袁
带动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遥 [4]一方面袁资
金上给予较多优惠政策遥 从 2013 年起袁武汉市财政

每年安排不少于 2 亿元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袁
对经认定的市尧省尧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袁分别

一次性给予 30 万~80 万元的奖励遥武汉市武昌区政

府设立武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500 万元袁
采取补贴与奖励等多种方式袁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尧文化创意产业特色街区等多元化发展袁同时规

定租用经营用房创建文化创意园区尧文化创意特色

街区和文化创意专业楼宇的企业袁连续两年按对区

级财政贡献额 50%给予奖励遥 另一方面袁大力支持

科技人才创新创业遥 2015 年 12 月袁武汉市出台文化

产业发展野新十三条冶政策袁支持鼓励高等院校尧科
研机构尧事业单位文化创新人才离岗创业袁对离岗

创业人员给予 5 年保护期袁在职创业和到企业兼职

收入归个人所有袁对武汉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人才

引进工作起到重要作用遥
渊三冤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

善袁产业集聚效应初步形成

野十二五冶以来袁武汉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逐步

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袁以满足广大消费群体多样

化的文化需求为出发点袁通过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

系和建立企业间协作机制袁大大增强了园区整体竞

争力袁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袁有效提升了园区文化

软实力遥 同时袁园区还通过加强与高校尧相关企业的

密切联系袁逐步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结合尧社会与企

业和谐共赢的产业新格局袁园区内产业集聚效益日

益凸显遥 以东湖开发区的中国光谷创意产业基地为

例袁该基地由光谷软件园与创意产业基地孵化中心

两个园区组成袁总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袁入驻企业

有江通动画尧拇指通科技尧玛雅动画尧数字媒体工程

公司尧银都文化等为代表的 250 多家数字创意类科

技企业袁基地相关从业人数在 3000 多人袁动漫制作

能力达 2.5 万分钟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462 项袁2009
年实现总产值 6.5 亿元袁2012 年实现经营收入 35
亿元袁主要涉及动漫游戏尧创意设计尧图书出版尧互
联网增值服务等领域袁目前成为武汉地区文化创意

企业聚集最密集尧 平台最完善的专业化园区之一遥
依托光谷创意产业基地的武汉光谷创意产业孵化

器袁通过设立企业一站式服务中心袁建设青年创业

港尧动漫剧场等袁为青年大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创新

表 1 武汉市主要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一览

周雨城，詹一虹：科技创新视域下武汉市创意产业园区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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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平台遥 截至 2014 年 1 月袁孵化了 16 家国家级

动漫企业袁占湖北省的 80%以上袁在孵化企业之间

建立了从剧本创作尧生产发行尧衍生品开发到售后

服务的动漫产业链条袁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袁2014 年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遥
渊四冤文化与科技融合特色鲜明袁国家级示范基

地建设提速

武汉市拥有黄鹤楼尧古琴台尧武昌首义纪念馆

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袁高校在校大学生人数位居

国内前列袁科技也较为发达袁被誉为野文化沃土尧科
技重镇冶遥 2013 年武汉市出台叶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

基地核心区发展规划曳渊以下简称 叶规划曳冤袁叶规划曳
提出到 2020 年袁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文化创意产业

实现产值 3600 亿元袁年均增速达到 30%遥 叶规划曳还
明确了野一心二轴多点冶的三层次空间布局袁具体

为院野一心冶袁 以牛山湖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园

为中心袁 重点打造文化与科技融合顶尖品牌曰野二
轴冶袁结合长江数字文化产业园尧湖北广播电视传媒

基地等多个文化创意特色园袁形成以野光谷新中心冶
为轴心袁向东西尧南北两个方向延伸的文化与科技

融合产业发展轴曰野多点冶袁 则包含了左岭数字家庭

产业园尧花山文化科技示范园尧华师大文化科技产

业园尧楚天传媒产业园等多个专业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遥 在该叶规划曳的指导下袁东湖高新区文化与科技

融合示范基地稳步发展遥 2012 年东湖高新区文化创

意产业总经营收入为 450 亿元袁 同比增长 34%袁入
驻动漫游戏企业近 200 家袁在各大电视台上映动画

片共 9 部袁 其中 4 部优秀动画片在中央电视台播

放袁共有 30 余款游戏上线袁其中包括 6 款大型网页

游戏及 20 余款手机游戏袁[5] 涌现出了数字皮肤尧多
语言云翻译尧创意激光等一批国内领先的新业态遥

二尧问题检视院武汉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面临

的困境

在武汉市委尧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袁武汉市文

化创意产业园区在产业规模尧经营收入尧创新创业

等方面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袁但仍存在不容

忽视的困难与问题袁这直接影响了武汉市文化创意

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遥
渊一冤园区发展规划缺位袁同质化现象较为明显

武汉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已有较好的基础袁各
区政府部门依据文化资源特色与实际情况袁制定了

各区文化创意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积极出台了

诸如设立专项资金尧 鼓励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尧给
予优惠补贴等许多扶持政策袁但从整体性与前瞻性

的角度看袁市区层面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专项规划

还没有出台袁 大多数园区没有明确 5~10 年甚至更

长时期的发展思路与功能定位尧空间布局与发展重

点袁长期有效的园区政策扶持机制还有待完善遥 此

外袁一哄而上的园区建设袁野招商引资冶的简单复制袁
导致创意产业园区的同质化竞争日益严峻遥 目前袁
武汉市大多数的创意产业园区特征不明显袁很多创

意产业园区的入驻客户以咨询服务为主体业务袁并
不是实体企业遥 加之租金成本持续走高袁让园区经

营方步履维艰袁大批建筑沦为空置房袁既浪费了资

源袁又没有形成良好的集聚效应遥
渊二冤园区发展链条不够完善袁缺乏企业间协调

配合的平台

从经济学上讲袁产业链条长度和完整度是与获

利空间成正比的遥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袁武汉市文

化创意产业园区在发展动漫产业上具有一定的优

势袁涌现出叶天上掉下个猪八戒曳尧叶木灵宝贝曳尧叶花
精灵战队曳尧叶小鼠乒乓曳等优秀动画作品袁但是产业

整体发展水平不高遥 在动漫较为发达的日本尧韩国尧
美国等国家袁动漫产业的盈利模式是依靠野原创漫

画要动画化要衍生品冶产业链获利遥 近几年武汉市

对动漫产业投入巨大袁 但是动漫产品竞争力较弱袁
大多是野外包冶业务袁大部分动漫作品没有进军音像

制品尧玩具尧文具等衍生产品的市场袁与国内动漫产

业发展较好的深圳尧上海尧长沙等城市差距拉大遥 此

外袁武汉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尚未形成一种互相合

作尧共同创新的园区集群袁还没能形成协同创新的

新格局遥 目前全国各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如火

如荼袁如果园区企业间不能进行有效的协调袁对园

区内的资源整合极为不利袁也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条遥 例如近几年来袁动画电影成为动漫产业新的

增长点袁2015 年国内动画电影票房约 45 亿元袁越来

越多的动画企业生产制作动画电影袁然而鲜见武汉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动漫企业有令人熟知的动画

电影袁 大多数动漫作品仍是以传统的电视播放为

主袁效益不佳遥
渊三冤园区创意领军人才匮乏袁人才引进机制尚

不健全

作为全国第三大科教人才培育基地袁武汉市拥

62



有众多所普通高校袁 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袁但
是文化产业发展整体上面临极为严重的人才匮乏袁
园区内也不例外遥 首先袁园区各行业的高学历与高

技术型人才普遍缺乏遥 人才激励机制不能充分广泛

调动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和激活创新能力袁分配

机制上出现的野平均主义冶导致较强人才流动性袁要
么纷纷出国袁要么涌向具有发展潜力的国内一线城

市遥 在人事制度上袁没能形成合理规范的流动机制

和淘汰机制袁导致部门人员过多袁人员冗杂遥 其次袁
与深圳尧广州尧上海等一线城市对文化与科技人才

的引进政策相比袁不管在工作环境尧发展机遇还是

工资待遇尧创意氛围营造等方面袁武汉都存在较大

差距袁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强遥 再次袁园区内文化艺术

类人才比例过大袁而经营和投资管理人才偏少遥 随

着近几年武汉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迅猛发展袁对专

业型人才特别是文化与科技人才需求巨大袁然而当

前从业者主要以创意设计尧文案策划等单一人才居

多袁而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修养袁又掌握相

当经济管理知识与市场营销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严

重缺失袁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园区的可持续发展遥
渊四冤创意产业园区政策还不够成熟袁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力度不足

首先袁武汉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政策还没有形

成体系遥 从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良好的发达城市

来看袁政府部门有效的政策扶持与资金保障在园区

发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遥 近年来袁武汉市政

府出台了一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的措施袁例
如出台叶武汉市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管理暂行办法曳袁
并在全省开展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评选与授牌等遥
但是袁园区在创新创业尧中介咨询尧文化投融资尧培
训与交流展示等公共服务方面有待提高袁例如园区

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大袁对高层次

创意人才的吸引力不强遥 其次袁园区对知识产权的

保护力度不强遥 在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内袁由于创意

企业之间产业关联度较高袁各企业间存在较为显著

的知识外溢与技术扩散效应袁[6] 企业的创意成果发

布后很容易被其他企业模仿尧复制尧抄袭遥 由于知识

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袁甚至原创者的经济利益受到

严重损害袁 很多文化企业通常不会选择自主创新袁
而是寄希望于模仿其他企业的创意产品袁由此必将

导致产品趋同袁从而陷入恶性价格竞争袁最终使园

区丧失蓬勃的生命力袁走向衰败遥

三尧路径探索院科技创新视域下武汉市文化创

意产业园区发展对策

从时序视角看袁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在某种意

义上就是一步科技进步史遥 [7]2015 年 11 月 3 日袁新
华社发布的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曳指出袁要推动文化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袁发展骨干文化企业和创意文化产

业袁培育新型文化业态袁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遥 [8]科技

与文化的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袁以 3D 打印尧
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不断催生全新的文

化业态袁 促使文化产品生产与传播方式发生变革袁
大大提升文化影响力袁从而增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文化竞争力遥 武汉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应抓住文化

与科技融合大发展的机遇袁针对园区发展中存在的

实际问题袁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建设遥
渊一冤加强政府政策保障与资金支持袁完善园区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首先袁通过转变尧约束尧规划和完善政府职能和

行为袁从野办冶转向野管冶袁从野管理冶转向野服务和引

导冶遥 如减少行政直接干预袁简化企业入驻园区的审

批程序和手续袁为园区企业提供快捷高效服务遥 其

次袁武汉市政府部门应确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整

体规划和发展重点遥 每一个城市都拥有自身独特的

文化资源禀赋尧基础条件和比较优势袁根据资源可

获得性尧市场导向性尧产业链延伸性等原则袁结合武

汉市实际袁应确定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的主要方

向和支柱产业遥 在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初期应避免

高尧大尧上的发展模式袁有所侧重袁层层推进遥 再次袁
政府部门应尽快出台土地尧财政尧税收等相关优惠

政策袁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遥 可尝试在主要创意

产业园区创立多个中心袁如信息咨询中心尧人才培

训中心尧产业宣传中心尧企业孵化中心尧产权交易中

心等遥 与此同时袁建立野武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

专项基金冶袁由市政府拨出专款设立基金袁重点支持

创新能力强和发展前景好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及

文化企业袁形成集聚化发展袁不断提升武汉市文化

创意产业园区的综合实力遥
渊二冤健全科技人才引进机制袁完善多层次的人

才培养体系

园区应探索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新模式袁充
分利用武汉市丰富的科教资源袁逐步完善野政产学

研用冶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袁为园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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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遥 第一袁园区企业

应与高校尧研究机构共同打造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

养基地袁推进产尧学尧研协同发展袁提高文化创意可

转化的经济价值曰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袁积极培养

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产业人才袁为园区人才的

未来发展创造条件曰以创业带就业袁针对文化企业

需要的人才进行重点培训袁不断为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输送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遥 第二袁园区应举

办大型文化科技展览及设计艺术展览袁打造艺术家尧
设计师及园区管理人才的交流平台袁推动园区人员

与国内外文化创意人才的对话与交流袁通过多种途

径培养园区人才的创新思维与创新精神遥 第三袁园
区内创意企业应建立行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袁坚
持以创新创业为绩效考核的标准袁不断激发园区文

化科技人才的潜力袁营造自主创新尧鼓励创新的良

好环境袁使创意设计真正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遥
渊三冤制定园区品牌化发展战略袁增强园区整体

科技竞争力

第一袁园区应突出创新袁彰显特色袁积极推进园

区内及园区之间的企业联盟和战略合作袁打破企业

间的壁垒袁实现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袁推进差异化尧
协作化发展曰利用武汉光谷创意产业基地等园区的

高新技术优势袁强化科技创新对创意园区发展的引

领和支撑作用袁加快推广数字技术尧应用信息技术

等高新技术袁研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

术尧关键技术尧共性技术袁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遥
第二袁创意产业园区应制定品牌化战略袁做好战略

品牌分析袁建立强有力的统一园区品牌符号识别系

统袁 打造提升现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品牌能力袁增
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袁提升园区品牌国内外影响

力遥 第三袁应尽快整合各大创意产业园区的文化资

源优势袁尽快形成标准规范的产业集群化整体发展

战略袁实现出版传媒尧生态旅游尧文化展示尧数字内

容等产业的不断融合袁 实现文化产品研发设计尧生
产尧营销尧品牌推广等的统一运作曰依托东湖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尧南湖文化创意产业园等实力较强的

产业园区实现联合互动袁实现高新科技产业包容性

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袁逐步增强园区科技竞争力遥
渊四冤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袁切实维

护科技创新收益不受侵犯

文化创意产业的要素包括信息尧知识尧文化和

技术等无形资产袁基本覆盖了设计尧文化尧咨询策划

等诸多技术密集的领域袁因此武汉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要不断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袁建立一套标准的知识产权制度遥 首先袁武汉市政

府应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完善高新技术尧创意设计的

认定保护机制袁保护其知识产权曰对园区相关发明

专利实施统一管理袁将创意产业相关的专业尧版权尧
商标等合为一体袁 提高园区知识产权的管理效率遥
其次袁应结合武汉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规划和

野十三五冶文化产业重点扶持项目袁有针对性地制定

园区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制度袁出台相关法律尧法规袁
积极维护园区原创企业或个人的正当利益遥 再次袁
对园区企业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相关业务指导袁提升

其文化商标与域名注册的效能曰努力搭建相应知识

产权信息平台与商务交易平台袁 提供包括专利尧著
作权等在内的信息检索袁 杜绝侵权和重复创作袁通
过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协调机制袁积极鼓励创意企业

进行商标尧域名注册等知识产权保护活动遥
渊五冤构建园区竞争力评价体系袁健全园区中介

机构和行业组织

第一袁必须尽快构建城市创意产业园区竞争力

评价体系遥 武汉市目前已建和在建的文化创意产业

园区达数十家袁各大园区发展良莠不齐袁如何正确

地引导创意产业园区良性发展袁促进园区之间公平

竞争袁 将对武汉文化软实力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遥
武汉市应定期发布叶武汉市创意产业园区发展年度

报告曳袁同时借助水平高尧专业性强的研究机构或组

织袁每年对创意产业园区发展情况进行评估袁发布

野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实力排行榜冶袁对发展良好的园

区进行奖励并授牌袁促使创意产业园区走向规范有

序发展的轨道遥 第二袁鼓励园区建立各种行业协会尧
代理机构尧咨询服务机构等中介组织袁充分发挥其

在资源供给尧 文化产品生产与传播之间的纽带作

用袁 促进园区企业间各项文化生产活动顺利畅通遥
第三袁完善园区企业投融资的相关咨询服务袁设立

专门的投融资评估与咨询机构袁为园区企业选择合

适的文化产业投资项目提供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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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ing Path of Wuhan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Pa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ZHOU Yu-cheng, ZHAN Yi-hong
渊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of Cultural Industri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China冤

Abstract: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park, as a new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ttern,has become the vital growth force for
urban new economics,developing at an incredible speed.On the basis of emphatically demonstrating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developing currency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 of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parks in Wuhan city,this article proposes some
countermeasure as a reference to advanc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parks in Wuhan, for ex鄄
ample,this thesis suggest the parks should formulate a suitable program,perfect the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enterprises,implement branding strategy ,and so forth.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uhan city;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parks; development

周雨城，詹一虹：科技创新视域下武汉市创意产业园区发展对策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