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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定位

自设立
或引进年度
起三年内按
其对区级财
政贡献，按年
度最高给予
100%资助。

财政贡献
补助

自设立
或引进年度
起三年内，按
其缴纳的文
化事业建设
费区级留存
部分，按年度
最 高 给 予
80%资助。

财政贡献
补助

年纳税额
200 万 元 和
500万元（含）
以上的，其经审
核认定的不超
过5和10名高
级管理人员或
核心团队人员
的个人薪金所
得形成的区级
财政贡献部分，
三年内每年按
80%资助。

财政贡献
补助

按照企
业年度纳税
额情况给予
一定面积的
租金补助，补
助金额最高
为每天 2.5
元/平方米，
按完整年度
进行结算。

财政贡献
补助

在园区内
运营的版权登
记交易平台上
进行音乐版权
或数字内容知
识产权登记、交
易的音乐企业
或权利人，三年
内按其进行版
权或知识产权
登记、交易行为
对区级财政贡
献的100%予
以资助。

财政贡献
补助

符合标
准的原创音
乐作品，给予
不超过20万
元的一次性
奖励。

财政贡献
补助

文化事业
建设费
补助

企业管理
人才奖励

企业入驻
租金奖励

鼓励版权
交易

鼓励原创
音乐作品

萧山园区中长期建设发展规划

萧山园区音乐产业扶持政策

按照国家音乐产业
基地园区的相关创建要
求，萧山将以钱江世纪城
作为园区核心地，并配套
相应的政策和创建资金。

以“音乐科技智慧城”为核心定位，将
把萧山科技产业优势转化成为园区特色，
充分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
网和智能设备等运用到园区的建设发展中
去，带动关联产业的升级融合，促进现代音
乐产业综合体系的建设。

●建立完整的现代音乐产业链。实现音乐创作、制作、出版、发行、衍生产品等纵向产业链，
连接音乐与影视广播、动漫游戏、会展旅游等横向产业链，形成上下游相互呼应、各环节要素相
互支撑的现代音乐产业综合体系。

●搭建孵化音乐双创企业平台。培育一批长三角地区的具有成长性的“音乐+科技”类企业。
●打造萧山区域经济新增长点。使音乐产业在萧山落地、生根、开花，弥补杭州地区音乐类文

创产业发展短板，优化全国音乐产业发展布局，让音乐产业为地方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打造中国数字音
乐出版平台、版权保护中
心及分发平台。把园区
打造成为原创音乐创作、
数字音乐制作、数字音乐
版权运营的特色服务平
台，在管理机制、政策体
系、服务内容、协同创新
等方面实现先行示范。

●创建音乐
科技创新中心。
在创业投资中心
重点打造音乐双
创中心，扶持“音
乐+科技”类企业
及项目优先入
驻。

●建立国家级数字音
乐产业复合型人才培养基
地。构建从学历音乐教
育、实训型音乐技能培训
到产业化音乐项目创业孵
化为一体的数字音乐教育
培训产业链。建立一所国
际现代音乐学院，有利于
为萧山区音乐产业发展培
育源源不断的专业人才。

●开设国际音
乐科技博览会。将
博览会打造为中外
音乐产业交流与合
作的信息互动平台、
全球音乐+科技产品
展示交易平台、国际
音乐产业技术项目
合作对接平台。

基本
情况

总体
目标

重点
项目

当前全国范围内，国字号音乐基地
已有4个，浙江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虽不
是“第一个”，但相比之下却是最特殊的
那一个。

作为浙江国家音乐产业基地首个
园区，萧山园区“国字号”音乐基地创建
没有任何经验可参考，真正进入了“无
人区”。而作为萧山园区核心区，钱江
世纪城创建成功与否，能否做样板、出
示范，这成为关键。

“我们只能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摸
着石头过河。”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副主
任胡敏坦言，今年底，园区将迎来“关键
一役”，面临验收“大考”，“创建验收只
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途径让萧山园区
擦亮品牌，从而为全区培育经济新增长
点才是终极目的。”

胡敏指的“自己的节奏”究竟是什
么？萧山区提出了“六个一”，即完善一
项规划、建设一个基地、出台一项政策、
建设一个中心、搭建一个平台和举办一
系列活动。昨天举行的2019中国数字
音乐产业发展峰会正是“六个一”的落
实。

在“六个一”的大框架下，一系列称

得上重磅的专项政策陆续出炉，六大方
面全方位扶持音乐企业和人才在萧山
落地发展，这也是萧山历史上首次对某
一项具体产业出台单独政策。而这一
政策核心要点就是减税减费，如自设立
或引进年度起三年内按其对区级财政
贡献，按年度最高给予100%资助；又
如，自设立或引进年度起三年内按其缴
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区级留存部分，按
年度最高给予80%资助。力度堪称国
内音乐产业领域最大。

不但如此，萧山还大力引进第三方
合作机构。如，聘请多位音乐业界大咖
成立了“音乐产业专家顾问团”，其中包
括曾创作《红旗飘飘》的知名词作家、词
坛泰斗乔羽之子乔方；与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研究院、音促会等成立中国数字音
乐产业研究院，开展数字音乐产业及产
学研相关项目；钱江世纪城与中国音像
与数字出版协会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
员会（简称“音促会”）还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共同谋划具有“音乐+科技”特
色的音乐产业发展计划，音促会是原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唯一的全国
性音乐产业行业组织。

佟雪娜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她认
为，近几年来，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版权重
要性，尤其在2018年，中国数字音乐产业
数字音乐平台版权基本上趋于正规化，平
台开始转向由采买到内容投资，“以后将
从版权内容的单点竞争转向多点突破，更
多渠道的音乐传播生态，寻求多业态健康
可持续发展。”

萧山园区的创建也正顺应了这种大
趋势。据介绍，萧山园区采用“市场引导、
政府推动、企业运作、多方参与”的运作模
式，其功能布局可以概括为“一系统、一基
地、一平台、一中心”，即数字音乐公共服
务系统、数字音乐教育培训基地、国际音
乐会展综合平台、投资创业中心。

这其中，版权保护制作交易是核心。
根据计划，萧山园区将搭建音乐版权登记
交易平台，为广大音乐工作者提供版权登
记、保护和交易等服务，进一步带动数字
音乐相关联产业的融合发展，并有望一举
改变和促进中国知识产权格局。

业内分析，因为历史的原因，时代技
术的变迁，大量音乐作品的权利不清晰，
权利分散混乱，使得权利真实的拥有者并
没有取得应得利益，加上法律法规相对不
完善等原因，使得以著作权赖以生存的音
乐人收益保障受到了侵害。而有了中国
音乐版权登记交易平台，就有了明晰的记
录，也有了权威的保障。

昨日，在2019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发
展峰会上，中国音乐音视频报备中心正式
落户萧山园区，迈出了搭建中国音乐版权
登记交易平台的第一步。这一步对中国
音乐产业也许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副理事长、
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京
京介绍，中国音乐音视频报备中心系公益

性的权威音乐产业服务平台，未来将通过
发动音乐制作人及制作团队，报备音乐版
权、制作人员、版权等信息，建立中国音乐
数据库，促进产业信息互联互通。

“目前这个平台已经收集了一百万首
音乐作品的有关信息。”汪京京说，下一步
希望得到更多音乐人的认可，将平台进行
更广范围推广，助力中国音乐产业发展。

而对萧山来说，中国音乐音视频报
备中心的正式落户将有助于当地吸引、
培育、孵化音乐双创企业，培育一批长

三角地区的具有成长性的“音乐+科
技”类企业，为振兴音乐产业培养生力
军。据悉，中国音乐版权登记交易平台
预计在今年开始搭建，通过几年的努
力，打造一个既规范又低成本的版权交
易平台，吸引全国的音乐人和公司来此
平台进行交易。同时，萧山将通过打造
版权登记交易平台，进一步吸引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入驻，特别是原创音乐人、
原创项目，不断丰富产业业态，打造生
态音乐产业链。

音乐新势力 萧山新解法
以工业等硬产业著称的萧山，如今正迎来以音乐等为

特征的软产业时代。

在昨日的2019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发展峰会上，萧山正

式“官宣”，首次发布浙江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萧山园区音乐

产业规划、专项政策等，全力打造一座“音乐科技智慧城”。

这座“音乐之城”有太多标签，主打“音乐+科技”、浙江

第一个国字号音乐基地、打造一个既规范又低成本的版权

交易平台……由此足见，分量之重、期望之高、意义之深。

区文创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说，萧山园区创建“国字

号”，这不仅给萧山带来经济转型新动能，还将弥补全省全

市音乐类产业短板、优化全国音乐产业布局，“通过若干年

努力，有望使萧山园区成为之江文化产业带上一颗明珠。”

■本版撰稿记者姚潮龙龚洁制图李健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日前，网易放刺杭州电音制作学院
暑期班开课，首批学员走进课堂学习初
级基础课堂。该学院由网易电音品牌放
刺FEVER与全球知名电音制作学院
Point Blank联手打造，位于杭州国际
博览中心A幢，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

最好的资源给最优的产业。作为
G20杭州峰会主会场，国博中心是萧山
人最引以为傲的地标性建筑，也是杭州
会展业最繁忙的楼宇，称得上“寸土寸
金”。而拿出国博中心A幢一整栋楼用
于建设音乐产业集聚的物理空间，不得
不佩服萧山人的手笔与气魄。

国博中心A幢共13层、2万平方
米，将打造音乐展示、交流、内容制作的
公共空间，引入“产学研”机构、头部企
业，打造产业众创空间以及产业孵化基
地，目前一期项目建设正在推进中，预
计10月底完成。正因有了音乐属性，
如今国博中心A幢有了一个新名字：音
乐大厦，这意味着，未来一座“中国数字
音乐谷”将在这里崛起。

“萧山文化底蕴厚，但直到最近几
年，音乐产业发展元素和相关资源聚集
效应才变得明显。”区文创产业服务中
心负责人介绍，萧山是雅马哈钢琴亚洲
最大的生产总部所在地，乐器制造业发
达；浙江卫视影视中心落户萧山，430
亩用地已建成30多万平方米，《中国好
声音》等音乐演艺团队已经入驻，“某种
意义上，创建国家音乐产业基地是萧山
发展文创产业的一个全新突破口、引爆
点，音乐产业更是经历了从‘0’到‘1’的
过程。”

公开信息显示，2017年12月，原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同意创建浙

江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萧山园区，创建主
体为杭州市萧山区，创建期为2年。这
是继北京、上海、广东、成都后，全国第
五个音乐产业基地，也是浙江第一个

“国字号”音乐基地。
特别是，浙江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萧

山园区是之江文化产业带奥体（湘湖）
发展极重点建设项目，自创建以来，聚
焦数字音乐、音乐版权等领域，力争打
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全国音
乐科技产业发展中心。目前，已招引了
网易云音乐、倍司诺音等约10家音乐
类企业，并连续两年举行了理想音乐
节、氧气音乐节等万人以上大型音乐活
动，让钱塘南岸的音乐氛围渐浓。

作为中国互联网音乐头部企业之
一，网易云音乐是最早入驻萧山园区的
企业之一。公开资料表明，网易云音乐
目前注册用户已突破6亿人、独立音乐
人已有7万人，是一家典型的“独角兽”
企业，更是萧山园区创建“国字号”毫无
争议的核心带动企业，“这两年，也深感
萧山打造音乐产业决心之大、力度之
大。”网易云音乐副总裁丁博说，未来已
来，未来更美。

这不是个别感受。根据规划，萧山
园区将以“音乐科技创新城”为核心定
位，目标建立完整的音乐产业链，基本形
成上下游相互呼应、各环节要素相互支
撑的现代音乐产业综合体系；孵化一批
音乐双创企业，培育一批长三角地区具
有成长性的“音乐+科技”类企业，为企
业搭建起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性平
台。预计到2022年，园区将实现年生产
总值10-20亿元，每年吸纳高端人才超
2000人，入园企业数量将达到200家。

从“0”到“1” 国博作为载体空间

探索“无人区”首次出台单项产业政策

打造版权交易平台 有望改变新格局

网易钱江世纪城园区

网易全新的办公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