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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WOT-AHP 及多元回归分析的民勤县
文化产业发展
韩 杰, 陈兴鹏, 庞家幸
兰州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兰州 730000

摘

要：运用 SWOT-AHP 模型和多元回归分析模型, 对民勤县文化产业的适宜性、影响因素进行全

面分析 . 结果显示: 民勤县适宜发展文化产业, 优势和机遇占有较高权重, 突出的发展条件是资源优
势和政策机遇, 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不容忽视 . 良好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和落后的
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不一致性, 文化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文化产业投资和从业人数与文化产业发展呈
显著正相关关系, 成为主要影响因子, 前者的影响力小于后者, 文化产业消费因素的拉动作用疲软,
发展过程中存在投资不足、消费滞后和高素质劳动力缺乏等问题 .
关键词：文化产业; SWOT-AHP 模型;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西北绿洲区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455-2059(2017)03-0322-07

DOI: 10.13885/j.issn.0455-2059.2017.03.006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in Minqin County based on SWOT-AHP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Han Jie, Chen Xing-peng, Pang Jia-xing
College of the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of Minqin County was analyzed, the suitability of its cul-

tural industry, the influences there on and problems there of with the SWOT-AHP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inqin County was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its advantages as well as opportunities had a higher weight. Outstanding conditions including
resource advantages and policy opportunities, its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could not be ignor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ood cultural industry environment
and the backward development level had proved that there had been problem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ts
cultural industry.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correlation factors and cultural
industry showed that cultural industry investment and workers had become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s.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y investments was of a less than degree than the workers, both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third industry development. Cultural industry consumption factors could not push
forward the third industry.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vestment insufficiency, backward consumption and lack of high quality labor constituted the main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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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被称为“绿色产业”, 是 21 世纪最具

1.2

323

数据来源及处理

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之一, 和其他产业相比, 具有

民勤县文化产业起步晚, 仍处于初级阶段, 民

文化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双重价值, 对改善环境、提

勤统计年鉴和地方志中专门针对文化产业发展的

高居民文化素质、促进经济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

统计数据较少, 指标数据难以直接收集 . 为了研究

目前针对文化产业方面的研究, 在区域上主要集

需要, 用国家统计局对文化产业的界定标准, 以民

中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 内容上多是对文化产业

勤县历年统计年鉴中的部门分类为基础, 从中挑

内涵和外延的定性描述 [1-3], 对其发展存在问题和
对策的探讨[4-5]. 潘澍[6]主要研究了辽宁省文化产业
发展现状及对策; 孙国学 研究了中国文化产业发
[7]

展策略; Mueller 等 [8] 探讨了如何利用文化产业发
展农村经济, 认为农村地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可以利用文化资源优势发展文化旅游; Bryan 等 [9]
分析了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概述了
当 地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情 况 . 在 实 证 研 究 方 面, 王
婧 [10] 对比研究了文化产业在中国、美国、英国和
加拿大的发展情况, 建立模型对文化产业影响因
素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文化消费和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是主要因子; 王林等 [11] 对中国长江三角
洲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 . 这
些研究从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发展条件以及影
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缺乏对绿洲区文化产
业发展条件、影响因素和存在问题的探索, 如何

出属于文化产业范畴的文化娱乐、教育业、新闻
传媒、旅游业等部门组成文化产业[13]. 因为统计口
径的变化, 1986-2005 年文化产业财政支出数据来
自《民勤县志》中文教、2006-2012 年卫生事业费
支出来自《民勤县统计年鉴》中教育、文化、体育、
传媒支出 . 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和城乡居民人均存
款余额数据均来源于《民勤统计年鉴》. 农民人均
纯收入数据 1986-2005 年来自《民勤县志》, 20062012 年来自《民勤统计年鉴》. 1986-2012 年民勤
县文化产业产值无直接数据可查, 通过对历年第
三产业产值数据处理得到 . 受物价因素影响的指
标均以 1978 年的消费价格指数为基期进行平滑处
理, 为了增加经济数据的平稳性, 减少异方差的存
在, 对数据进行对数变换 . 其余相关数据直接或间
接来自《民勤县志》和《民勤县统计年鉴》.

引导文化产业在绿洲地区发展, 使其逐渐成为缓

1.3

解经济-生态发展矛盾的重要手段, 是一次有益

1.3.1

研究方法
SWOT-AHP 分析法
SWOT 分析法因使用简单而被广泛应用于策

的尝试 .

略研究中[14], 但因无法确定各因素的优先级, 可靠

1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性和准确性受到质疑 [15]. AHP 分析法可以将定性

研究区概况

问题定量化, 是一种通过实证分析进行决策的技

武威市民勤县位于 101.49º~104.12ºE, 38.04º~

术和方法 [16], 将两种方法相结合可以更系统地评

39.27ºN, 地处河西走廊东部石羊河流域下游, 东

估各因素的重要性, 为发展局势或环境的判断提

北和西北方向分别被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

供更可信的依据 .

1.1

包围 . 中部是石羊河的冲击灌溉而形成的绿洲,

SWOT-AHP 分析法的主要步骤为: 在 SWOT

是典型的沙漠绿洲区 . 气候干旱, 风沙危害严

分析的基础上, 获得各类指标; 构建层次分析模型;

重, 年降水量 110 mm, 潜在蒸发量高出平均降水

用 Saaty 提出的 1~9 标度法[17], 并邀请相关专家, 对

量 23 倍. 全县辖 18 个乡镇, 246 个行政村, 土地面积

指标进行两两比较, 构建不同层次的比较矩阵; 计

15 907 km , 人口密度 15.2 人/km . 民勤独特的环

算各指标的层次单排序和总体权重值 .

境造就了纷繁多样的文化资源 . 作为文化名县, 历

1) 层次单排序和一致性检验

史悠久, 民勤早在 2 800 多年前就有人居住, 创造

通过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了举世闻名的“沙井文化”, 文化之乡名符其实 . 富

确定本层次与上层次有关联的各因子重要性的权

有特色的民风民俗、民间演艺活动以及地方诗歌

重值 . 对于判断矩阵 P, 如果有向量 a 满足:

[12]

2

2

和影视作品使文化内容丰富多彩 . 文化和经济、

Pa=λmaxa,

环境相辅相承, 也是一种资源, 可以促进经济发

其中, λmax 为矩阵 P 的最大特征值, a 为最大特征值

展 . 近年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

所对应的归一化特征向量, 那么 a 的各个分量就是

视, 取得了一定成就 .

本层次所有因子相对于上一层次重要性的单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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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值 Wn[18]. 为了保证矩阵没有逻辑错误, 需要借
助 λmax 对各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 一致性判断
指标记为 CR:
λ -n
,
CR = CI , CI = max
n-1
RI
其中, CI 代表一致性指标, RI 表示平均一致性指

标, 可以通过查表得到 [19]. 若 CR≤0.1, 认为该判
断矩阵具有一致性, 此时各判断矩阵的向量为权
向量 .
2) 层次总排序和总体一致性检验

误差项 .

2 结果与分析
民勤县文化产业适宜性评估

2.1

依据 SWOT-AHP 分析模型(表 1), 构造判断矩
阵, 计算出各指标的层次单排序及总体权重值(表
2、3). 从表 2 可知, 所有矩阵的 CR<0.1, 说明通过
一致性检验 . 对表 3 中的层次总排序结果进行总
体一致性检验, 一致性比率:
CR =

层的各指标总权重, 计算方法为: 设位于指标层 C
中的某元素 m, 记为 Cm, 与上层次(准则层)所有相

关指标的重要性权重为 c1m ~ c nm , n 为上层次元素的
个数, 准则层所有指标相对于上层次(目标层)的重

重值为 ∑bi c , 其中 n 为准则层元素个数 . 依照此
计算方法对指标层进行总排序 .
1.3.2

相互独立的, 如果解释变量 X1, X2, ⋯ , Xn 之间线性

相关, 将导致伪回归, 逐步回归分析则是消除多重
共线性的有效方法之一[21-22].
在用时间序列进行回归时要注意对数据和模
型进行稳定性检验 . 稳定性检验最常用的方法是
Augmented Dickey-Fuller (ADF)检验, 依据 Akaike

目标层 准则层

优势 S
民
勤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策
略
A

劣势 W

机遇 O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选择最佳滞后期, 在包
含截距和趋势或者仅包含截距两种状态下分别检
验序列的稳定性 .
本研究在进行变量选择时借鉴柯布-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理论 [23], 选择文化产业财政支出作为
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本影响因子, 农民人均收入水
平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作为潜在消费因子, 以文

,

表 1 层次分析模型
Table 1 Analytic hierarchy model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主要是从统计学角度, 研
种分析方法 [20].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要求各变量是

∑RI(i)bi

入公式得CR=0.076 99, 通过整体一致性检验 .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

究两个以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密切程度的一

i

其中, bi 为指标层各因素相对于上层次的权重值, 代

i
m

i=1

i=1
n

i=1

要性权重为 b1~bn, 则元素 Cm 相对于目标层的总权
n

∑CI(i)b
n

利用同一层次单排序结果, 计算相对于目标

挑战 T

指标层
独特的沙漠景观资源 S1
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S2
多彩的民俗文化资源 S3
多样的农业文化资源 S4
不断提高的经济水平 S5
先进的沙漠治理模式 S6
生态环境脆弱 W1
文化产业基础薄弱 W2
人才流失严重 W3
文化设施利用率低 W4
文化标识不突出 W5
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背景 O1
甘肃着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机遇O2
文化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O3
文化产业市场竞争激烈 T1
文化产业发展环境有待提高 T2
乡村文化经营效益低 T3

民勤县发展文化产业面临的是一个优势和机
遇较多的环境, 适宜发展文化产业 . 发展文化产业
最大的优势是资源优势,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历

化产业从业人数作为劳动力资源的影响因子, 构

史文化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 可以发展资源型文

造民勤文化产业发展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通过

化产业 . 民勤文化资源的分布也较集中, 以直线形

对数变换得出模型:

态分布于大西河古河道的东岸, 集中分布于绿洲

lnY=β0+β1 ln X1+β2 ln X2+β3 ln X3+β4 ln X4+μ,

边缘的沿边沿沙地带 . 这些乡镇虽然生态脆弱, 但

其中, Y 为民勤文化产业产值, β0 为常数虚拟变量,

拥有众多的文化遗迹, 也更直观地靠近沙漠, 具有

β1 为资本的投入产出系数, X1 为文化产业投资, β2

发展生态旅游、沙漠科考等文化产业内容的资源

为劳动力的投入产出系数, X2 为文化产业从业人

优势 .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无烟工业”, 将是本地区

数, β3 为储蓄产出弹性, X3 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β4

突破人口-生态-经济发展困境的机遇 .

为收入产出弹性, X4 为居民人均纯收入, μ 为随机

国家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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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判断矩阵层次单排序汇总
Table 2 Single sorting summary level of judgment matrix levels
判断矩阵
P
S
W
O
T

λmax
4.078 8
6.504 6
5.313 6
3.085 8
3.053 6

CI
0.026 3
0.100 9
0.078 4
0.042 9
0.026 8

RI
0.90
1.24
1.12
0.58
0.58

CR
0.029 2
0.081 4
0.070 0
0.074 0
0.046 2

表 3 SWOT 指标总排序结果
Table 3 Total sorting results of SWOT indicators
A
S1
S2
S3
S4
S5
S6
W1
W2
W3
W4
W5
O1
O2
O3
T1
T2
T3

S
(0.494 8)
0.252 4
0.423 3
0.159 0
0.085 5
0.049 5
0.030 3
-

W
(0.133 6)
0.469 9
0.144 1
0.261 9
0.044 8
0.079 2
-

O
T
(0.310 2) (0.061 4)
0.626 7
0.279 7
0.093 6
0.946 3
0.298 1
0.125 2

W总
0.124 887 52
0.209 448 84
0.078 673 20
0.042 305 40
0.024 492 60
0.014 992 44
0.062 778 64
0.019 251 76
0.034 989 84
0.005 985 28
0.010 581 12
0.194 402 34
0.086 762 94
0.029 034 72
0.058 102 82
0.018 303 34
0.007 687 28

归一化特征向量
（0.494 8, 0.133 6, 0.310 2, 0.061 4）T
（0.252 4, 0.423 3, 0.159 0, 0.085 5, 0.049 5, 0.030 3）T
（0.469 9, 0.144 1, 0.261 9, 0.044 8, 0.079 2）T
（0.626 7, 0.279 7, 0.093 6）T
（0.946 3, 0.298 1, 0.125 2）T

均不平稳 . 加上趋势项后, 文化产业产值、居民储
蓄存款余额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在一般水平下变
为平稳序列, 而文化产业财政支出则需一阶差分
后才为平稳序列(表 4).
表 4 ADF 检验结果
Table 4 Test results by ADF
变量

Y

X1

X2

X3

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民勤发展文化产业的突
出机遇, 地处古丝绸之路重镇的民勤县, 应该紧紧

X4

抓住这次机会,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融合在一起, 发
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产业 .
民勤文化产业产值一直较低, 2012 年民勤县实
现文化产业产值 3 650 万元, 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5%, 远低于 5.5% 的全国水平, 发展条件和发展水
平之间存在矛盾[24], 文化产业尚有较大发展空间.
2.2
2.2.1

民勤文化产业影响因子
模型稳定性检验

只包含截距项
检验统计量
-3.711a
-2.981b
-2.630c
-3.724a
-2.986b
-2.633c
-3.711a
-2.981b
-2.630c
-3.738a
-2.992b
-2.636c
-3.753a
-2.998b
-2.639c

含截距和趋势
项检验统计量
-4.356a
-3.595b
-3.233c
-4.374a
-3.603b
-3.238c
-4.356a
-3.595b
-3.233c
-4.374a
-3.603b
-3.238c
-4.374a
-3.603b
-3.238c

结果
I(0)B

I(1)A

I(0)A

I(0)B

I(0)B

a、b、c 分别代表 1%、5%、10% 不同的置信水平 . A 表示只
包含截距时的结果, B 表示包含截距和趋势项的结果, 临界
值后面的圆括号表示差分阶数 .

2.2.3

多重共线性检验
在构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 Eviews 进行回归:
ln Y = -19.520+0.461 ln X1+1.599X2+
0.069 lnX3+0.349 ln X4 .
对结果进行统计检验, R2=0.972 715, 说明拟

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要素会影响模型的稳定

合效果很好, 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 总体通过 F

性, 所以对模型进行必要的稳定性检验 . 这里用残

检 验 . 依 据 德 宾 - 沃 森 (DW) 检 验, 模 型 中 DW=

差累积、Cumulative SUM (CUSUM)以及平方的

2.02, 查 DW 统计表可知, 模型中各变量不存在自

CUSUM 进行检验, CUSUM 检验结果显示模型的

相关 . 但各个变量多 P>0.05, 表明模型整体通过统

残差均位于临界值内 . 平方的 CUSUM 检验结果

计检验而变量不能通过检验, 模型可能存在典型

发现残差并不完全位于临界线内, 但是非稳定的

的多重共线性 .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 自变

阶段比较短, 从整体上来说模型还是趋于稳定的 .

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0.8, 说明相关因

2.2.2

子的选择具有合理性 . 但各因子之间相关系数也

时间序列的非稳定性检验
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 在正常水平下, 仅包含

较高, 均>0.7, 不符合模型的前提假设, 确认存在

截距项时除了文化产业从业人数外, 其余各序列

多重共线性, 需要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对模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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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表 5).

时间尺度上是不可持续的, 必然面对劳动力匮乏

表 5 4 因子相关系数矩阵
Table 5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about four factors
因子
Y
X1
X2
X3
X4

2.2.4

Y
1.000 0
0.947 8
0.930 4
0.942 8
0.970 4

X1
1.000 0
0.819 8
0.924 4
0.918 9

X2

X3

X4

且效率低下的困境 [25], 应该从提高劳动力素质入
手, 将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才能取得长足、有
效的发展[26].
民勤文化产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治

1.000 0
0.889 8
0.944 7

理、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等方面, 对文化产业的投资
1.000 0
0.921 2

力度不足 . 虽然近年来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1.000 0

取得了一些新发展, 例如新建乡镇综合文化站 13
个, 实施了文化资源共享工程, 为全县 249 个村配

逐步回归分析
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对模型进行修正, 将影响

发了文化资源共享设备, 建成“农家书屋”143 家,

经济发展的文化产业相关因子 X1、X2 与文化产业

但农家书屋多闲置无人问津, 大大降低了文化设

产值(Y)做多元线性回归:

施的利用效率 . 所以, 文化产业投资要素的影响力
小于劳动力数量, 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和效率都

ln Y =24.339+0.617 ln X1+2.454 X2 .
模型的 R =0.970 088, 调整后的 R =0.967 595,
2

2

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很好 . 在 α=0.05 的前提下，

有待提高 .
城乡居民存款余额和居民人均纯收入在模型

查 F 分布表可知回归方程显著, 文化产业就业人

拟合过程中并未通过检验, 表明二者无法对文化

口数量和文化产业投资对其有显著性影响. 由 t 分

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 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次要影

布表可得, 留在方程内的各回归系数的 t>2.064, 模

响因子 . 民勤地区作为潜在消费力的居民存款余

型中的各变量对民勤文化产业产值有显著性影响.

额和居民人均纯收入不能推动文化消费的增长,

对模型进行异方差 White 检验, 借助 Eviews 软件可

这一点有悖于收入和储蓄水平提高能刺激文化消

知, 残差序列不存在异方差. 从最 优 模 型 回 归 结

费增长的一般性结论 [27].

果 可 知 DW=2.029 8, 查 DW 统计表可知, 模型中
各变量不存在自相关 .

2011 年民勤县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在甘肃省所
有区县中排名第 18 位, 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名第 22

民勤县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量、文化产业投

位, 在武威市的一区三县中仅次于凉州区 . 2004-

资额与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存在正相关关系, 产出

2012 年在城乡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提高的情况

弹性分别为 2.454、0.617, 也就是说文化产业从业

下, 文化消费的比例却没有同步提高, 反呈下降趋

人员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就能带来 2.454 个单位

势, 2008- 2010 年文娱消费比曾有一段上升的趋

的文化产业增加值, 而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文化产

势, 分别为 0.14、0.15、0.18, 随后的几年又逐渐衰

业投资额仅能带来 0.617 个单位的文化产业增加

退, 截止到 2012 年文化娱乐消费比仅为 0.09, 居民

值 . 民勤地区对文化产业发展影响较大的文化因

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之间的差距一直居高不

子是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量, 而文化产业投资对

下 . 中国农村地区在收入和储蓄水平提高的情况

其拉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 究其原因主要是

下, 居民消费总水平随之呈现正向增长相关性, 但

民勤位于西北绿洲区,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对人

是文化消费水平却总是表现出负的逆向相关

才、资金和技术要求较高的文化产业发展内容缺

性[28]. 分别计算民勤人均纯收入、居民储蓄存款余

乏必要的发展条件, 如影视、传媒、印刷、动漫

额与居民总消费和文化消费的相关系数发现, 收

等, 依靠劳动力资源数量的投入促进产业发展 .

入和储蓄水平与居民总消费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民勤县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容集中在对技术要求

0.86、0.84, 而与文化消费的相关系数仅为 0.22、

相对较低的旅游产业, 利用旅游产业的关联效应

0.21. 民勤地区居民受生态环境、心理、文化等多

充分吸收剩余劳动力资源推动产业发展 . 2007-

方面的影响, 导致消费结构不合理, 衣食住行支出

2012 年旅游产业发展较快, 整体呈增长趋势, 尤

在农村家庭消费结构中仍占主导地位, 文化消费

其是 2010 年以来, 旅游总收入和接待游客数量

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明显, 与收入水平存在不一

快速增加, 并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 回归结果显

致性 . 民勤地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居民总体消

示, 文化产业劳动力数量对民勤文化产业的影响

费水平可能会同步增长, 但并不意味着文化消费

较大, 但仅仅依靠劳动力数量促进经济发展在长

水平的提高, 二者存在逆向相关性 .

韩

杰，等：
：基于 SWOT-AHP 及多元回归分析的民勤县文化产业发展

3 结论和讨论
独特的沙漠自然景观、众多的古城遗迹、丰
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和蓬勃发展的农业资源是民勤
县的主要优势, 可以发展资源型文化产业, 如以农
业资源为基础发展绿洲农耕文化展览、农产品展
览; 以沙井文化、民勤小曲等民俗文化为基础发
展演艺开发, 将民勤绿洲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商
业化、产业化, 使文化走出本土面向大众 . 但是也
存在生态环境脆弱、文化市场竞争激烈等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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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的, 大都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 很多民间传统
工艺都逐渐流失, 需要加大对这些民间工艺的保
护力度, 学会在农民中发现人才, 努力挖掘民间工
艺大师, 如民勤小曲儿方面的大师、手工艺品制作
较好的能人巧匠等, 使民勤的民间工艺技术等得
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 经营文化产业需要综合性
人才, 既要有一定的手艺, 也要有产业经营的管理
理念 . 民勤农村地区农户的文化水平虽有了很大
提高, 但是现代化思想和文化尚未普遍形成, 需要
对村民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 达到提

劣势和挑战 . 总体上, 民勤县适宜发展文化产业,

高居民文化素质的目的, 造就一批有文化、有技

发展环境中优势和机遇较多, 与民勤落后的文化

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文化产业发展后备军 .

产业发展现状不一致, 说明文化产业发展存在问
题.

开拓文化市场, 鼓励文化消费 . 首先, 针对民
勤居民文化消费对文化产业发展拉动不足的现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的设定和多方检

状, 应该改变居民的文化生活习惯, 鼓励文化消

验, 最终得出符合民勤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最优

费, 倡导先进的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消费方

模型, 文化产业相关变量中, 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产

式, 充分挖掘城乡地区居民文化消费潜能, 通过文

出弹性大于资本要素, 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因素, 储

化消费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其次, 文化产业的

蓄存款余额和居民收入水平不能成为影响文化产

市场范围要着力向东部发达地区拓展, 文化产业

业发展的重要因子 . 文化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发展的推动力是地域文化的差异性, 文化反差越

不明显, 与收入水平不一致 . 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

大价值体现就越大, 应该通过各种宣传手段使民

存在资金短缺、消费不足、劳动力资源素质有待

勤文化产业的市场空间向东转移, 扩大影响力 .

提升等主要问题, 是导致民勤县虽有良好的文化

扩宽融资渠道, 增加资金支持 . 资金短缺是制

产业发展环境, 但却未能充分利用的原因 . 生态脆

约民勤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 应该建立

弱、人才外流、基础设施缺乏等具有较高权重的

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 第一, 制定

区域发展条件也是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条件 . 需

相关优惠政策, 引导社会各类主体投身于文化产

要加大文化产业投资力度, 改善消费结构, 着重引

业开发, 如文艺演出赋税减免政策、分阶段的低税

导居民的文化消费, 将储蓄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转

保护政策, 以及各种人才引进政策、开发联营政策

化为消费对文化产业的拉动力, 结合民勤外部的

和银行贷款政策等, 拉动投资者的开发积极性; 第

有利发展环境才可能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

二, 发挥政府财政政策, 将重心从公益性文化事业

将 SWOT-AHP 分析模型与多元线性回归分

的投入逐渐向文化产业发展方向偏移, 政府可以

析模型相结合可以从内外两个角度多方面分析文

通过发行文化资金彩票、设置专项基金等措施间

化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以及内部发展问题, 这种

接地为文化产业的发展筹集资金; 第三, 适当鼓励

方法较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视角更系统和深化 .

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对文化产业进行投资经营, 放

但是在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过程中虽然对模型

宽市场准入机制, 确保公开、透明, 加大农村市场

进行了多方面检验, 由于民勤县文化产业发展尚

的开放力度, 建设一个相对自由的竞争环境 .

处于起步期, 与之有关的统计资料有限, 数据统计
不够精准, 文化产业类型归类粗放, 最终影响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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