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功夫龙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是唯一一家以
“六朝元老”身份参加本届漫博会的企业。它不仅是
参展商，还承办了漫博会功夫龙亲子城分会场。

功夫龙是该公司斥资 3000 万元打造的龙偶形
象，以其为主角的三维动画《功夫龙——小戏班大智
慧》自 2009 年推出以来，已陆续在全国 10 多家电视
台和数十家网站热播。

记者在漫博会主会场的功夫龙展位前看到，动
漫衍生品制造、投融资、播放渠道等意向合作商一茬
接一茬地前来洽谈；在亲子城分会场，精彩纷呈的亲
子活动吸引了众多家庭。

谈到 6 年来参加漫博会的经历，功夫龙品牌战
略总监何金容感慨颇深：“通过这几年参会，我们
结交了国内外众多朋友，既有专业的动漫制作公
司，又有玩具礼品加工商，还有播出机构等。通过
资源的累积，我们推出的影视剧、经典国学动漫作
品、卡拉 OK 动漫作品，都深受小朋友喜爱和家长
的推崇。漫博会对打造我们的品牌影响力起到了
推动作用。”

何金容告诉记者，功夫龙目前正致力于打通动
漫全产业链：在上游，通过打造国学动漫形象，进行
品牌授权；在下游，通过开设欢乐亲子城、社区加盟
店等实体店，开拓销售渠道；最终，实现在影视制作、
品牌授权、衍生品开发、亲子城和社区店连锁运营上
的全面突破。

今年以来，功夫龙公司正顺利按照既定目标推
进：104 集动漫剧第二部正在制作，品牌授权已见成
效，云贵市场招商如火如荼，衍生品 25 类、150 个单
品布满实体店和网店⋯⋯预计年底前，公司将如期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作为本届漫博会的承办者之一，功夫龙希望能
借助漫博会平台，为中小动漫企业的发展贡献力
量。“国内大多数中小动漫企业都在为筹集资金而苦
恼，我们希望能为他们开拓融资渠道。”何金容说，今
年 6 月，功夫龙打造的众筹平台“龙宝”正式上线，两
个多月已经筹集资金 3000 多万元。本届漫博会，
该平台也获得了众多参展商的关注。

“功夫龙”勇闯纳斯达克
本报记者 郑 杨

美国的怪物史瑞克、比利时的蓝精
灵、日本的咸蛋超人、中国的喜羊羊⋯⋯8
月 21 日至 25 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动漫“名
角”齐聚广东东莞，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
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简称

“漫博会”）。
经过前五届的努力，漫博会已成功搭

建集版权贸易、产业对接和行业交流于一
体的高端商贸平台，成为目前国内动漫类
展会中贸易氛围最浓厚的展会之一。

打造交易平台

“这款是我们热销海内外的‘探索宇
宙’主题家具，让孩子走进房间就好像置
身太空，特别是床头那盏‘明月’灯，形象
逼真，能引起孩子们对太空的无限遐想。”
广东葫芦堡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CEO 林创
举介绍道。

今 年 葫 芦 堡 已 是 第 四 次 参 加 漫 博
会。“受益于往届漫博会，我们自主设计的

‘探索宇宙’系列产品获得了中东 1.3 亿元
的外销订单，签约进入了多家高级家具专
卖商场；葫芦堡还签下了‘蜘蛛侠 4’在迪
拜的授权，并取得了大嘴猴的形象授权。”
林创举说。

像葫芦堡一样在漫博会上获益匪浅
的企业还有很多，仅上届漫博会就吸引了
国内外 418 家动漫上下游企业参展，现场
签约金额 33.5亿元。

“本届漫博会专业化、品牌化和国际
化的特色更加鲜明。”第六届漫博会执委
会副主任委员、东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潘新潮介绍说，一方面，动漫原创类和
品牌授权类参展企业大幅增长，动漫原创
类企业 110 家，品牌授权企业 74 家，分别
同比增长 25%和 45%。展会不仅吸引了
嘉佳卡通、华强文化、长隆集团等国内企
业，也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
和地区的 67家境外企业。

另一方面，本届展会的专业活动更
“接地气”。20 多场专业活动，有的聚焦
“微创业”，为传统企业通过微信等新渠道
拓展市场提供思路；有的关注动漫消费品
形象设计，探讨如何打造品牌竞争力；此

外，还有中国影视动漫产业高峰论坛等专
题活动，为动漫企业及传统制造企业搭建
对接平台。

力促产业升级

漫博会为何能对海内外企业产生越
来越大的吸引力？

潘新潮分析，首先，漫博会以版权保
护和贸易为核心，企业可获得版权登记、
版权交易、维权、咨询等“一条龙”服务，免
除了后顾之忧。

其次，漫博会为企业提供了精准实效
的产业对接平台：原创动漫企业能够找到
大量的衍生品制造、投融资、播放渠道等
合作商；制造企业能找到品牌授权、产品
设计和销售渠道等合作商；动漫游戏企业
则能很快找到所需的平台商和代理商。

更重要的是，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打
响品牌。漫博会受政府财政扶持，参展单
位可享受从展位优惠到特装奖励等一系
列补贴，从而以较低成本直接接触国内外
数万家合作伙伴和数十万的消费者。

漫博会作为广东实施文化强省建设
规划纲要的重点项目，有力地推动了东莞
产业转型升级。漫博会举办 5 届至今，不
仅直接促进了原创动漫等新兴文化产业
的成长，而且加快了动漫衍生品制造企业
发展。2013 年，东莞市文化产业实现增
加值 26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9%，占全市
GDP 比重为 4.8%，在珠三角 9市中排名第
三，仅次于惠州和深圳。

捧上动漫盛宴

8 月 21 日一大早，东莞松山湖创意公
园就迎来了蜂拥而至的小客人——小朋
友们甩开家长的手，冲向草坪上的蓝精
灵、布鲁精灵、史努比等动漫明星，尽情地
嬉戏、拍照。

不仅松山湖创意公园，漫博会的主会
场 和 其 他 6 个 分 会 场 都 成 了 欢 乐 的 海
洋。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漫博会对公众活
动进行了创新，精心策划了 60 多项各具
特色的活动，为珠三角市民带来了一场动
漫盛宴。

“人气漫画家见面会”是本次漫博会
的一大亮点活动。国内当红网络人气漫
画家如伟大的安妮、薇薇林、牛轰轰等，一
起出现在松山湖创意公园。公众除了可
一睹漫画家风采外，还有机会获得他们的
现场亲笔签赠。

“办好漫博会，有助于扩大本地文化
消费，并吸引国内外客人前来消费，从而
刺激经济，为东莞稳增长做出贡献。”潘新
潮说。去年，参加漫博会系列活动的总人
数超过 60万人次，今年预计还将更多。

通过漫博会的“文化盛宴”，东莞还希
望能发掘一批优秀动漫人才，助力动漫文
化产业可持续发展。

从本届开始，漫博会每年将在松山湖
国家高新区举办“创意创业大赛”。大赛
一方面加强与高校的合作，吸引优秀大学
生创业；另一方面为社会动漫人才提供更
多机会。今年大赛评选出了 50 个获奖团
队，松山湖各文化产业基地将为他们提供
办公场地，实现“拎包进驻”；同时，将为这
些团队安排创业导师进行指导，并在投融
资、业务拓展等方面提供帮助。

在这里找到动漫商机
——第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综述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郑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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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小虎卡卡、新世纪球队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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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授权及特许经营互动体验乐

园等主题活动区，还针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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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中纺油脂(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灯塔涂料有限公司
湖北马应龙八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湖滨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伊曼生物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博文具礼品有限公司
东莞欧唯表面装饰技术有限公司
南阳好口味食品有限公司
兰考县黄河豆腐乳厂
河南丽群养殖有限公司
濮阳县鸿祥农副产品加工厂
正阳县斯雅特食品有限公司
南阳张仲景中药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惠佳纸业有限公司
南阳德宝利生源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新蔡县高建食品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鑫锋调味品有限责任公司
光山县金丰园面粉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巩义市鑫地生泰园种养有限公司
新郑市邓氏食品厂
安阳高新区燕牌制衣厂
河南神农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光山县祥云茶场
汝南大地油脂有限公司
郑州萧客商贸有限公司
洛阳市摩天岭米业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铭源薯制品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长香芝麻油有限公司
南阳市康圣粮油有限公司
郑州赫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夏邑县中原粉业有限公司
郑州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美日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宏展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翠姐泡椒厂
江西金昌油脂实业有限公司
广昌县福兴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花香花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江西祥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扬州市广陵区腾达针织商贸经营部
扬州制药有限公司
如皋市瑞英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兴化市忠诚禽蛋经营部
常州美之色商贸有限公司
徐州泰瑞食品有限公司
射阳县洪成蜂业专业合作社
宿迁海力地板制品有限公司
益多清洗用品(昆山)有限公司
苏州市普瑞玛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羽霸服饰有限公司
常熟市大虞食品有限公司
常熟市虞山镇东海副食品商店

69558186
69558187
69558188
69558189
69558190
69558191
69558192
69558193
69558194
69558195
69558196
69558197
69558198
69558199
69558200
69558201
69558202
69558203
69558204
69558205
69558206
69558207
69558208
69558209
69558210
69558211
69558212
69558213
69558214
69558215
69558216
69558217
69558218
69558219
69558220
69558221
69558222
69558223
69558224
69558225
69558226
69558227
69558228
69558229
69558230
69558231
69558232
69558233
69558234
69558235
69558236
69558237

苏州汇涵医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喜燕汇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康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阴市徐霞客佳明纸品加工厂
江苏大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锡山区羊尖龙华农副产品加工厂
连云港市黄老邪酒厂
江苏东皇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精之艺玩具厂
重庆好运气调味品有限公司
重庆猪八福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海扶(HIFU)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百川粮油有限公司
重庆陈佬鸽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大渡口区金汇食品厂
重庆市方家蔬菜有限公司
重庆爽民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卡顿尔食品有限公司
漳州市恒新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七境茶业有限公司
上海全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景立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赞乐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宸韵服饰有限公司
南通竺轩家纺有限公司
无为县牛埠镇土桥炒货厂
上海婺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臻瑞(上海)日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达允实业有限公司
闽侯帝辉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卡蒂源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福建立发商贸有限公司
泉州市奥洁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安溪县金碧峰茶厂
佛山市德玛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东山区东阳德源茶叶加工厂
揭阳市榕城区桦泰食品厂
普宁市红火食品有限公司
普宁市辉华裕织造制衣有限公司
揭阳市厚园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市美利浦电器有限公司
东莞市格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宝伦鞋业有限公司
江门黑铁匠园林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福悦贸易有限公司
潮安县彩塘镇和易不锈钢制品厂
潮安县益可食品有限公司
遵义远见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源本苗医医药器械有限公司
毕节市金润塑业有限公司
杭州尚易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奇冠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心子贸易有限公司
易康哲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木澜香纺织品有限公司
上海能美西科姆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兰门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微乐服饰有限公司
德薇诺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永康市欣昊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尚洁日用品厂
平阳乐尚品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奇厨炊具有限公司
浙江迈兹袜业科技有限公司
义乌市可贝思袜厂
平阳县小不点婴幼儿用品厂
浙江三门湫水山葛根专业合作社
安吉县顺宝禽蛋加工厂
丽水市黑炭郎竹炭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东岸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温岭市欧雅美日化有限公司
温岭市五彩鞋厂
台州市蓓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双羽家居用品厂
台州市黄岩泰梆日用品厂
浙江顶立胶业有限公司
中能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中能能源集团乐清蒲岐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围绕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华人杰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好月亮纸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日日香饮料有限公司
平阳县有为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东纺日用品有限公司
桐乡宏石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悦萱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台州市妙洁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得旺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晶艺园园艺有限公司
中山市欧力诺电器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莲下文达塑料玩具厂
广州市冠美美容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大动漫产业有限公司
北京盎然茶业有限公司
北京瑞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纽曼基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即时盈嘉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淘码(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辽宁美大康华邦药业有限公司
沈阳市天天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福尚佳副食品厂
鄂托克旗好利宝种养殖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阜康市阿里果品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市爱子海商贸有限公司

新疆益康原天然物产有限公司
阿拉尔苏新果品有限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爱利萨帕商贸有限公司
辽中县诚诚干果加工厂
广安市广安区金莲花食品有限公司
葫芦岛市天天想你食品有限公司
北票市港劲酒厂
朝阳龙城汇源食品有限公司
阜新市立畅胖大海茶厂
营口顶津饮品有限公司
天津欧太服装有限公司
赞皇县鑫磐食品有限公司
张家口北宗黄酒酿造有限公司
吉林省荣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南通市苏合农产品销售合作联社
江苏中杰澳新材料有限公司
吉林省宝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乡城县百嘉农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资阳市荣华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广安景吃安纸杯厂
乐山宏普食品有限公司
达州市联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圣露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纤纸洁纸业有限公司
绵竹市什地镇长健坊禽蛋加工厂
北镇市沟帮子新区速冻食品厂
天津市农乐蔬菜制品加工有限公司
天津速盈商贸有限公司
祥尔瑞(天津)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河北中捷尼特拉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牛区诗絮文化纸品经营部
成都华贡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韩代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亚灵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鑫锐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市明州仙茗茶叶合作社
福建泰圣壁纸有限公司
龙海市米乐园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新星食品有限公司
泉州六洲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恒利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时尚正嘉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天下香食品有限公司
西安宇琦高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远虎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泰海进出口有限公司
青岛启龙制衣有限公司
荆州市荆州区喜购商贸行
恩施市朱砂溪茶叶专业合作社
公安县中莹米厂
南京国慧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集锐泓邦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义乌昶华家纺有限公司
安徽九鼎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浩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彭州市丁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海唐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茂源酒业有限公司
南京展然商贸有限公司
武汉奥特佳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京龙禾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朗润商贸有限公司
江西圣仁实业有限公司
青阳县九华山天然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和义印务有限公司
淮南市焦岗湖吉芝客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道生园食品有限公司
昌邑市益快食品有限公司
淄博周村老高家烧饼有限公司
齐河县食为天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临沂市万兴食品有限公司
莱芜市业大昌食品有限公司
菏泽云海食品有限公司
济南悦路贸易有限公司
济南罗孚家纺有限公司
南靖县丘宝特产有限公司
石狮市金龙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永泰县鸿福食品有限公司
南平市紫聆贸易有限公司
武夷山欣怡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晋江市百家味食品有限公司
福州创威红酒业有限公司
南宁市郊塑丰塑料厂
南宁国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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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通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 4007 000 690

为了更加及时、高效解答有关物品编
码和自动识别技术方面的问题，更好地
为全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及企业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已开通全国统一咨询
服务电话 4007000690。

无论您在何地，无论您用固话、手机、
小灵通，只需拨打 4007000690 号码，您
提出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答。您提出
的是疑问，收获的是答案，感受的是真诚！

4007 000 690真诚为您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电话：84295477
传真：84295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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