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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国际漫博会在广东东莞举行——

“专业化+大众化”，动漫大餐好丰盛
本报记者 庞彩霞

作为热心观众，您想知道《大鱼海棠》
主创十二年磨一剑的心路历程吗？作为
文化企业大佬，您想知道如何能让品牌利
益最大化吗？8 月 18 日至 22 日，第八届
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
会在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的广东现
代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将为业内人士和动
漫发烧友们献上一场丰盛的动漫大餐。

动漫产业的“晴雨表”

第八届漫博会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广东省政府主办，东莞市政府等
单位承办。经过前 7 届努力，漫博会作
为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的重点项目，
已成功搭建了集版权贸易、产业对接和
行业交流于一体的高端商贸和文化平
台，并凭借其国家级的展会规格、远至
海外的行业影响力和浓厚的版权贸易氛
围，于 2014 年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展会
目录，从而形成了我国“北杭州、南东
莞”的行业展会格局。

记者了解到，本届漫博会采取“一会
两展五个分会场”的办展模式，设“影视动
漫版权交易会”和“动漫游戏嘉年华”两个

展会。其中，定位为专业展的“影视动漫
版权交易会”，将汇聚国内外有竞争力的
动漫品牌形象和优质衍生品制造企业及
产品，突出品牌授权和产业对接，巩固广
东动漫资源居全国首位和东莞作为我国
衍生产品生产中心的优势地位。“动漫游
戏嘉年华”则定位为公众展，通过丰富活
动和特色展示，为观众带来动漫盛宴。

漫博会执委会副主任委员、东莞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潘新潮认为，历经 7 年
发展的漫博会正向品牌化和国际化发
展。据了解，本届漫博会共吸引 503 家企
业参展，同比增长 9.8%。主会场 392 家参
展企业中，影视动漫原创及品牌授权企业
有 197家，衍生品企业 195 家，分别同比增
长 11.3%和 2.1%。“展会不仅吸引了奥飞
娱乐、长隆集团、华强文化等国内企业，还
吸引了来自美国、新西兰、韩国、新加坡等
国家和地区的 111 家境外企业，海外展区
面积超过 3000平方米。”潘新潮说。

数据显示，前 7 届漫博会累计参展企
业超过 3500 家，参展面积超过 65 万平方
米，参与人数超过 450 万人次，现场签约
金额超过 200 亿元，共完成著作权登记
1615 项，漫博会已逐渐成为中国动漫产

业发展的“晴雨表”。

剑指产业发展瓶颈

近日，备受关注的动漫电影《大鱼海
棠》以 5.6 亿元票房强势收官，海外票房预
计也将达到 1 亿美金。从《大圣归来》到

《大鱼海棠》，国产动漫风头正劲。为助力
我国动漫产业乘势而为，创造辉煌，本届
漫博会将通过 11 项专业活动，探析中国
动漫产业发展瓶颈与出路。

作为影视动漫核心竞争力的内容制
作 该 如 何 创 新 ？ 在 8 月 18 日 举 行 的

“2016 年中国动漫影视峰会”上，《大鱼海
棠》导演梁旋与观众分享了这部 12 年磨
一剑的电影的创作经验。“做内容，尤其是
动漫内容，最重要的是有想象力，要为观
众营造一个梦幻场景，并通过现代技术手
段，将他带入你的梦想世界。要想打动人
心，还要给作品赋予独特而又朴实的感
情，让观众感同身受。”梁旋说。

此外，新西兰维塔工作室等国际巨头
还在峰会上作了主旨演讲，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制片人郑虎、奥飞娱乐副总裁胡华
等也在会上分享了各自的成功经验。借
助这个世界级的交流平台和头脑风暴,
中国的动漫企业和创作机构将寻得良方
以突破内容创新的制约。

如 何 提 高 动 漫 IP 变 现 能 力 ？ 在
“2016 动漫 IP 变现新模式高端论坛”上，
韩国文化部、韩国未来科技部游戏专家委
员会首席委员裴成坤、腾讯动漫版权运营
高级经理徐志薇等多位嘉宾进行了主旨
演讲，剖析成功案例，深度挖掘动漫 IP 经
济价值，帮助企业调整和完善现有模式，
提高 IP 变现基本能力。“演讲深入浅出，让
人受益匪浅，给公司推广 IP 带来不小启
发。”广东智高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钱依柔说。该公司是漫博会常客，去
年由其主办的全国转笔大赛引起广泛关
注。钱依柔向记者介绍：“‘转转笔’现在
已经成为公司有意打造的 IP，经过多年运
作，这个 IP 正逐步变现。目前已经有企业
对这个 IP 产生浓厚兴趣，之后将陆续开发
电影和游戏。”

如何推动原创动漫实现上下游产业
全面对接？作为历届漫博会重头戏的项

目预售就是一项切实举措。今年的动漫
原创预售活动以鼓励内容创新和产业融
合为目标核心，通过动画影视、漫画、动画
剧本、新媒体、游戏等动漫原创项目专场
预售活动，对原创动漫进行积极项目引
导、资金引导、播出引导和政策引导。

记者了解到，漫彩文化公司已经是第
7 次带着原创品牌“拽猫”参加漫博会了。

“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品牌推广的费
用高昂，难以承受，而漫博会就给新生企
业提供了实惠的推广平台。”漫彩文化公
司总经理廖玉平说。据悉，展会期间，将
有国内外数十家实力雄厚的重磅买家亲
临会场，听取项目方融资推介，也有全国
知名少儿、卡通频道负责人来现场洽谈选
购内容产品。

特色打造欢乐盛宴

据悉，本届漫博会突出行业盛会的交
流和交易主题，也侧重反映动漫本身蕴含
的欢乐和娱乐元素，进一步突出大众化特
点。通过安排 Cosplay 真人秀、电玩竞
技、动漫模型展示、人气明星见面等活动，
用最新产业发展趋势、最热行业资讯动态
和最潮的动漫科技元素，吸引珠三角地区
的动漫爱好者和观众，打造精彩纷呈的动
漫嘉年华盛会。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漫博
会精心策划了 80多项各具特色的活动。

8 月 18 日一早，漫博会主会场就迎
来了蜂拥而至的小客人。小朋友们甩开
家长的手，奔向 VR 体验区有序排队，感
受虚拟现实带来的梦幻震撼；而在位于
分会场的松山湖 （生态园） 创意公园，
将举行“加菲猫欢乐跑”的活动。据
悉，组队参与的会有一家三口，也有小
情侣或同事朋友。记者了解到，“人气
Coser 见面会”是本次漫博会的一大亮
点。动漫团体杭州“304”成员——“扶
苏公子”岚陵萧萧声等嘉宾将亲临现
场，与广大漫迷近距离见面。此外，本
届漫博会还设计推出了 5 条“动漫+”旅
游精品路线，包括动漫+生态休闲之旅、
动漫+工业观光之旅、动漫+岭南水乡风
情之旅、动漫+莞风古韵文化之旅、动
漫+历史古迹之旅。目前，这 5 条旅游线
路已吸引珠三角等周边地区市民报名。

在机器人展区，小朋友被灵动活泼的机器人吸引。 本报记者 庞彩霞摄

“如何才能免费为著作
权登记？”“怎样确定著作权
来源合法？”8 月 18 日，在漫
博会版权服务工作站，整齐
排列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
册，工作人员正在耐心解答
企业代表提出的专业问题。

为提升参展企业和个人
著作权登记意识，突出漫博
会版权保护特色，自 2009年
漫博会创办并落户东莞以
来，东莞市版权局就联合广
东省版权局，共同在漫博会
上设立了版权服务工作站，
连续 7 年为参展作品提供著
作权免费登记、合同备案、法
律维权等服务。数据显示，
前 7 届漫博会版权服务工作
站共受理并完成参展作品著
作权免费登记 1615件。

“为了做好漫博会版权
服务工作，我们提前两个月
就安排工作人员与参展企业
逐一沟通，核发 《作品著作
权来源信息卡》，在漫博会
期间，企业要把信息卡张贴
在展位醒目位置，使其著作
权 来 源 情 况 受 到 社 会 监
督。”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
局 （版权局） 版权管理处处
长张同英介绍，自 2009 年
起，版权服务工作站已核发
5974 份 《作品著作权来源
信息卡》，实现漫博会版权
纠纷“零投诉”。而本届漫博会在往年设立的版权工
作站的基础上，还通过主会场的一站式版权服务平台
——中国动漫作品版权服务平台，为参展、参观企业
提供版权登记、版权交易、版权维权、版权质押等专
业服务。

作为今年的创新举措之一，本届漫博会还将举办
“版权保护让动漫焕发生命力”专题活动，推动政府、企
业、法律机构联手搭建版权服务和保护平台，推动动漫
产业发展保持持久生命力和竞争力。“当前，动漫产业
版权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影视动漫企业经营版权、经
营 IP 的市场能力越来越强，版权资源已经成为影视动
漫产业核心资产，对于版权作品的创造、运用、管理和
保护也已经成为动漫产业生存、发展和参与世界竞争
的关键。”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干事张洪波对漫博会的
版权工作表示肯定。

漫博会版权服务也得到参展企业称赞。作为东莞
本土动漫代表企业，天成动漫已经是第八次参展漫博
会了。公司总经理袁永谦介绍，天成动漫对于知识产权
保护非常重视，如今每年的著作登记数量有数百件。

“通过漫博会，可以帮助企业快速进行著作权登记，还
能节省一笔不小的费用。”袁永谦说。 （文/高 跃）

一站式版权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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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动漫焕发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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