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是中央电视台全额投资的大
型国有企业，也是中央电视台全球布局、全媒体传播和
全产业链经营的市场主体。1997年，总公司实行重组整
合，随后近 20 年来充分发挥中央电视台产业投资和企
业管理职能，配合中央电视台重大战略与改革举措，发
展新业态、布局新媒体，形成了以传媒产业为核心的多
元化经营体系，年均营收增长率近 20%，总资产、年营业
额双超百亿元，集团规模与实力快速增长。

目前，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参股、
代管企业 110 家，在美国、日本、非洲等地拥有多家海外
全资子公司，全球员工超过 1.5 万人。业务涵盖内容制
作与发行、集成播出、广告营销、技术服务、市场调查、旅
游实业、国际业务、对台服务等九大板块，连年荣获中国
文化出口重点企业、中国文化产业 30 强企业、北京市文
化企业 30 强、30 佳企业等称号，是中国最具实力的传媒
产业集团之一。

2016 年，总公司共取得营业收入 146.86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11.5%；实现利润总额 9.25 亿元、净利润
7.03 亿元，比 2015 年分别增长 3.3%和 5.9%；圆满完成
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任务，收入更实现了近两倍于国民
经济平均增速的增长。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不断向市场拓展，充分利用集
团经营优势，努力构建全媒体运营，跨地域发展的多元
化传媒产业经营体系，进一步完善了媒体产业链条，在
内容产业、媒体技术、市场调查、旅游实业、国际传播等
领域，打造了一批国内领先的旗舰企业，培育了众多业
界知名品牌。经过多年锤炼，总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一个
传播渠道多元、产业链较为完整、国内领先的综合型传
媒产业集团。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共投资影片 40 余
部，其中已发行放映影片票房合计近百亿元，占全国总
票房超 20%。中影基地先后参与制作各类项目 300 余
个，其中电影 100 部、电视剧 30 余部。同年，中影股份
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 A 股市场综合实
力最强、影响力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国有影视行业龙
头企业第一股。

中影股份重视银幕广告平台的优化，积极拓展电影
资源与广告客户资源，自营电视媒体“中影影视频道营
销平台”初具规模。2016 年，中影股份购买全国银幕广
告，所涉及的影院近 700 家，占据全国影院近 10%；拥有
银幕数达到近 5000块，占全国银幕数近 12%。

在拓展衍生品业务方面，中影股份以版权开发为基
础，以产品开发为导向，以渠道建设为核心，全面推进衍
生品业务的发展。2016 年，中影股份与美国福斯公司
和香港安乐影业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电影衍生品版
权开发项目近 10 个，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开发产品达数
十个品类，涵盖玩具、模型、家具用品、服饰鞋帽、3C 数
码产品、影院包材、贵金属、文具等，开发中影自有品牌

“工农兵”系列产品。
2016 年，中影控股已开业影院近百家，占全国银幕

总量近 2%；观影人次占全国总人次的近 4%；票房占全
国总票房比近 4%。中影旗下各院线票房在全国院线中
排行前列。此外，具有中影股份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巨
幕、中影光峰、中影巴可产品及技术的市场推广再上新
台阶。2016年中国巨幕系统累计实现落地约 180套。

湖北长江广电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长江广电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HMG）是湖
北广播电视台全资集团公司，湖北省属Ⅰ类大型国有文
化企业，业务涵盖广告、广电网络、节目及影视剧、新媒
体、电视购物、农业信息、科技服务等多个领域，拥有全
资、控股及参股公司 37家，员工总数 2.1万人。

近年来，湖北长江广电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紧紧
围绕“立足湖北、中部窗口、全国一流、世界影响”的战略
目标，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相统一，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
努力搭建具有广电特色的现代文化企业制度，奋力打
造与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相称的拥有强大实力和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全国一流现代传媒集
团。2016 年，集团荣获各类全国性奖项 5 项，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62.48 亿元,净利润 4.14 亿元,净资产 70.07
亿元,总资产 164.5 亿元，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双丰收。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内地最知名的
综合性娱乐集团，由王中军、王中磊兄弟创立于 1994
年，并于 2009 年登陆创业板，成为中国影视娱乐行业首
家上市公司，被称为“中国影视娱乐第一股”。

目前，华谊兄弟投资及运营三大业务板块：以电影、
电视剧、艺人经纪等业务为代表的影视娱乐板块；以电
影公社、文化城、主题公园等业务为代表的品牌授权与
实景娱乐板块；以游戏、新媒体、粉丝社区等业务为代表
的互联网娱乐板块。2014 年，阿里巴巴、腾讯公司、中
国平安联袂入股华谊，成为华谊兄弟突破行业边界限制
的强大后盾。

未来，华谊兄弟将继续秉持强内核、国际化、大娱乐
生态圈三大发展战略，以“提供优质娱乐内容”为核心，

打造内容驱动的大娱乐生态圈，致力于 IP价值最大化和
流转最大化；以娱乐产品为媒介助力中国文化走向世
界，不断为世界观众创造触动人心的力量。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领先的网游开发商和运营商，完美世界因优
越的海外出口模式和文化输出成就等备受肯定。公司
通过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实现了游戏及影视业务的整
合，整合后实现了产业链资源共享，构建起以 IP 资源
为核心的多样化产业结构，完成了文化产业链的横向
布局，成为中国最大的影视游戏双引擎综合体。2016
年，在以完美世界为代表的企业努力下，中国自主研
发网游出口地区持续增加，除亚洲、欧洲、非洲、北
美洲等地区外，中国网游对俄罗斯以及南美地区的市
场开发力度持续增强。

多年来，完美世界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及富有创意
的游戏设计能力，加之对本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丰富的
市场经验，使得越来越多承载了中国文化内涵的游戏得
到了海外市场好评，并成为了中国文化传播全球体系中
的先锋军。海外收入超过 12亿元。

完美世界通过收购海外游戏企业等方式，整合全球
游戏产业设计、生产、运营、IP 等资源，实行全球化产业
链条，以全球化研发方式拓展海外市场，形成了全球化
生产能力。目前，完美世界已经完成授权合作伙伴到海
外自主运营，再到整合当地资源的前期铺垫，正向服务
全世界的目标有序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完美世界创造
性的提出了“全球文化整合创新再输出”的发展模式，为
中国文化出口探索出了一条全新发展之路。目前，完美
世界已经在海外建立了包括北美、日本和欧洲等多个独
立的子公司。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20 多年来，一直
致力于深耕文化领域，以“建筑为形，文化为魂”为理念，
从传统文化的泥土中找寻基因，在时尚潮流的元素里呈
现创意，于文化的长河中凝练出有血有肉、激发人们内
心真善美的千古情系列作品。

2016 年度，宋城演艺旗下的演出合计 15000 余场，
观众达 5000 余万人次，是中国演艺市场年演出场次第
一、观众人数第一、利润第一的演艺公司。

从杭州到三亚，从丽江到九寨，一个个景区，一场场
演出，都是宋城演绎中华文化的根与魂。杭州宋城景区
的灵魂《宋城千古情》自推出以来，创造了世界演艺史上
的奇迹：年演出 2000 余场，旺季每天演出 9 场以上，最
多时达到一天 15 场。推出十余年来已累计演出 20000

余场，接待观众 6000余万人次，与拉斯维加斯的“O”秀、
巴黎红磨坊并称“世界三大名秀”。

由宋城演艺倾力打造的大型歌舞演出《丽江千古
情》，开业三周年，便累计接待游客超 1500 万人次，很大
程度上带动了云南省旅游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周边
经济的繁荣。

《三亚千古情》于 2013年 9月份面世，成为获得海南
省“五个一工程”奖的旅游演艺作品，开业至今累计净利
润 5 亿元，上缴税收 2 亿元，被誉为三亚文化产业项目中

“亩产含金量高”的典范。
宋城演艺拥有建成和在建的 30 个剧院，65000 个

座位，超过世界两大戏剧中心——伦敦西区全部剧院座
位总数和美国百老汇的剧院座位总数，是世界上拥有大
型剧院最多、座位数最多的演艺公司。经过多年努力，
公司已经形成现场演艺、互联网演艺和旅游休闲等几
大板块，公司的行业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初
步形成了行业龙头企业的气象和格局。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坚持以内容为主业，
坚持文化“走出去”，以创新思路搭建了全产业影视综
合体，业务涵盖电影、电视剧、艺人经纪、知识产权
运营、电影院线建设、电视和互联网渠道经营、文化
创意园区运营、产业投资等多领域，设有杭州事业
群、上海事业群、北京事业群、综艺事业群、国际合
作实验区、影院事业部、国际公司等八大事业群，保
持了在娱乐产业内的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也成为全
球最大的华语内容供应商。

华策集团始终坚持“把优质的华语内容传向世界，
做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推动者”的初心，在内容、渠
道、资本运营等环节全方位开展国际合作，强力推动华
语影视剧走向世界。12年来，华策积极推动国际交流合
作，已将 1 万多小时的影视作品销售至 180 多个国家和
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的华语影视内容提供商。

华策集团 2017 年新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也入选
全球知名电视节目趋势研究公司 WIT 发布的“全球最
受欢迎电视剧”，成为首部进入这个世界级“榜单”的中
国电视剧。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上影集团坚持强化主业核心竞争力，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方向，力求多出优秀作品，实现了“两个效
益”双丰收的良好局面，企业改革发展和经营效益持续
向好。

为纪念建党 95 周年，上影主导创作的电视剧《彭德

怀元帅》先后在央视一套、八套和湖南卫视、东南卫视等
播出，获得积极的社会效益。

2016 年，上影影片票房超过 52 亿元，同比增长
30%，市场份额占比 9%，其中国产影片 16 部，总票房 42
亿元。上影联合五大院线成立的“四海电影发行联盟”，
掌控市场份额占到全国票房的 20%以上。其中发行电
影《盗墓笔记》票房超过 10亿元，得到政府嘉奖。

2016 年，上影集团共获得国内外各类重要奖项 28
项。上影出品的电影《山河故人》和《天将雄师》共同获
得华表奖优秀影片提名。同年，上影集团完成“上海电
影”主板上市工作，成为第一批上市国有电影企业。

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始终坚守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着
力推动投融资平台建设，依托“互联网经营”和“资本经
营”推进集团转型升级发展。2016 年，集团实现营业收
入 65.49 亿元，同比增长 10.55%；净利润 6.11 亿元，与去
年基本持平；资产总额达 165.65 亿元，净资产达 105.2
亿元，与 2015年相比，分别增长 11.71%、11.75%。

2016 年集团严格按照尊重“市场规律”、狠抓“文化
特色”、着力“振兴出版”三个遵循，用好“新华书店一张
网”“出版社九张牌”两大优势资源，坚守巩固出版、发行
和教育服务三个主营业务阵地，落实聚焦文化主业、探
索出一条实现“两个效益”双丰收的新路子、重新进入行
业第一方阵三个工作要求，组织部署开展出版产业相关
工作，进展良好，效果显著。

集团始终坚持正确出版导向，围绕“中国共产党
成立 95 周年”“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等主题，推出
了 《入党》《红船》《航天七部曲》《红军长征过草地

（雪山） 行军路线详考》 等一批弘扬主旋律主题出版
物，并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策划出版了 《白鹿原纪
事》《欢乐颂》《中国文学史》《杨绛传》《阿来的诗》
等一批有市场影响力的精品图书。依托巴蜀文化传承
创新出版工程等，储备了一批融思想性、艺术性为一
体的双效俱佳且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辑补<旧
五代史>》《巴蜀文化通史》《羌族石刻文献集成》《雪
域精工——藏族手工艺全集》 等 30 个项目入选国家

“十三五”重点出版项目、2016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
助项目、2016 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等国家
级项目。《四川藏区史》 等近 50 种项目入选国家重点
项目，特别有 12种项目入选 2017年度国家出版基金拟
资助项目，新华文轩创造了出版项目入选数量的历史
最高纪录，居全国出版传媒上市公司第一位。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在全新的互联网环境下，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根据市场的变化趋势，深入思考互联网+时代
的战略转型之路，超前将战略眼光转向数字化平台企
业。集团形成文化消费、教育服务、现代物流、综合贸
易、文化地产、类金融六大产业集群竞相发展、互为支撑
的发展格局，成为具有国际竞争能力、跨媒体发展的行
业领先企业。

集团的发展战略目标是：通过传统主业提升与转
型、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双轮驱动两大战略举措，用金
融资本融合驱动产业成长，以文化教育为核心，推动集
团从传统文化企业向数字化平台企业转型，成为人们终
身学习教育的集成商和服务商。

第九届中国“文化企业30强”（二）

在第十三届文博会 3 号馆影视

动漫馆，深圳卫视无人机工作室展

台前，工作人员向观众介绍使用无

人机拍摄的作品。

本报记者 喻 剑摄

第十三届文博会

华 夏 动 漫 分 会 场 的

VR 体验十分震撼。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第 十 三 届 文 博 会

中 华 侨 城 文 化 集 团 带

来了最新 VR 三国游乐

设备。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深圳小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讲解最新研发的格斗机器人产品。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湖北省襄阳市的宗金汉陶工艺厂工作人员

向来宾展示汉陶茶壶。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特色展台受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