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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政府支持发展文
创产业的背景下，各类动漫企业
遍地开花。在宁波，动漫游戏产
业聚集地最多的地方要属鄞州，
已成为该 区 一 张 闪 亮 的 “ 名
片”。

鄞州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文
创产业，发展和壮大动漫游戏产
业，对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产业
转型、提升城市经济起到了重要
作用。为更好发挥动漫游戏产业
的品牌效应，加快传统产业的转
型 升 级 ， 2011 年 鄞 州 区 出 台

《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实施细
则的通知》《关于 2017年鄞州区
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等文
件，对动漫游戏产业进行专项扶
持。

鄞州区智慧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本项目的实施，一方
面，可以有效促进鄞州区动漫游
戏产业集聚发展，从而为现代服
务业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另一
方面，可以积极引导动漫游戏企
业与本土制造企业积极开展深度
合作，强化衍生产品开发和产品
授权，促进服装、家纺、文具、
玩具等传统产业与动漫游戏产业
的融合发展。

据了解，动漫游戏产业因其
具有低能耗、低污染、高产业价
值、多就业机会等特点与优势，
被誉为 21世纪的朝阳产业。“我
们以建设质量新鄞州为目标，围
绕区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创产业发
展的需求，大力发展动漫游戏产
业，着力引进、培育动漫游戏企
业，推进动漫游戏产业集聚，促

进区域竞争力的全面提升。”鄞
州区智慧办有关负责人说。

至目前，鄞州区共完成原创
动画片备案产量 95 部 91090.5 分
钟，游戏作品上线 28 个；2016
年度，获国家有相关部门备案和
发行许可的动漫作品 10 个，游
戏作品上线9个。

目前，鄞州区动漫游戏产业
集聚区被认定为“国家动漫游戏
原创产业基地”“中国未成年人
网脉工程实践基地”。原创动画
片备案产量占全市60%左右，位
居全国前列，全省第二位，全市
首位，动漫游戏行业的“鄞州品
牌”已初步显现。

这期间，涌现出一个个以动
漫为元素的企业，并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传奇。坚持原创的宁波卡

酷动画，至今已制作 《麦圈可
可》 系列、《嗨，顾得白》 系
列、《神探四豆星》系列、《俏皮
大嘴猫》 系列、《怪物公寓》 系
列等30余部、近24000分钟的动
画剧，原创动画生产能力稳居浙
江省前列。公司原创动画《麦圈
可可远古大冒险》荣获“第二十
届浙江树人出版奖”、宁波市第
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年轮映画推出的《外星
兔棒棒》曾“登陆”中国教育电
视台，并入围“中国动画学会
奖”。经国务院新闻办和教育部
推荐，《外星兔棒棒》“登陆”美
国中文电视台之一的“中国黄河
电视台”，作为中国汉文学精品
动画与北美地区的小朋友进行交
流。

政策助力展现
鄞州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宁波卡酷动画是一家本土原
创动漫企业，获得国家重点动漫
企业和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等
荣誉称号，规模和原创产量均居
浙江省前列。

宁波卡酷动画坚持原创，至
今已制作 《麦圈可可》 系列、

《嗨，顾得白》系列、《神探四豆
星》 系列、《俏皮大嘴猫》系列、

《怪物公寓》系列等 30 余部、近
24000分钟动画剧，原创动画生产
能力稳居浙江省前列。

公司位于国家动漫游戏原创
产业基地，是国家动漫企业、国家
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浙江省首批成
长型文化企业、浙江省作品登记与
保护示范企业、浙江省工商企业信
用 AAA 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宁波市高成长文化企业、宁波市文
化创新团队、宁波版权最具影响力
企业、2015年度宁波市文化演艺与
影视制造业十大重点企业、宁波市
服务业十佳创新之星。

公司推出的动画电影《回马
亭》荣获国家文化部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创意类项目、宁波
市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奖。

公司积极响应文化“走出
去”政策，2016年与浙江国际频
道合作，将“卡酷动画”传播到
印度、韩国及亚太地区、东南亚

各国、南美、欧洲等全球 46 个
国家和地区播映，传播中国文化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力倡
导推动文化交流大繁荣。

公司注重科技研发投入和创
新型项目开发，研发“漫客行”
云服务数字化平台和中国动漫衍
生品数字交易平台两大系统，将
其作为公司重点打造的双引擎系
统，通过互联网新技术和商业运
营模式的创新为动漫行业上下游
产业链搭建沟通渠道，大大提高
动漫产业附加值。

卡酷动画：
原创动漫之路花开正盛

今年 7月，年轮映画正式在
“新三板”挂牌上市 （证券代
码：871813），是宁波为数不多
的挂牌上市的影视传媒企业之
一。

截止到 2016年，莱彼特挖掘
传统文化经典，完成动漫制作产
量近 20000 分钟，而这样的累积
也为其后续向儿童剧市场、动漫
转电影、儿童衍生品、儿童艺术培
训等领域拓展奠基了良好基础。

领头人朱俊澎带领着年轮映
画年轻的团队不断地突破自我，
挑战困难，全力布局属于“年
轮”自己的产业链闭环，在完成
数千万元的融资后，公司相继设

立了青春年轮、莱彼特动漫、匠
心年轮、年轮影业等全资子公
司，并且投资了年轮星耀娱乐、
宝莲灯科技等创新型企业。

秉持着“打造一家青春范的
影视娱乐公司”之理念，该公司
致力于为广大受众提供基于 IP
的数字娱乐内容。经过在泛娱乐
行业多年的摸索、成长、混战和
蜕变，年轮映画逐步向“打造自
循环产业链”方向迈进，公司现
已布局影视投资、影视制作、动
漫游戏、商务营销、艺人养成等
版块，从而实现在影视文娱产业
的自有产业链闭环，创造 IP 更
大商业价值。

年轮映画：
“青春范”影视娱乐公司

浙江宣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是宁波首家获得国家文化部《网
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国家新闻
出版总署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
双资质的企业。自2009年开始实
现文化走出去以来，坚持发展企
业创新能力，以追求文化产品
和服务品质推动文化出口能力
进一步提升。宣逸作为宁波市
首家网络游戏出口至海外实现

“文化走出去”的企业，曾荣获
中国游戏产业“金凤凰奖”之

“2010 年度中国民族游戏海外拓
展奖”。

宣逸一直注重自主创新，经
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公司高科技
文化产业技术团队已经拥有专业
技术创新人员数十人，在吸引了
来自美国 EA、盛大网络、UBI

等国内外一流行业企业经验丰富
的技术骨干的同时，积极培养了
本土文化产业技术人才，创建培
育了宁波市首支动漫游戏行业的

“宁波市文化创新团队”，促进地
区人才聚集产业发展。在团队的
带领下公司先后自主研发出了

《帝国重生》《叱咤九州》《梦幻
甬城》《王者之心》《侠义传》等
多款游戏产品。现投入新媒体、
行业O2O领域，以“游戏的思维”
设计“看宁波”“车知客”等移动互
联网产品。对行业垂直化、本地化
社群运营有深入研究，以此服务
于本地大量商业机构。尝试运用
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业态相结
合，连接用户与服务提供
者，推动传统企业的互
联网转型。

宣逸网络宣逸网络：：
致力致力““文化走出去文化走出去””浙江甬润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10 年 6 月，由几位大学
生共同创办。公司目前的主营
项目：浏览器开发运营、新媒
体运营、社交 APP、广告联盟
平台以及游戏运营平台等。

这是一群充满激情与梦想
的年轻伙伴，热爱新鲜事物，
热爱互联网事业，从大学开始
就一直从事互联网创业工作，
秉着“激情，分享，创新”的
精神致力于互联网创新事业。
公 司 目 前 拥 有 员 工 300 人 左
右，其中 90%具有大专及以上
学历，专业技术人员 80%具有
本科学历，公司平均年龄 26
岁，是一个充满活力，具有创
新能力的高效团队。

甬润科技自成立以来，一
步一个脚印，一项项成绩有目
共睹：2011-2012 年，公司运
营的垂直门户网站总访问量突
破 100 万，成功开发优播影音

并上线运营；2013 年获得 2012
年度宁波市大学生“创业新
秀”称号；2014 年拓展 PC 软
件、移动软件等新业务，靓虾
桌面上线；2015 年 APP 保险箱
大劫案上线，千影浏览器1.0上
线；2016年获得 2015年度宁波
市大学生“创业成长之星”称
号，千影浏览器升级发展，同
期推出移动版、菲遇社交 APP
上线，游戏运营开始；2017 年
成立互娱事业部，拓展直播平
台业务，并成立杭州分公司，
拓展手游类业务。

甬润自创办以来发展速度
较快，成为南部商务区为数不
多的一家专业进行自主产品研
发运营的互联网企业，在当地
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2013
年至 2014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66%，2014年至2015年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 250%；拥有众多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

甬润科技：
用互联网创新思维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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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奇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4 年 10 月，是一家国
内领先的高科技创业型网络游戏
公司。已获得国家文化部颁发的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通信管理
局颁发的《电信增值业务许可证》
等资质。公司致力于网页游戏和移
动游戏的创作，在网页游戏和移
动游戏领域有自主研发的团队和
产品。目前公司已拥有50余人的
本土专业网络游戏团队，研发人
员占比超过75%。公司骨干均来
自国内知名游戏公司，具备多年
游戏研发和运营经验，曾成功运
作多款游戏。因此年轻化、高学
历是这个团队的一大特色。

游戏研发方面，致力于打造
优质的网络游戏原创精品大作，
在网页游戏、微端游戏、移动游
戏实现全覆盖，已连续成功开发

出《仙蛇幻境》《异变神兵》《天
涯群侠》《剑侠问宗》《神域归
来》《猛将天下》《海盗传奇》

《飘渺仙侠》《神怒八荒》《皇城
决战》等一系列优质的网页游戏
产品。2017 年陆续有 《天罗战
士》《艾狄之战》 两款精品手游
作品上线。2017 年奇道将以一
个全新的姿态跻身国内一线游戏
研发商行列。

公司具备研发、运营两大业
务体系，形成了以产品、用户为
核心的健康游戏产业链。并通过
游戏的技术经验和优势，开发了
文化市场技术监管平台系统，包
括网络文化智能巡查系统、演出
视频监控、KTV 曲库远程监管
系统、移动执法系统，为文化执
法单位监管游戏、音乐、影视、
监控等提供立技术保障。

奇道网络：
打造原创游戏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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