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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第12届中国授权展十月金秋喜迎开幕！我谨代表中国品牌授权联

盟对来自海内外的展商和观众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对《品牌授

权》每一位读者朋友表示感谢！

近十年来，品牌授权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在中国迅速发展，目前我

国正版授权商品年零售额已超过700亿元人民币，且在近五年内始终

保持20%以上的年增长速度，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五大授权产品市场。

在众多授权商品品类中，轻工业品占据了较大份额。为进一步推

动品牌授权商业模式在轻工行业的普及，配合国家“三品”战略的实

施，体现企业产品差异化，促进轻工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轻

工业联合会于2017年10月成立了中国品牌授权联盟。

目前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包含26个国家级协会，涉及玩具、婴童用

品、服装、文具、钟表、口腔护理用品、生活用纸、日用杂品、箱包

皮革、焙烤食品及家用电器等众多与消费者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一

年来，联盟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效地推进了品牌授权商业

模式在相关行业内的普及和推广。

为便于广大制造业企业更多地了解IP及更方便地查询IP，中国品

牌授权365	 IP备案查询平台已于2018年6月正式上线。目前已有近

200家公司的400余个IP在平台备案。平台极大地方便了广大潜在被

授权企业能够365天随时直接获取IP信息并对接版权方或代理商，同

时有助于规范品牌授权行业的运营操作。

中国授权展已成功举办11届，成为亚洲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

专业授权贸易展会，是在中国市场上开展授权业务的最佳商贸平台，

有力推动了品牌授权业务在我国的健康和长期发展。我相信，借助中

国授权展这一平台，在中国品牌授权联盟的努力下，中国的品牌授权

行业必将获得更大发展。

最后，预祝第12届中国授权展圆满成功，祝各位展商和观众收获

颇丰！

T O  R E A D E R S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秘书长

中国品牌授权联盟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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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又是一个金秋，我们和业界同仁再次相聚上海迎来中国授权展的开幕！本期《品牌授权》也特

此成为一年一度的中国授权展专刊，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对每一位读者朋

友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谢！

今年中国授权展已经是第12届，展会面积达35,000平米，同比扩大52%，展会规模再次刷

新。304家企业展示国内外热门授权IP达1200余项，其中国际品牌占比超过80%，新展商占比高达

47%。本届中国授权展依然与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旗下的品牌专业展会同期开展，包括中国玩

具展、中国婴童展、中国幼教展。届时四展同台，整体规模210,000平米，参展商共2,000余家。

随着品牌授权行业在我国的迅猛发展，中国授权展历经了12年的积淀也随之成熟壮大，展会亚

洲第一的行业地位进一步巩固，现已成为授权行业影响力最强、被授权专业观众覆盖面最广的行业

展会。在此，我很欣喜地跟大家介绍今年第12届中国授权展的亮点。

国际IP巨头齐聚。本届中国授权展上，国际IP巨头纷纷入驻，包括首次参展的华纳兄弟、暴

雪、美国第三大漫画公司黑马漫画等、还有多次参展的环球影业、孩之宝、特纳等，均把中国授权

展作为拓展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并选择中国授权展为亚洲唯一参加的授权专业展会。

国内头部和新生代IP迎头而上。随着国家政策的鼓励和市场的积极反馈，国产IP对授权商业模

式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多的国内IP开始进行授权布局，并积极参与到中国授权展的展示平台中来。

本届中国授权展聚集了国内头部IP的腾讯视频、奥飞、万达、网易、爱奇艺等知名企业，以及在互

联网上火爆的同道大叔、一间宇宙、十二栋等新生代IP，都纷纷参与其中。

博物馆IP异军突起。博物馆为中国授权展的特色之一，通过国内外的博物馆IP授权和文创开

发，越来越多的人类优秀文化和灿烂文明正在走进现代人们的生活。今年除了国家文物局继续指导

和支持中国文博授权展区外，还有中外多家博物馆相关机构，国内有中国国家博物馆、颐和园，国

外有大英博物馆、梵高博物馆、法国国家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参加了本届中国授权展。

展团多样化发展。参加本届中国授权展的展团/展区多达9个，包括中国文博授权展区，以及日

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展团等。

现场活动精彩纷呈。今年的中国授权展同期现场活动接连不断，高潮迭起。由国家文物局指

导，联合中国博物馆协会举办的第九届中国品牌授权高峰论坛暨2018“互联网+中华文明”文博授

权论坛上，重量级嘉宾将探讨博物馆馆藏资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内容，如何通过开展授权文创，

推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今年中国品牌授权精英学院在北京和深圳举办了两期中阶授权经理人培训，累计培训来自50余

家企业的80余名学员。而中国品牌授权精英学院·上海站培训也将在中国授权展期间同期举办，全

方位引导授权和被授权双方企业如何更有效的开展授权业务。

本届中国授权展举办的中国授权金星奖，奖项包括卓越商业价值IP奖、卓越人气IP奖、优秀版

权方服务奖、优秀诚信被授权商奖、优秀主题空间授权合作项目奖等多个方面，覆盖整个授权业务

生态圈。盛大的中国授权金星奖颁奖典礼将在我国授权圈一年一度的盛宴中国授权之夜CLE	Night

上举行。除了主办现场活动之外，本届中国授权展的参展企业还在展会期间展开30多场精彩纷呈的

IP推介会或发布会等活动。

这一切，都值得期待。等你来参与和见证！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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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我国授权行业更好地把握当下经济形势，了解行业发

展趋势和市场需求，明确发展方向，优化经营模式，中国玩具和婴

童用品协会品牌授权专业委员会今年独家发布了《中国品牌授权行

业发展白皮书（2018）》。这是全球唯一一份针对中国授权行业

的发展报告，也是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连续第二次发布。

报告从我国授权商、被授权商、授权产品市场、授权产品质

量状况、授权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等多个角度，全面专业地对我

国授权行业发展进行了细致的调研分析。经独家授权，上期本刊

发布了我国被授权商的总体状况，本期特此发布我国授权商的总

体状况。

我国授权市场的IP品类分布

截至2017年12月，按照企业实际开展授权业务的口径统

计，活跃在我国的品牌授权企业总数为327家，已经开展授权

业务的IP为1032项。授权IP品类分布如图1所示，娱乐IP授权

仍占据半壁江山（54%），其次为艺术（14%）和时尚类IP

（13%）。

其中艺术类IP增长迅速，讲究生活品质情调的艺术类IP产品

获得都市白领的青睐。此外，以博物馆为首的非盈利机构授权业

务兴起，也让非盈利机构增长迅速。

我国授权市场的IP国别分布

活跃在我国授权市场上的 IP国别涉及27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主要国别为美国（40%）、中国大陆（26%）、日本

（11%）、韩国（6%）、英国（6%）和港澳台地区（3%）。

具体分布如图2所示。

其中随着IP时代的兴起，国内对IP和授权业务有突飞猛进的

认识，过去一年中新加入授权的国产IP增长迅速。此外，来自其

他国家的IP增长同样很快，占比达到8%，市场上对IP的需求日

趋小众化和个性化。

品牌授权商所在地域分布

品牌授权商及其代理机构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上海（30%）、

北京（19%）、广东（17%）、中国香港（9%）及中国台湾

（6%）等地。品牌授权商所在区域分布如图3所示。

2017年，许多新兴的与互联网有关的IP授权机构和平台在

北京诞生，另有包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

机构加入授权方队列。此外不少授权代理机构也开设了北京办公

室，北京作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在授权行业的发展地位也逐

渐上升，占比达19%。与2016年相比，我国品牌授权商所在地

进一步分散，正呈现出四处开花之势，除去传统授权商较多的主

要地域外，来自其他地区的授权商达到14%，比2016年增长了

约7个百分点。

品牌授权商版权金收取情况

经调查，品牌授权交易中的授权金并无明码标价可言，每笔

授权交易因为IP知名度、授权产品品类、保底销量额、被授权商

知名度等多种不同因素导致授权金不同，每笔授权交易都有其独

特性。

我国品牌授权交易的授权金收取主要有四种情况：1）有保

底金，收取授权金。其中保底金可以用于授权金的抵扣，当授权

金超出保底金时，超出的授权金需要额外支付，授权金基于实际

《中国品牌授权行业发展白皮书》
发布我国授权商整体画像

图1	活跃在我国授权市场的IP品类分布 图2	活跃在我国授权市场的IP国别分布

娱乐

非盈利机构

时尚

体育

艺术

名人

企业品牌

美国

英国

日本

港澳台地区

中国大陆

韩国

其他54%

40%

26%

11%

8%

6%

6%
3%

2%3%

5%

9%

13%

14%



72018.7-9

图3	品牌授权商主要所在地域分布

图4	品牌授权商收取授权金不同模式占比

销售额（批发或者零售）按约定比例收取。这个方式为传统也

是目前最为最普遍的方式，占比超过一半。2）无保底金，收取

授权金。授权金基于实际销售额（批发或者零售）按约定比例收

取。3）年度性定额收取授权金。4）无保底无分成无定额，资源

互换，联合推广。联合推广方式随着国产IP的兴起而变得更为普

遍和流行，越来越多的品牌方和被授权方联名合作，相互借力，

共同推广。以2017年实际开展授权业务的授权商数量统计，品

牌授权商收取授权金不同模式占比如图4所示。

品牌授权商版权金收取比例按被授权行业的不同，也各有区

别，并且按以批发营业额和零售营业额为基准，比例又有所不

同。零售营业额的比例相对更低，但以批发营业额来定授权金收

取比例的形式相对更多。以批发营业额为基准，我国品牌授权商

对各被授权行业版权金收取比例如表1所示。

据本次调查统计，2017年我国年度被授权商品零售额达747

亿元人民币。

品牌授权商合作的被授权商主要行业分布

品牌授权商在2017年合作的被授权商主要集中在玩具

（15%）、服装（11%）、食品饮料（8%）、主题空间

（7%）等行业，被授权品类更趋于全面性。整体被授权行业在

市场占比如图5所示，其中食品饮料、主题空间及图书出版等行

图5		 品牌授权商2017年度已授权行业分布

表1	我国品牌授权商版权金收取比例

（以批发营业额为基准）

被授权品类 平均值 波动幅度

玩具 11% 7-16%

婴童用品 10% 7-12%

服装 12% 7-16%

饰品 9% 6-12%

家居家纺 10% 7-12%

图书出版 11% 6-12%

电子数码 9% 6-11%

礼品赠品 11% 7-12%

运动户外 9% 6-11%

健康美容 6% 5-9%

食品饮料 4% 3-9%

文具办公 9% 6-10%

音乐音像 8% 6-11%

软件游戏 11% 7-13%

联合促销 12% 6-15%

主题空间 10% 6-13%

业较2017年增速较快。

品牌授权商在2018年计划重点开发合作的被授权商主要集

中在玩具（10%）、服装（9%）、家居家纺（8%）、文具办公

（8%）、食品饮料（8%）、主题空间（8%）等行业。整体意

向行业分布如图6所示，行业分布更为平衡均匀。

品牌授权商选择被授权商合作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品牌授权商在选择被授权商合作时，除了考虑IP本身要与授

权产品的类型相匹配，还会从以下五个维度来选择被授权商，具

体分布比例如图7所示。

1）被授权商品牌知名度（78%）：包括企业自身知名度、

旗下品牌矩阵、品牌地位、品牌影响力、品牌宣传计划、竞争对

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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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品牌授权商2018年度计划授权合作的主要行业分布

图7	品牌授权商选择被授权商合作考虑的重要因素

图8	品牌授权商给被授权商提供的后期服务和支持

2）产品销售能力（78%）：包括产品营业额、销售渠道、

覆盖范围、销售推广计划等。

3）生产研发能力（70%）：包括产品生产线、研发团队、

产品开发周期等。

4）被授权商规模（67%）：包括企业生产规模、人事规

模、资金规模等。

5）被授权商的财务能力（41%）：包括资金流、盈利能

力、资金运用能力、企业成长能力等。

品牌授权商在授权业务中遇到的困难或问题

尽管品牌授权行业在我国发展迅速，但相对还是新兴行

业。不论是品牌授权商还是被授权商都会在实际业务操作中

遇到各种困难或问题。本次调研发现，品牌授权商遇到的困

难或问题包括：很难找到优质被授权商（70%）、市场上盗

版猖獗，维权成本高（47%）、被授权商经验不足，对授权

业务理解不足（45%）、行业内授权人才不多，很难招到合

适的人（42%）、只有单个或少量品类有授权，授权品类不

平衡（38%）、被授权商销售难以掌控，授权金收取困难

（37%）、同行业内创意抄袭严重（21%）、国外原版权方/总

部要求不够本土化，审核时间较长（15%）等。具体比例如图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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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品牌授权商在授权业务中遇到的困难或问题

（来源：《中国品牌授权行业发展白皮书（2018）》，由中

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独家授权发布）

品牌授权商提供给被授权商的后期服务和支持

品牌授权合同签署后，品牌授权商会从诸多不同方面为被

授权商提供后续服务和支持。包括指导宣传推广（93%），包

括整合营销、资源推广等；有效率的设计审核（86%）；定期

图库更新（85%）；辅助设计开发（81%）；销售渠道商匹配

（62%）等。还有授权商表示他们还会给予被授权商以特别资金

支持等。具体比例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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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更新的内容
使影视娱乐IP充满活力

—专访环球影业大中华区消费品部副总裁王以伦

Q:近年来，环球影业在中国的授权业

务增长飞速，能否介绍目前国内的

授权业务状况？

A:目前，环球大中华区消费品部门按照

全球总部的设计，正在按部就班地开

展在国内的授权业务。其中不光有传统消

费品的授权，也积极开拓非传统的授权模

式，包括商展、快闪店、内容和游戏方面

的等多种形式的合作。

随着业务的发展，环球大中华区消费

品部门的客户也日益壮大，从最初的个位

数，发展至今已经和超过100家各个品类

的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协议，包括多家国内

知名企业，如恒安心相印纸业、康师傅冰红

茶、大众及斯柯达汽车、361体育用品等，

也包括众多海外知名公司，如高露洁牙刷

牙膏、乐高玩具、美泰玩具等。还有更多的

潜在合作伙伴正积极加入环球大家庭中。

Q:今年上映的《侏罗纪世界2》国内票

房破17亿，针对该IP，除了传统的

衍生品周边，还有哪些新的授权模式？

A:《侏罗纪世界2》电影在中国取得令

人满意的票房成绩和侏罗纪公园/侏

罗纪世界这个品牌的广为人知是分不开

的。我们的信条是不做短期爆款，而专注

于对市场和合作伙伴的长期耕耘。

针对侏罗纪世界这个大IP，我们除了

传统的消费品以外，也积极开拓新业务的

授权，例如我们在今年电影上映期间，在

苏州太湖之畔成功举行了全国第一次侏罗

纪世界酷跑活动。类似活动还将会复制到

全国其他城市，使侏罗纪世界的广大粉丝

都有机会看看屏幕下的恐龙。

当然，环球影业除了侏罗纪以外，旗

下有着众多的知名IP，包括小黄人、功夫

熊猫、速度与激情等都在国内展开合作。

影视娱乐IP最大的特性，就是在不停的更

新内容的同时使IP的生命力得到延续并且

注入新的活力。

Q:据了解，环球影城今年宣布对北京

主题公园的投入资金翻倍，是出于

怎样的考虑？目前项目进展如何？

A:无论是从电影的投入、内容的传播、

衍生品的开发，以及针对北京环球影

城的投入都充分说明环球影业一直非常重

视中国市场，重视中国市场的消费者。我

们尽全力将环球最好的电影和内容，结合

全球最顶尖的科技一起带给中国消费者，

为大家倾力送上一道充满娱乐和想象力的

饕餮盛宴，为此，我们才在中国投入巨资

以求做到最好。目前北京环球影城项目按

照既定计划稳步推进，相信不久的将来就

能让广大国内消费者在本土体验到精彩绝

伦的主题娱乐设施，并亲眼目睹各项精彩

的表演。

Q:媒体报道称环球影业目前正在涉足

游戏行业，并已有游戏产品上市。

在国内是否也会推出游戏产品？

A:如之前所说，环球影业不光在传统的

消费品市场进行推入和合作，我们也

积极拓展其他领域的合作，而游戏行业正

是其中之一。目前，我们和多家国内知名

高科技企业合作推出了多款游戏，包括速

度与激情手游产品。同时我们和中国移动

旗下的公司咪咕互娱达成战略合作，也将

推出多款基于电影IP的游戏。除了游戏，

咪咕也将陆续上线多部小黄人系列短片，

一起通过线上通路推广相关的IP形象，希

望强强联手做到1+1＞2的效果。

Q:今年是环球连续第三年参加中国授

权展，这三年来，您对中国授权展

如何评价？对本届展会有何期望？

A:从2016年环球影业大中华区消费品

部成立以来，我们就一直参加中国授

权展，对于这样一个业内知名的展会始终

非常认同。在展会中我们不光展示了环球

旗下的众多IP形象，也通过这个展会认识

了很多有兴趣合作的潜在合作伙伴，对环

球在国内拓展授权业务有着非常积极正面

的影响。

对于即将于今年10月举行的新一届

展会，我们一如既往的予以全力支持并且

预祝圆满成功。借助这样的专业展会，环

球影业也将继续在国内市场发力，明年我

们将有全新的梦工场大电影《驯龙高手

3》、照明娱乐的《爱宠大机密2》，以及

《速度与激情番外篇》，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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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能否介绍目前特纳在中国的授权业

务状况？

A:特纳是一家志于创作优质内容的国际

媒体公司，为全球观众随时随地提供

有关娱乐等内容和体验。中国的授权市场

发展迅猛，虽然我们在中国直接开展授权

业务只有3年左右的时间，但特纳长期以

来都一直在密切关注并看重中国市场，并

不断加大投入力度。

在这3年里，特纳的消费品业务每年

都保持高速增长。这和我们的IP形象注重

内容经典的同时也锐意创新，并用与时俱

进的态度来迎合新一代儿童和青年人的喜

好是分不开的。特纳在强调内容的同时，

也立足于提供360度的粉丝体验。我们用

与粉丝互动和实景体验的方式，创造出卡

通人物与粉丝间的情感连结和纽带，赋予

卡通形象温度与厚度。未来几年，我们对

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增长充满信心。

Q:近年来，您觉得中国授权市场环境

发生了什么变化？

A:中国市场是机会与挑战并存的。从市

场增长引擎的角度看，消费者（特别

是90后、00后）消费能力的增长、对动漫

类内容和产品接受度的提升，促使国际授权

方对中国市场愈加重视。近年来，国内动漫

行业在内容开发方面成熟度不断提高，资本

市场和其他行业大平台也在持续投入，IP授

权的从业企业数量和专业度稳步提升，这些

形成了推动市场快速发展的合力。

随着品类更新的步伐加快，新的授权

模式和业态出现，以及新技术和商业模式

对授权所带来的影响显现，中国授权市场

日益活跃和扩大，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舞

台。在新的竞争环境中，IP本身的内容更

新、质量长青、精准定位、以及品牌长期

建设将显得更为重要。此外，行业市场规

范仍需要持续完善。

Q:据悉，今年特纳在国内首创IP主题

游轮，目前该项目进展如何？将来

特纳会重点开拓哪些品类？

A:我们的策略是以粉丝为中心，持续对

优质内容投入，将消费者们良好的观

赏体验延伸到各个生活场景中，包括数字

媒体、产品，或实景娱乐——游轮项目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今年我们宣布了“卡通频道凯威号”

（Cartoon	Network	Wave）项目的启动，

这是我们与亚太顶级游轮管理机构新加坡

海领集团合作，打造的全亚洲首艘全卡通

概念度假游轮。游轮启航后，中国游客将在

海上迎来卡通频道的“咱们裸熊”、“飞天

小女警”和频道母公司特纳旗下的中国明星

“兔斯基”等IP，共同感受一场童趣盎然的

海上旅程。

除了游轮业务以外，在中国市场，特

纳从内容生产、产品授权品类到分销渠道、

以及实景娱乐等各个方面都有积极的拓展。

近期，卡通频道的天猫旗舰店已经准备上

市；与六旗乐园合作的主题乐园也即将在浙

江海盐以及重庆揭开面纱；另外，兔斯基大

电影和电视剧也在积极筹备中。

Q:能分享下近年来特纳开展的优秀授

权和推广案例吗？

A:说说我们今年与统一水趣多的合作。

为了推广新推出的带有兔斯基形象

的乳酸发酵风味饮料，水趣多结合了线上

线下，策划了360度的推广计划，包括电

视、户外、线下活动、H5游戏、社交账

号互动、以及KOL推广。我们的兔斯基人

偶也出席了多个城市的全家健康跑活动，

并且由KOL在网上直播，效果很好也充分

展示了兔斯基“酷萌”的特点。

还有飞天小女警与阿里鱼的合作。今

年正值“飞天小女警”20周年，3月我们与

阿里鱼一道，号召众多飞天小女警被授权商

参加“我有力量”女性主题月推广活动。借

助阿里系多平台的线上线下资源，以“女童

保护”的公益话题为切入点，结合明星和设

计师资源，多维度传播和推广“小女警”积

极向上的正能量形象。

此外，我们还邀请了新生代偶像李子

璇活力演出飞天小女警的新一季动画的中

文主题曲及MV《放飞超能力》，9月底已

经在各大音乐和社交平台上发布。

Q:开展授权合作时，娱乐动漫类IP和

其他品类相比，有哪些特点？

A:近些年来，IP授权方的行业愈加多样

化，生命周期趋向差异化，粉丝群体

也出现了或大众或小众的区别。不过与其

他IP类型相比，动漫内容所产生的IP依然

保持着相当强的生命力。

一方面，内容提供方持续推出受市场

欢迎的新一季动漫内容，播出渠道不断增

多，并涵盖抖音、社交媒体等平台，内容

传播也呈现出丰富化的态势，在长内容基

础上加入短视频、游戏、AR/VR等多种形

式。另一方面，目标消费群体对动漫内容

的观看也在不断增长，市场对动漫类IP的

授权需求依然很强。

动漫IP依然保持相当强的生命力
—专访特纳中国区总经理李小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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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黑马为美国第三大漫画公司，但来到

中国独立开展授权业务的时间还并不

太长。您如何看待黑马在中国授权市场的

发展前景？

A:首先，我对黑马在中国授权市场的发

展前景非常有信心。8月我们正式开通

了“黑马漫画”官方微博及微信公众号，

受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也让

我们意识到黑马其实在中国拥有忠实的粉

丝基础。所以这次黑马漫画旗下诸多优质

IP来到中国市场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也是广大中国

粉丝翘首期盼的。	

黑马漫画是美国最大的独立漫画运营商，有着

近40年的企业历史。黑马漫画的创始人迈克理查德

先生成立公司的初衷，其实是为了能让广大漫画家

有一个创作好故事的平台。本着这样的理念，迈克

理查德先生带着黑马漫画的诸多IP又迈向了好莱坞

并开始了他的电影梦，1992年黑马娱乐影业相继成

立。黑马旗下许多脍炙人口的IP都拥有可观的票房

及粉丝，诸如变相怪杰、地狱男爵、异形、300勇

士、罪恶之城、泰山归来等。

Q:黑马旗下拥有众多知名IP，对开发中国授权市

场有何规划？在国内重点推出的IP有哪些？

A:黑马最知名的IP地狱男爵由Mike	Mignola先生

创作，也是我们在中国力推的一个IP。伴随着

地狱男爵25周年的热潮，地狱男爵第三部全球票房

大电影《血皇后崛起》也将在明年强势回归。很多

年前的两部地狱男爵大电影就已经累积收获了2.5亿

多美金的票房，地狱男爵系列的

出版物跟衍生品在市场上的热度

始终是有增无减。黑马也会在世

界各地跟广大的粉丝们进行一系

列25周年的庆祝活动。

另外，我们还会重点推出黑

马旗下又一知名的漫画《伞学

院》，Netflix	已经花重金打造了

这部史诗级美剧，预计2019年

跟广大观众见面。故事讲述了一

个外星人在地球伪装成有钱的企

业家，收养了7个孩子，每个孩

子性格迥异却都拥有各自的超能

力，组成家庭后，训练他们去拯

救世界的一些列奇遇历险。

与此同时，黑马接下来还会为美国非常有威

望的漫画家同时身兼编剧、导演、制片人数职的

FRANK	MILLER先生举办一个世界巡回展览，届

时广大中国的漫画迷们也有望跟这位屡获殊荣的大

师级人物近距离接触。

Q:黑马在中国市场重点关注哪些被授权品类？

A:针对中国市场，我们更注重年轻人及广大的女

性及男性消费者在时尚潮流、家居、电子消费

品及珍藏版收藏品方面的消费潜力。在数字媒体领

域与移动平台，我们将着力与合作伙伴打造适合中

国粉丝消费的出版读物、互动娱乐、影视动漫以及

线下体验。	

我们期待能满足广大被授权商及合作伙伴的需

求，只要大家想得到的品类我们都非常愿意尝试去合

作。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创意团队，他们也非常懂得

当下的最IN时尚及年轻人热爱的潮流元素，再结合

黑马IP丰富的品类与本身的酷炫形象会创造出很多奇

迹。透露一个案例，我们会把地狱男爵的形象和尊贵

奢华的雪茄结合，给消费者带来更多惊喜。

黑马一直以来都秉承创新合作以及讲好故事的

信念。每一年，跟黑马合作的艺术家以及作者就有

1000多人，这也意味着黑马会在美系擅长的超级英

雄品类以外的科幻、冒险、惊悚、动作、家庭等诸

多领域不断涌现出好的故事跟形象。黑马旗下丰富

的IP资源尤其是一些适合中国文化与元素的IP也让

我们跟广大本土合作伙伴拥有更多一起探索合作的

无限可能。

Q:您在选择授权合作伙伴时，

最看重的有哪些要素？

A:我们期待与所有志同道合的授

权合作伙伴进行交流，基于黑

马旗下IP本身特有的元素，一同致

力于拓展年轻用户市场。我们看重

的合作伙伴品质希望能拥有以下品

质：第一，其品牌定位与人群能与

黑马IP吻合；第二，拥有强大的创

意灵感与对科技、产品及体验的开

放态度；第三，能有决心与耐心通

过讲好一个全球化的故事IP，把最

极致的娱乐体验带入粉丝们的线上

及线下生活方式。

既
要
讲
好
故
事
，又
要
创
新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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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能否介绍目前腾讯视频在国内的授

权业务状况？

A:在线视频平台最初多是采买版权内容

的视频播放平台的模式。随着用户内

容审美和行业竞争的升级，制作精良，拥

有高口碑、高流量的精品化内容已成为在

线视频行业的核心竞争力。腾讯视频也逐

步发展为兼具出品了诸多优质内容作品的

制播一体的视频平台播放平台。近年来，

腾讯视频持续加大自制投入力度，成立了

企鹅影视，并相继成立八大工作室和两大

版权中心，不断储备并打造优质IP。

截至今年7月，腾讯视频拥有付费用户

超过7400万，继续保持行业领导地位；月独

立设备数6.4亿，领先第二名超过3000万。

腾讯视频强大的IP储备是IP授权的

起点和底气。近年来，腾讯视频投资和开

发了众多被市场喜闻乐见，尤其深受年轻

人和儿童喜爱的优质IP，覆盖了综艺、大

剧、动漫、少儿、纪录片等五大品类。我

们已开发的授权IP近40项，与多家厂商合

作推出的衍生品有80多款，更多衍生品还

会陆续上市。

2018年腾讯视频主要授权 IP包括

《火箭少女101》女团、动漫片IP《魔道

祖师》、纪录片IP《风味人间》等。我们

会根据授权IP的品牌特性和受众人群来选

择重点被授权的品类，如《魔道祖师》重

点做食品饮料、电子周边、文具等品类的

开发；《风味人间》侧重在线上和线下食

品零售和生活方式品类。	

Q:能否分享近年来，您觉得腾讯视频

最为成功几个的授权案例？

A:目前我们与品牌客户主要有三种模式

的授权合作，分别是产品授权、空间

授权以及整合营销传播授权。这里我分享

三个案例：

（1）《创造101》与品牌客户英数

的产品授权合作：《创造101》可以说是

今年夏天最火爆的现象级综艺节目。在节

目热播期，英树推出“创造101向美而生

焕采礼盒”和“创造101同款熬夜眼膜”

等产品，实现了在天猫、京东以及其官网

上的热卖。其中熬夜系列产品5-6月天猫

销售量环比增长685.34%，全渠道销售量

同比去年增长28.49%，效果惊人。

（2）《魔道祖师》动画与可爱多的

产品授权合作：魔道祖师是一部深受年轻

人喜爱的新古风国漫，具备广泛的粉丝影

响力，豆瓣评分高达8.9分。可爱多与腾

讯视频达成合作，依据剧中不同的人物性

格，推出了魔道5款不同口味的冰激凌，

包括单品、礼盒装、促销装三大类，引发

了用户的购买热潮。

此外，7月20日我们还在上海推出可

爱多魔道快闪主题餐厅，开业期间场场爆

满，粉丝们纷纷来朝圣打卡。根据大众点

评数据，餐厅自开业以来一直稳居全上海

热门美食榜第一。

（3）围绕少儿IP《豆乐儿歌》，腾

讯、众乐童乐与保利联合开展舞台剧的空

间授权合作：这部集沉浸式交互体验与美

育引导完美结合的亲子音乐剧《豆乐时间

王国历险记》在北京保利剧院的首演非常

成功，两场均爆满，结束后小观众与豆乐

形象合影的环节持续了1个多小时。最新

数据显示，截止9月21日，《豆乐儿歌》

在腾讯视频的播放量已达26.4亿。

Q:作为播放平台和版权方，在开展授

权合作时，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A:依托强大的腾讯生态系统，腾讯视频

可以为被授权方提供全链条式授权

服务，在授权产品开发、品牌整合营销、

粉丝运营和在线售卖等多方面实现赋能。

旗下“doki”粉丝社区和衍生品电商平台

“草场地”推出后也深受年轻受众喜爱。

腾讯视频能通过“制播一体”最大化

IP在整个生命周期的影响力，通过“授卖

合一”最大势推动授权商品的售卖，让它

的每个精品IP都能在市场上脱颖而出，实

现商业的最大化。

说到不足之处，腾讯视频作为授权行

业后入者，要不断向国际先行者学习，尤其

是要推动授权业务向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方向

发展，为国内的授权发展提供新动力。

Q:今年是腾讯视频首次参加中国授权

展，重点推出哪些IP？

A:中国授权展是亚洲规模最大、最具影

响力的行业展会，腾讯视频希望借助

这一在国内市场开展授权业务的最佳商贸

平台，实现与各行业优秀制造商及

零售商的面对面深入沟通。本次展

会上，腾讯视频对少儿、动漫、综

艺、纪录片类IP均有推荐，以满足

包括主题空间、电子3C、日用家居、

服装、出版等全产业被授权方，以及

to	C	不同人群受众的需求。

“制播一体、授卖合一”，
      开启IP授权生态新模式

—专访腾讯视频商业化总经理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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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模式下，
主题化场景要和沉浸式体验相结合

—专访万达儿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IP管理部副总经理姜杨

Q:万达集团的业务涉及广泛，最初万

达加入品牌授权阵营的初衷是什

么？目前在国内的授权业务状况如何？

A:万达集团业务广泛，实体业态形式也

较多。万达宝贝王是围绕儿童的产

业，我们以“陪伴儿童出色成长”为品牌

理念。从商业模型来看，我们是以IP为核

心渗透儿童全产业链同步发展，其中包括

儿童实体产业和儿童文化产业两个矩阵。

2016年万达宝贝王就开始了以IP为

核心并打通儿童全产业链的5年规划，

2017年3月，我们与英国SilverGate公司

形成战略合作，全面开启国际知名动画品

牌《海底小纵队》在中国的传播与商业应

用。截止目前我们已经成为包括《海底小

纵队》、《比得兔》、《魔法俏佳人》、

《西游记的故事》等在内多个IP的版权持

有及运营方。

以万达宝贝王持有的全球全版权动漫

IP《海底小纵队》为例，该IP在国内外

已有非常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国内，

截止目前我们已通过商业授权模式开发了

14个品类近千个SKU，覆盖出版、教育

APP、金融、玩具、文具、家纺、电子、

演出、食品、饮料等多个领域，授权商品

也已成功进入TRU、孩子王、名创优品、

沃尔玛、家乐福等KA及时尚连锁渠道。

Q:能分享近年来在国内您觉得最为成

功的授权案例吗？

A:纸质图书：由海豚传媒出版的《海底

小纵队》系列图书2017年销售突破

1500万册。

情景玩具：由世界最大的玩具公司之

一美泰出品的《海底小纵队》系列情景玩

具2017年实现国内销售增长147%。

移动城堡：2018年《海底小纵队》

移动城堡在全国200个万达广场举办，吸

引广场客流过亿，活动客流1500余万人

次，实现销售收入近2亿。

Q:您如何看待IP与儿童场景消费？通

过万达宝贝王，您觉得儿童主题乐园

与IP结合时，最需要注意的是哪些方面？

A:IP与儿童场景消费是互相促进互相增

值的关系。这是因为，在新消费模式

下，主题化场景和沉浸式体验相结合才能

更加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关于儿童场景消费，主题化街区、主

题化游乐、主题化产品、主题化衍生内容

都是将IP粉丝经济转化的途径。万达宝贝

王凭借集团及自身的优势，能够让IP的粉

丝最大限度地接触到IP场景，包括万达宝

贝王室内主题乐园、万达宝贝王国际早教

中心在内，我们从场景主题化、道具主题

化、活动内容主题化几方面入手，在最大

限度挖掘IP的内容价值之余，还可以迅速

将粉丝热度转化为商业价值。与此同时也

利用IP形成了商业竞争区隔。而场景性消

费本身也是一种沉浸式场景体验，它也实

时地反哺IP的粉丝黏着度。

此外，沉浸式的体验场景在转化粉丝

热度的同时，也构建了主题化的消费场

景。如果说乐园+早教中心构建的是粉丝

经济的第一轮转化，那么在场景体验中置

入的IP消费品就可以理解为粉丝经纪的第

二轮转化。万达宝贝王一方面在架构主题

消费场景的同时，也快速布局授权产品以

及自营衍生品，目前授权商品和自营衍生

品SKU已超过千余个，而这些产品也开始

成为粉丝经济转化的第二轮弹药。

最后，儿童乐园和IP结合时，最不容

忽视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考虑IP的长尾收

益，也就是选择好且有生命力的内容，这

样才有可能在做到IP商业价值最大化的同

时，反向补充IP内容生产，让IP具有源源

不断的生命力。

Q:近年来，万达走出去的步伐不断，

收购了不少海外IP版权。选择收购

IP版权对象？

A:我们看IP第一点就是要确保内容足够

好、足够健康，对小朋友和家庭有益

处，只有这样的内容才能长远发展。

其次要看 IP和万达商业模式的结合

度，也就是IP如何发挥其商业价值。截止

到2018年9月，万达宝贝王集团旗下有

210家室内儿童乐园和86家国际早教中

心，每年在万达广场有几百场主题活动。

在选择IP时，我们就已经把可能的商业模

式规划出来，并深化到10年的财务测算。

行不行看数据。

我们5年内的目标和策略是引进来，

走出去：把优质、寓教于乐的好IP带进孩子

们的生活中，同时充分汲取IP国际化制作和

运营经验，开始孵化打造“中国故事，国际

制作水准，全球发行”的中国原创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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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博物馆授权要突破消费场景和商业模式
—专访品源文华创始人/CEO何一赞

Q:目前贵司的授权业务状况如何？

A:品源文华拥有世界顶级博物馆IP，

包括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美术

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博

物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已完成的IP

授权项目非常丰富。在商品授权领域，涵

盖了科技、时尚、家居、服装、化妆品、

家纺、珠宝等各门各类。此外，年内至少

还有四个博物馆线下体验馆开业。品源文

华在2018年的授权商品的零售总额预计

超过3亿元。

Q:能否介绍下近一年来，品源做的您

最为满意的三个案例？

A:品源文华将世界级的“博物”文化

与现代流行“事物”融合，通过创

意设计使艺术之美回归现代生活，通过针

对馆藏品的IP二次开发，为消费者尤其是

年轻人提供个性、艺术和时尚的生活产品

和零售体验。

2018年品源文华推出网易严选x大英

博物馆系列家居和文创商品，预计将推出

百余款，目前十余款商品刚上线。在商品开

发过程中，网易严选从品源文华的8大设计

主题中筛选了“埃及文化”、“希腊文化”和

“东瀛文化”等主题，从主题藏品中提取设

计元素，推出的商品极富艺术性和文化感。

9月22日，大英博物馆全球首家流动体

验馆在上海LCM置汇旭辉广场开幕，这是

大英博物馆携手品源文华第一次在英国之外

开设线下体验店，开业首日的日均人流量达

20万。此次《亘古奥秘》流动体验馆，首

次将世界博物馆文化带入购物中心，以文化

价值赋予生活新灵感。此外，V&A博物馆

也将在国内落地两家线下体验馆。

7月1日，大英博物馆天猫旗舰店试运

营，上线2周即冲上行业日销第一名。至7

月16日，近16万人涌进店铺，30余款商

品售罄，日销售额近30万元。吸引了众多

海内外媒体的报道，一度形成社会热潮。

Q:针对博物馆IP来说，我国目前的市

场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A:研究显示，当人均GDP达到8000

美元时，是文化艺术产业的引爆

点。人们从而更为关注精神生活，以高品

质的生活方式和趣味彰显身份与品位。

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8000美

元，中产阶级人数也在不断壮大，中国已

经进入艺术消费的爆发期。通过我们对消

费者反馈的观察，展览周边产品若以有趣

和创意为特点，最受消费者，尤其是年轻

一代欢迎。

从全球的角度看，据统计，全球排名

前150家最大的IP授权商家的授权商品零

售总额已经超过2600亿美元，而中国的

业务体量仅占全球总额的不到5%。但随

着中国消费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对于优质

文化艺术内容的需求强烈，IP授权业务在

中国市场正迎来一个迅速的上升期。

当下，对于博物馆IP而言，挑战可能

依然是消费者教育方面。对于普通大众而

言，博物馆内的藏品以及所代表的历史与

文化，仍然给人高高在上的第一印象。如

何让更广大的消费群体接受并消化这些文

化艺术，让博物馆在国内真的成为服务并

激发人们美学感受力的一个存在，是我们

一直在探索和努力的方向。

Q:作为博物馆品类IP，在开展授权合

作时，和其他品类IP相比，有什么

独特之处？

A:博物馆IP相较于其他IP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首先我们合作的博物馆

IP均来自世界顶级文化艺术机构，他们经

历了数百年时间的检验，历久弥新，拥有

长久的生命力。博物馆藏品的丰富性，保

证了其授权素材的多元化。文化艺术IP授

权适用的行业和品类也愈加广泛，其想像

力和延展性是非常巨大的。

其次，博物馆与时尚艺术的联系非

常紧密，博物馆是全球顶级设计师寻找灵

感的殿堂，世界知名的设计师常常从博物

馆藏品中寻找设计的灵感。在西方博物

馆经常与时尚品牌举行跨界合作，例如

V&A博物馆在2015年举办了Alexander	

McQueen的展览，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Q:国内博物馆开展IP授权时，最需要

注意的是什么？	

A:国内的博物馆，如故宫博物院、中

国国家博物馆等在IP授权方面取得

了很好的成绩，在藏品的挖掘和商品开发

上远远走在了前列。但是除了一线博物

馆，目前国内不少地方博物馆的授权项目

还停留在旅游纪念品，品类比较狭窄，消

费场景也有一定局限，需要在商业模式上

进行突破。

此外，博物馆作为人类历史与文化的

见证，承担着重要的社会美育的功能和责

任。因此，在追求商业变现的同时，需要注

意产品在文化内涵与艺术表现方面的准确传

递，不可低俗化庸俗化以及过度开发。古希腊骑手抱枕（网易严选x大英博物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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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据了解，朗智及团队已经在博物馆

IP授权领域深耕多年，为什么选择

这么独特的领域呢？这30年来，您觉得市

场环境最大的变化是什么？目前朗智的授

权业务状况如何？

A:做授权的公司必须对未来社会发展的

趋势有敏锐的触觉，带领未来发展。

从历史上看，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是从士、

农、工、商发展，渐渐建立金融体系，到

最后，当大部分人民都达到一定的物质水

平后，再也不只是追求物质了，而更希望

得到精神上的追求，追求美的东西。经济

越发展，文化艺术越日益繁荣。

二十多年前，我们看到这个时机，便

开始跟博物馆接触，为博物馆做授权营运。

据我所知，我们是最早做艺术博物馆授权的

公司，在90年代初已经接触博物馆，也算

是在这个领域的“鼻祖”吧！博物馆也对我

们有认同，因为90年代很多授权商还在做

时尚品牌的授权，而我们已经意识到艺术对

国家和人类文明的重要性。近年来，我们已

和多家博物馆进行艺术授权的合作，目前是

十多家博物馆的总代理商，包括梵高博物

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

Q:朗智打造的梵高主题餐厅颇有口

碑，深受市场欢迎，能否重点介绍

下这个案例？

A:早在六七年前，我们就在寻找能打

造艺术主题餐厅、艺术酒店的公

司，直到三年前终于找到梵高主题餐厅的

合适合作伙伴。这家公司的老板很有远

见，意识到未来饮食市场会面临很大的竞

争；餐厅无论推出独特的设计或拥有创新

思维，竞争对手都可以无条件的复制，所

以他也认同如果继续做餐饮，必须有IP	来

保护他们的创意。相比其他的消费品，艺

术主题餐厅可以更直接的让消费者感受

到、闻到、看到以及享受到艺术的氛围。

梵高餐厅开办的第一年，没有花多少

推广经费，就已经达到非常大的广告效

益。很多国际性媒体都来特别采访，许多

网红及明星也纷纷到餐厅“打卡”。现今

消费者不但希望餐厅的食物好吃，也希望

餐厅能给他们很高价值的享受，而梵高餐

厅正能从艺术方面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很

多商场也愿意以优厚的条件邀请梵高餐厅

进去开店，因为他们看到我们能为商场吸

纳高端及高质素的消费者。

Q:除了梵高餐厅，近年来还有哪些您

满意的授权案例？

A:我们一个很成功的案例是钟表的授

权。无论是什么定位的手表，从上

万到几百块的手表，钟表行业的竞争都非

常激烈。但我们跟一家手表公司合作，用

了梵高博物馆的画作设计表款，一下子每

年全球销售的营业额都创下新高。面临这

么激烈的竞争，梵高	 IP	让这家公司的知

名度及销售额倍增。

另一个案例是我们和一家插花学校的

授权合作。这家插花学校在香港已经有30

多年的历史，在行业里也有一定的知名

度。他们用梵高做了一个艺术主题的花艺

课程，聘请了荷兰的花艺师和梵高博物馆

结合，推出新的课程。新课程的学费比原

来高出三倍，但每次开办课程都会爆满，

并得到很多媒体的报道。

Q:您觉得作为博物馆品类的IP，在开

展授权合作时，和其他品类IP相

比，有什么独特之处？

A:艺术可以真正的融入生活里不同的

层面。除了物质层面外，艺术也可

以满足人类精神的层面。艺术授权产品不

只好看，还带有画家背后的故事、情怀以

及理念。画家情怀与顾客一物相连，让品

牌更容易吸纳忠诚的粉丝。艺术	 IP	亦可

以二次创作，把原来的画作更独特、更现

代化的呈现出来。

Q:随着国家对博物馆IP的日益重视，

国内博物馆也开始其IP授权探索之

路。您觉得国内博物馆开展IP授权及文创

开发时，最需要注意的是哪几点？

A:我觉得博物馆可以更大胆的创新。中

国传统博物馆动辄就都有几千年的文

化历史，但需要跟现代的美感结合，才能

使消费者通过艺术与“古人对话”。如果

只把现有的文物和作品原封不改地贴牌放

到产品上，会容易成为纪念品，从品牌发

展的角度说，这是个大忌，因为之后就很

难把博物馆真正打造为艺术品牌了。

不只好看，还有故事、情怀和理念
—专访朗智集团创办人/执行长黄僖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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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越沉淀，博物馆IP越增色添香
—专访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文创事业部负责人许辰康

Q:博物馆IP授权在上海自贸文投业务

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A:基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

馆、中国国家画院的馆藏IP资源，

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自贸文投）自主开发文创衍生品，组建

拥有国内外设计经验的团队，挖掘文物故

事、提升产品内涵、打造文创精品，构建

一个涵盖产品设计、生产、运营、全球销

售的全生态文化创意、经济与传播平台。

Q:能否介绍下近年来，“自贸文投”

开展的博物馆授权和推广案例中，

您最为满意的三个吗？	

A:“自贸文投”在传统文博IP授权和

推广中投入了较多资源，我们有很

多深耕文物特色、跨界融合的典型案例。

如《国宝生肖金》产品授权，我们以国博

国宝级文物四羊方尊等文物形象为原型，

授权老庙黄金开发销售《国宝生肖金》系

列贵金属产品。	2016年双十一期间，产

品在线上线下分别销售，三个月内便已销

售上万余套，销售金额超过一亿元。

“自贸文投”下属的“文创中国”大

区运营中心还参与制作了纪录片《如果国

宝会说话》，以一集5分钟讲述一件国宝

的形式，共介绍了100件文物。纪录片将

一个个“大国重器”浓缩在五分钟的视频

里，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文物与观众平

等对话，诉说文物身上的传奇，带领观众

领略中华国宝不朽的价值与魅力。目前，

《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季的播放量达到

342万，第二季上线两个月，播放量已超

630万。

此外，运营中心还在今年博物馆日前

夕，在抖音上线了《第一届文物戏精大

会》视频。通过短视频的方法，让中国传

统文化和博物馆文化开口发声。原本静默

在展台上“肃穆而立”的国宝文物们，在

视频中配合着抖音旋律翩翩起舞，让人忍

俊不禁之余，也使更多年轻人加深了对这

些文化瑰宝的关注和认知。国博抖音上线

首日便吸引了36万粉丝，两条短视频获

赞48.5万个，5天就获得超过1亿的播放

量，670万次赞，8.9万次评论，成为一

个现象级的传播案例。

Q:您觉得作为博物馆品类的IP，在开

展授权合作时，和其他品类IP相

比，有什么独特之处？

A:博物馆 IP本身具有较为明显的优

势，博物馆IP更能代表中国传统文

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每个朝代的文

化，当时的人物，代表的经济，以及当时

的工艺都蕴藏在博物馆珍品文物中。通过

对文物的解读，能将背后博大精深的传统

文化赋予新的生命。其次，博物馆IP并不

像一些动漫、影视类的IP，是不随时间的

推移而消磨其本身的IP影响力及价值的，

随着时间的沉淀，会越发为博物馆IP增

色添香，充分体现古典的韵味和现在的气

质。此外，文博类IP的受众人群广、延展

性强，经过二次开发后的各类授权素材跨

度也很大，能和各类品牌做有机的结合，

切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我们在与博物馆IP授权合作时，

首先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一定是建立在对传

统文化深刻的理解上，不能为了经济效益

影响IP本身的文化价值。其次，博物馆IP

延展性较强，授权素材结合点多，合作方

式也多种多样	，因此也考虑在合作品牌的

设计及宣传调性上做创意方向和内容的执

导和把控。最后，博物馆IP更注重在授权

合作开展前对被授权方进行培训，帮助其

深入地了解文物藏品背后的故事与内涵，

给予更多创意执导。

Q:国内博物馆开展IP授权及文创开发

时，最需要注意的是哪几点？

A:国内国博馆IP探索逐渐起步，首先

需要增强对IP版权的保护意识。这

种版权保护意识，不仅体现于馆藏文物

上，还包括二次开发的授权素材以及授权

合作的项目成果，都是IP本身的品牌资

产，需要注意其版权链条的完整性。

其次，要尊重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

及历史进行正确的解读是基本原则。无论

是IP授权还是文创开发，最终都会通过产

品展示在大众面前，不能因为某个图案好

看就直接使用在授权产品上，需要对文物

素材重新提炼及二次开发，才能给品牌方

增加文化附加值，并受到市场欢迎。

此外，还需要重视文博IP品牌的差异

化，找到每个文博IP最适合的展现形式，

适当结合地方特色，打造不同博物馆的差

异化品牌形象。

目前很多博物馆IP授权还处于探索阶

段，和市场结合相对比较谨慎。因此，博

物馆IP授权也需要有更加开放和多元的合

作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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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目前台湾的授权市场发展状况如

何？去年授权规模大概多少？主要

授权IP品类和被授权行业有哪些？

A:根据LIMA(国际授权业协会)的年度

报告显示，2017年台湾市场品牌

授权商品零售额达5.94亿美元，较2016

年5.81亿美元成长2.23%，全球排名37

名，在亚洲地区排名第9，主要授权商品

类别包含角色娱乐、企业品牌、时尚、体

育、名人、音乐、艺术及出版，占比前

三名分别为角色娱乐71.21%、企业品牌

11.11%，和时尚8.92%。台湾授权产业

未来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Q:您觉得授权行业在大陆和台湾发展

各自有什么特点？	

A:台湾文创产业起步较早，与国际授

权市场的接轨也相对成熟，市场上

有许多主题餐厅、主题商场、当地游乐

场、角色路跑、授权衍生产品等。但以国

际IP，尤以美国、日本为主，台湾品牌能

见度及活跃度不高。不过仰赖互联网的兴

起，消费者接触讯息的管道越来越多，透

过社交媒体、论坛、影音频道，让许多创

作者可以发表自创品牌，他们以生活风格

为元素，结合人文环境、古早记忆，开创

带有台湾味道的品牌。

而中国大陆则在动漫影视行业见长，

如《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捉

妖记》，都是著名授权IP，拥有广大受众，

较特别的则是中国大陆有许多原创宫廷古装

剧，如《延禧攻略》、《后宫甄嬛传》、

《如懿传》，取材于中国历史故事、人物、

生活，以重现史实或改编想象创作，这部分

IP是目前台湾市场较少见的元素。

Q:据了解，台湾艺术类IP授权很流

行，能分享几个台湾艺术类IP授权

的案例吗？

A:艺术类 IP在台湾目前正迅速发展

中，这里分别以台湾及国际合作案

例进行说明。

以台湾史博馆为例，授权其馆藏「常

玉」油画作品，制作服饰、方巾、瓷艺

品、托盘、折伞等生活产品，著名案例

是与Just	 In	Case服饰品牌联名，进军

2018春夏纽约时装周，举办「遇见常玉

Meet	Sanyu」时尚大秀，深获好评。

另台湾业者-七顶创意，其为法国

RMN(国家博物馆联会)珍藏图像的大中

华区独家代理商，RMN图像授权中心典

藏许多著名艺术IP，该公司近期经典授权

案例包括授权达芬奇「蒙娜丽莎」、梵高

「罗纳河上的星夜」、莫纳「睡莲」等画

作予中国兴业银行发行艺术信用卡、授权

高雄市汉神精品百货制作大型睡莲墙面、

授权台湾国泰世华银行制作米勒名作「拾

穗」筵会桌卡等。

Q:您觉得作为艺术品类的IP，在开展

授权合作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A:在和艺术品类的IP合作时，一定要

了解艺术家创作精神或品牌故事，

在提供艺术作品曝光平台与商品开发机会

同时，要在达到商业利润与保护原作价值

之间取得平衡点，和艺术家合作模式也要

坦然契合。

每件艺术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有其

文化内涵及文化价值，如画作、雕刻品等

艺术品产生的时空背景、材料、技艺、用

途、创作意境、创作者身份，都会赋予每

件艺术品独特的文化故事。

过去因为艺术市场缺乏保护机制，很

多艺术家对于作品多半采取不轻易授权的态

度。然而因应授权市场的发展，相关授权模

式逐渐建立完善，许多行业亦开始追求满足

精神层面的价值需求，寻找艺术家授权合

作，将经典艺术和现代设计结合，重新转化

成我们生活周遭用品，将艺术作品以平价美

学呈现，且保存艺术品的味道与温度。

以台湾史博馆为例，如有业者欲使用

其典藏图像，需先提供企划书给该馆审

查，内容包含使用目的、拟开发产品、数

量、设计图等等，博物馆的专业团队将针

对企划内容进行讨论及提供意见，而和其

他品类IP相比，是否拥有典藏图像的高阶

数字文件则为艺术授权产品开发和合作的

最关键因素。

Q:本届中国授权展上，台湾展团将重

点推出哪些IP？目标洽谈客户群有

哪些？对中国授权展有何期望？

A:今年的授权展，台湾贸易中心组织的

台湾馆有11家业者参展，包括卡洛

特、智慧财品牌设计、采达创形、卡米客动

漫、九藏喵窝、赫思西亚品牌创意、吉标创

意行销、飞跃文创、小不点动画、泰迪熊、

联合数位文创，重点IP包括果果喵、柯基犬

椪椪、温妮苹果公主、国际艺术家梁奕焚、

星座小熊贝尔、寻宝狮、卡米客动漫、九藏

喵窝、皮宽、史古利、波丽狗、宠物小镇、

Vividino、S&D、戽斗星球、熊猫之穴、扭

蛋、毛巾宝贝、泰迪熊、黄色勇者、二搞创

意无限，超过20个IP，品项非常多元。目标

洽谈客户群为产品生产制造商、零售商、广

告公关公司、授权代理商，行业分布包含玩

具游艺、礼品赠品、家居家纺、主题空间、

饰品、食品饮料、婴童用品、文具办公等。

中国授权展是亚洲规模最大、最具影

响力、授权企业被覆盖面最广的授权贸易

展会。台湾贸易中心希望透过组团参展，

整合台湾多元的IP创作及角色故事，期望

透过中国授权展专业的交流平台，找到合

适买家，争取跨域合作机会，开发大陆庞

大授权商机。

艺术授权是艺术作品的平价美学呈现
—专访台湾贸易中心服务业推广中心主任吴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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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越发达，大众对艺术类产品越有需求和购买力
—专访香港Wow Planet娱乐有限公司总经理关惠芬

Q:目前香港的授权市场发展有什么

特点？

A:香港比内地更早发展授权市场，早

在90年代我们已经可以在很多商场

看到很多国际大牌的授权产品，如迪士

尼，Hello	Kitty，多啦A梦或史奴比等的

精品文具与童服等。随着市场变化，香港

目前的授权市场有了新的特点。

第一，授权IP更加多元化，除了国际

品牌外，不少本土品牌也流行起来。不少

商场更愿意与不同的创意品牌或设计师品

牌合作，如B.duck,	Chocolate	Rain等。	

第二，之前，许多在香港的授权合作

多是产品授权合作模式，但近年的合作模

式更多为短期的推广合作或跨界合作。

此外，我们也发现艺术授权也越来越

被香港市场接受。

Q:和内地相比，您觉得授权行业在内

地和香港发展各自有什么特点和区

别？对内地授权行业将来的发展有什么

期望？

A:一方面，内地市场地大物博人广，

可授权的模式更多，包容性更广，

可容纳的内容更多元化，营销手段也更多

样化。另一方面，内地市场比香港市场市

场变化快，竞争也更为激烈，品牌运营方

必须投入更多的营销资源手段，并做好所

有版权保护。

我认为内地市场比香港有更多的授权

发展空间，尤其是一些大型的主题展，主

题酒店，主题餐厅或主题乐园等空间主题

授权。这些在香港较难实现的模块，内地

有更多可落地的机会。

Q:据了解，香港艺术类IP授权很流

行，能分享香港艺术类IP授权的案

例吗？

A:香港相对内地，经济比较早发展起

来。而经济越发达，大众对艺术类

或创意类产品就越有需求和购买力，所以

艺术类授权也较早发展起来，其中商场是

这类IP的推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梵高博

物馆与海港城与又一城的合作。

尖沙嘴1881最近也开设了梵高主题餐

厅，获得很好的市场反应。带动了授权产

品的销售外，梵高主题餐厅也已经落户广

州K11，陆续也在其他省市开店。除了主

题餐厅，目前也在策划主题酒店和茶馆。

除了梵高等国际级别的艺术类 IP，

香港商家也十分支持本土设计师 , 	其

中Chocolate	Rain便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近年分别跟choco la te及新鸿基

多个商场合作。另外，香港商场也很

喜欢与原创品牌如HappiPlayground,	

Squly,	Huskyx3,	Dream	Capsule和

SingSingRabit等合作。

Q:您觉得作为艺术品类的IP，在开展

授权合作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A:艺术类IP或创作类IP跟其他IP一样

要注意做好版权保护的工作和商标

类别的注册。油画作品一般是艺术家去

世50年之后版权会公开，可以开放公众

使用。摄影类作品，艺术家去世20年后

可以开放使用。但如果有基金会管理，

情况就不太一样，需要通过机构申请使

用授权。

Q:	参加本次第12届中国授权展为香

港首次组团在内地参加该类型的

展会，是出于怎样的考虑？重点推出哪

些IP？

A:我们首次组团以“香港自创“IP品

牌参加中国授权展	 ,	希望让香港IP

品牌能够通过展会让国內的行业者对香港

IP品牌可更了解，

也可让香港各具创

意IP可在展会上跟

行业者及有兴趣合

作方进行更深入交

流。本次重点推荐

的IP品牌包括“拥

抱爱”（Together	

We	Love）等，主

力传达爱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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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目前ENZO的授权业务状况如何？	

A:我们自2010年开始，便代表多个国

际知名汽车品牌开展授权业务，同时

也非常荣幸成为兰博基尼在亚洲区的官方

授权代表。在推广正版授权的过程中，我

们任重而道远。经过团队多年來的心血和

努力，我们最终把汽车品牌正版授权业务

从起步点的玩具车模型扩大至生活用品，

甚至于房地产开发和文化游乐园行业等。

毫无疑问，安素的发展是迅速的，并

且仍在稳步前进。目前我们的授权业务遍

布全球，全球办事处包括香港、深圳、上

海、广州、日本、韩国、意大利等。我们

将继续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其中房地产

类、酒店等全球项目是我们未来要达成的

目标和任务。此外，安素香港有限公司作

为兰博基尼汽车品牌的授权部门代表，目

前已与国家商标品牌创新创业（广州）基

地、国家版权贸易基地（越秀）达成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Q:ENZO开展的授权和推广案例中，

您最为满意是哪三个？

A:我想分享这么几个案例。第一个是

菲律宾加油站-兰博基尼车模+生活

用品推广项目。这个超大数量的大型推广

项目，让参与的每一方都实现共赢的目

标。我们加入精美礼品环节，把加油模

式变成“加油->收费->礼品->离开”模

式，让消费者在加油的同时也获得一份礼

物。实际效果非常好，设置礼品换购的加

油站人流量有了显著增长。

第二个案例说下兰博基尼智能手机联

名项目。今年6月，兰博基尼与国内知名

手机制造商OPPO达成全球战略合作伙

伴，并联名推出OPPO	Find	X这款高端

智能手机。无论是从设计理念还是外观或

硬件设计，都注入了兰博基尼超跑汽车的

元素，带给消费者全新的体验，一上市就

掀起一波抢购大潮。同时，OPPO通过

与兰博基尼汽车的合作，开始打造国际品

牌，进军国际市场。

第三个说说兰博基尼LP750SV	童车

项目。当前，随着我国的经济与教育水平

大幅度的提高，更多家长更加注重对宝宝

的教育与陪伴。所以兰博基尼在童车类

别推出了一款限量生产的车型兰博基尼

LP750SV。孩子从婴儿开始就可以拥有

自己的兰博基尼，父母和孩子一起互动玩

耍，给家庭带来最长情的陪伴。

Q:您觉得作为企业品牌品类的IP，和

其他品类IP相比，有何独特之处？	

A:以兰博基尼汽车为例，作为欧洲顶

端品牌的代表，我们对合作伙伴的

背景、质量的审核非常严格。同时，也很

在意被授权商的产品升级后，是否能跟品

牌匹配以达到双赢的效果。

兰博基尼汽车是经历了多年的累积和

沉淀，达到了世界顶级品牌的效力。企业

品牌类IP大多都是如此。一经合作后，其

被授权商的国际品牌形象以至产品的价值

会马上有所提升，尤其是整个企业的升级

更为明显。如此一来，被授权企业则大大

缩短了发展的时间和资金成本，这个知名

代言人或其他品类IP很难达到的效果。

Q:近年来，您觉得中国授权市场环境

发生了什么变化？

A:近年来，中国对知识产权越来越重

视，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也逐步加

大，同时也在全面推广和宣传知识产权的

重要性，逐步提高企业和民众对知识产权

的保护意识。

随着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了解与重视，

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民众懂得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加上国家的支持与对盗版的打

击，授权市场环境正在发生巨大改变。以

前授权是举步维艰，现在已经逐步走上正

轨，正版授权是国家也是我们企业未来发

展的方向。相信未来国家授权行业的发展

将会更加规范和高标准，也会更加国际化

和多元化。

Q:ENZO今年是首次参加中国授权

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A:中国授权展是一个非常好的国际宣传

平台，作为兰博基尼品牌授权代表，

我们的目标是全力以赴推广品牌，让更多

人认可兰博基尼品牌的力量，为兰博基尼

授权作出卓越的成绩。我们希望中国授权

展能越来越全面完善，同时也能为展商带

来更多的优质品牌授权合作伙伴。

由于我们的授权业务是多

元化的，因此我们的目标客户

群也是多元化的，但是共同点

是兰博基尼作为国际高端品

牌，我们面向客户群必须是高

质量和高品质的，这是我们的

标准。

多年的累积和沉淀，
  才有世界顶级品牌的效力
—专访安素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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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企业品牌本身
    就是品质的象征和保障
—专访Licensing	Matters	Global创始人Mark	Matheny

Q:	Licensing	Matters	Global在品牌

授权和营销届深耕多年，客户包括

诸多国际知名企业和机构品牌。目前在中

国重点推的是哪些企业品牌？目标被授权

行业有哪些？

A:我们在中国市场上重点推出的IP包

括壳牌（Shell）、耶鲁大学和哈佛

大学的 logo及品牌等，帮助企业品牌及

学府品类IP扩展授权业务。其中，壳牌的

重点被授权品类包括汽车周边及配件、电

池或太阳能板等能源产品、旅行玩具和游

戏、教育类玩具、服装及饰品等。而耶鲁

和哈佛大学的重点关注被授权品类为文具

及办公用品、服装、配饰、背包，以及教

具和教学节目等。

Q:	能分享下近年来Licensing	Matters	

Global开展过哪些可圈可点的授权

和推广案例吗？

A:对中国授权市场来说，我们还是新

兵，因为我们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

长，但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展开了诸多

经典品牌授权案例。

Licensing	Matters	

Global是品牌授权代

理机构，我们代理过国

际顶级授权品牌，包括

时代华纳和美泰等，也

帮助这些品牌方找到全

球知名的被授权企业合

作，包括可口可乐、

华为、肯德基、家乐氏、亿滋等。我们团

队运营的授权项目已经在120多个国家开

展，产品零售额超过500亿美元。

Q:据了解，Licens ing 	 Ma t te rs	

Global代理的版权方很多为企业品

牌，您觉得作为企业品牌品类的IP，和其

他品类IP相比，在开展授权合作时，有何

独特之处？

A:优秀的企业品牌IP本身就是品质的象

征和保障，在进行授权合作时，能为

被授权企业进行品质背书，保证被授权产

品的价值和口碑，进而保证了产品的销售

额和市场影响力。此外，因为企业品牌一

般都为常青树品牌，日常销售情况并无所

谓淡旺季之分。相比之下，娱乐品类的IP

则比较难以精准的预测其收入回报周期，

且受到内容播放周期的时间影响较大。

Q:随着品牌授权在中国的兴起，越来

越多的企业也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和

打造自己的企业IP。您觉得国内企业想要

树立企业IP并开展授

权时，最需要注意的

是哪几点？

A:我认为一个企业

品牌要启动授权

业务时，关键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是否是以较小的投资获得新的收

入流；第二，是否有助于帮助企业扩大

消费人群，树立品牌知名度和价值；第

三，是否有助于企业进行战略布局，拓

展企业业务矩阵；第四，是否能促进终

端销售，丰富企业产品品类；第五，是

否能拓展现有渠道资源，打开更多销售

渠道；第六，也是需要慎重提醒的：启

动企业品牌授权产品之前，别忘了进一

步做好品牌知识版权保护，避免市场出

现盗版影响了企业品牌。

	

Q:Licensing	Matters	Global今年是

首次参加中国授权展，是出于怎样

的考虑？对中国授权展有什么期望？

A:中国授权市场发展很快，我们看好

中国将来的发展，并对之很有信

心。中国授权展是中国授权行业影响力最

大的平台，我们希望通过参加中国授权展

能帮助品牌找到国内最优秀的被授权企业

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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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PW深耕品牌授权，能否介绍目前

PPW在国内的授权业务状况？

A: PPW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是全球

资深的品牌授权代理公司，目前旗

下代理的IP有小猪佩奇、蓝精灵、恰恰特

快车、天线宝宝、瑞奇宝宝、开心球、啵

兔、OUTDOOR	PRODUCTS、积木熊、

探索频道、潘通、披头士、宝马、百威、

Bear	Grylls、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

杯、巴萨、皇马等10多家足球俱乐部等。

Q:能否分享近年来您觉得最为成功的

体育IP品类授权的三个案例？

A: PPW拥有大量头部体育IP资源，

并有很多经典案例。第一个要说的

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PPW是当年奥运

会的全球授权主运营商。要做好这样一个

全球性的重要赛事的授权主运营商，我们

从“北京奥运是全球华人的骄傲”这点入

手，思考如何在国外能够更好的配合中华

民族的资源和热情，因此我们想到了遍及

全球的唐人街。我们以唐人街为渠道，推

广这个盛大的赛事和授权商品，让全世界

都切身的感受到北京奥运会带来的中国

风，让全球华人更近距离的参与奥运。

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PPW与

FIFA长达20年的合作。从1998年到现

在，PPW已经与FIFA合作了6届。本届

俄罗斯世界杯开幕前夕开始，我们就在商

场开设官方零售精品店，向世界杯粉丝

售卖包括钥匙扣、亲子球衣、足球、T恤

等授权商品。FIFA设置特许零售店，是

因为FIFA非常看重粉丝的参与，希望粉

丝能方便的购买到相关产品，能让粉丝感

受到热烈氛围。这样的授权精品店期限很

短，对于生产灵活性要求很高。

第三个案例更加贴近体育类IP授权。

近年来，我们运作了俱乐部球队与Jack	&	

Jones结合的授权。PPW通过授权的形

式，将特定的球迷粉丝人群，通过被授权商

强大的渠道能力，导入潮流服饰的大道上。

这样的延伸授权，拓宽了体育类IP本身的内

涵，同时也为被授权品牌增加了立竿见影的

购买人群。本身单纯的运动品牌，在生活时

尚的层面呈现出更广阔的空间。

Q:运营大型体育事件和运营某个体育俱

乐部IP，两者在授权时有何区别？

A:大型体育赛事，是有可预见的热度

的。每一次世界杯，都可以提前至

少一年就预见到它在什么时间段里会变成

大众的关注焦点。所以对于大型体育赛事

的授权，提前布局非常重要。又因为这样

的赛事，关注持续时间会在赛事结束后戛

然而止，所以授权往往只有一年时间。被

授权商要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的设计开

发、生产产品、预热渠道。而且对于生产

数量要有相对的把握，太多会变成库存积

压，太少了会浪费IP热点机会。正因如

此，我们需要对大型体育赛事匹配相对稳

定成熟的被授权商，他们有更齐备的团队

来操作热点IP，更有经验和实力应对这样

的风险因素。

而对于某个体育俱乐部，都是长期经

营的IP，粉丝相对固定且忠诚，所以如

何抓住核心铁粉非常重要。授权方需要把

自己变成这只球队的粉丝，与球会沟通合

作，了解球队的DNA和代表的价值观，深

度挖掘球队历史、文化和内涵，这些都是

做好这个IP的基本功。这些球队的比赛成

绩会有起有伏，也会有球星的伤病转会等

不确定因素，这要求我们时刻关注所有与

球队相关的事件和新闻，了解球队的经营

方针，在变化中为球队寻找相对稳定的价

值，从而保证被授权方可以在长期经营中

获得丰厚的回报。

Q:您觉得作为体育品类的IP，在开展

授权合作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A:第一，必须要明确的了解，授权业务

只是这类IP本身价值较小的一部分。

比如赛事，占比最大的是电视和视频转播

权，其次是赞助商收入赞助商，相当多情

况下，还会锁定某些品类的独占权益。最

后才是留给授权商的部分，权益和品类限

制都不可能和赞助商相提并论。

第二，很多体育类的授权的情况，都

有明确的限制性规定，比如不可以用IP

做广告宣传，不可以单独采用球星个人形

象，不可以涉及球衣做文章等等。

PPW给出的建议是，首先需要挖掘

与IP本身相符合的产品气质，从DNA上去

融合。其次被授权商一定要清醒自己的位

置，不能做出格的操作，但是要抓到聪明

的杠杆支点，充分的利用热点，激活核心

粉丝的认可。最后，一个有经验的授权代

理非常重要，它不仅可以提供授权产品和

营销方面的建议，还承担着被授权方与球

会，以及与粉丝沟通桥梁的作用。

挖掘与IP相符合的气质，
需要从DNA上融合
—专访香港山成集团（PPW）行政总裁陈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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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孚德从2013年巴西世界杯开始，一

直专注于体育授权。为何选择如此

细化领域深耕？

A: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均GDP的

提高，同时老百姓对健康意识的不

断加强，体育产品的消费呈增长趋势。同

时国务院46号文件对体育产业的支持，体

育行业衍生品的发展必定是积极乐观的。

孚德从2013年接触世界杯授权项目开

始，深深感觉到了品牌授权是奠定市场竞

争力的基石。

目前孚德正在运营的授权项目有：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19年法国女足

世界杯，2017-2018年世俱杯，2019

年亚洲杯，2018-2021欧洲冠军联赛，

DFB德国队，	2018年第14届国际泳联世

界游泳锦标赛（25米），北京中赫国安足

球俱乐部，上海绿地申花足球俱乐部等的

官方授权商品的开发、生产及销售。

经过5年的实践，孚德在体育授权行

业从第一阶段体育行业授权的实操者，目

前也成为体育授权的服务提供商。孚德愿

意把国际上体育授权先进的理念和体系分

享给中国体育授权的参与者，包括授权方

和被授权方。

Q:今年孚德打造的最大事件莫过于俄

罗斯世界杯吉祥物授权。能否重点

介绍下该案例？期间有何创新之处？

A:根据与国际足联的合作协议，俄罗

斯世界杯项目孚德没有下发分授

权，但赢得了许多分销商的青睐。

孚德是国际贸易出身，本身就有较强

的供应链能力。早在2016年孚德就国际

足联签订了2018俄罗斯世界杯吉祥物的

授权协议，当时吉祥物都还没有公布。在

2016年10月国际足联公布本届世界杯吉

祥物的前夕，孚德就已将3款候选吉祥物

制作了各20个样品，由我亲自带往莫斯科

的吉祥物揭晓仪式。

这次世界杯，孚德与阿里巴巴1688

平台深度合作，一方面通过1688筛选

到更多的优质供应商，另一方面也通过

1688的数据进行了柔性化供应链的打

造。本次世界杯项目的库存量与上届世界

杯相比，下降了65%。本次世界杯吉祥物

扎比瓦卡被很多媒体称为首次“由互联网

制造的吉祥物”。

在推广营销方面，孚德利用体育IP本

身强大的话题性，与各类媒体和平台跨界

合作，以推广吉祥物文化的形式把吉祥物

的形象告诉给更多的球迷，收到了很好的

效果，同时也符合品牌方对于营销推广的

要求。可以说，孚德这几年从IP获取到产

品设计、供应链管理、渠道开拓、营销销

售，都建立了专业的团队，打造了授权行

业全链条的能力。

Q:还能分享两个近年来您最为满意的

公司推出的授权案例吗？

A: 2013年巴西世界杯是开启孚德体育

授权征程的一个窗口。第一次做大

型体育授权项目，我们就抓住体育授权本

质，为公司创造利润的同时积累了各方资

源。那一年，我们就把世界杯吉祥物卖到

了46个国家和地区。

2018年1月开始，我们接手了北京中

赫国安足球俱乐部的授权项目，在俱乐部

的全力支持下，在短短的大半年时间内初

步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授权体系，并开发

了接近200个SKU的新产品，受到了北京

国安球迷和体育媒体的肯定。

Q:运营大型体育事件和运营某个体育

俱乐部IP，两者在开展品牌授权时

有什么区别？

A:大型体育赛事爆发力强，但销售周

期短，而俱乐部IP正好相反。不一

样特点决定了产品线、营销手法、渠道建

设都需要不一样。大型赛事需要很广的渠

道，才可以获取长尾效果。而俱乐部IP的

运营主要是要加强与俱乐部球迷互动，要

挖掘深度，去满足他们的各种层次需求。

但不论是大型体育事件（如世界杯）

还是某个体育俱乐部IP（如北京中赫国安

俱乐部），都须以精心设计高品质的商品

为根本以推广品牌，同时又以品牌效益推

广商品。	

Q:您觉得作为体育品类的IP，在开展

授权合作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A:体育品类IP开展授权时，首先要对

品牌授权的意义有正确的定位。我

们认为体育授权首先是品牌宣传的载体，

其次是赛事或俱乐部与他们的支持者交流

的桥梁，第三才是品牌方收入的一个来

源。这三个顺序一定不能错了，否则品牌

授权一定做不好。

第二要注意的是授权不宜重复授权，

否则品牌的溢价能力就会受损。此外，由

于体育IP所有方往往有更高层级的赞助业

务，品牌方需要把商品授权的权益和赞助

权益做清晰的区隔，不要让商品授权影响

赞助的业务。

第三想强调的是体育IP比较适合授权

业务（Licensing），品牌方不要与特许

（Franchising）模式相混淆。我们发现

国内很多对授权和特许的区别不太清楚，

直接导致授权行业发展缓慢。

体育授权与娱乐授权相比，其跨界能

力特别强，体育可以与任何行业进行合

作，这也是体育类IP独特的优势。

体育授权首先是品牌宣传的载体
—专访杭州孚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CEO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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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辉联？最初把企

业定位设定在IP主题空间领域的初

衷是什么？

A:辉联文化是辉联股份旗下子公司，成

立于2007年，是一家以IP为核心，

专注于为商业地产和文旅项目提供全案服

务的创意型公司。业务涵盖IP创意互动、

商业美陈、主题街区打造等等。

我们以IP为支点，以策划、营销、设

计为优势，通过空间美陈、主题文旅等方

式，为客户提供最有效流量解决方案，让

受众获得最有趣的互动体验，形成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IP商业”和“IP文旅”产业

链，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中粮大悦城和华

润万象城等品牌地产商。

其实当初要做IP的时候，想法很简单，

就是想要给不同客群公众互动带来更快乐、

更丰富的体验内容。没想到这样的IP主题展

却让受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热度不

减。在持续轰动的形势下，辉联积极改良方

案，改善互动体验内容，增加IP与受众之间

的粘性，逐步形成了现在的模式。

Q:辉联策划组织了多次业内反响非常

好的主题巡展，您觉得最成功的前

三个案例是哪几个？

A:辉联每一次策展都是精心准备的，在

我的眼中他们都很成功。如果非要排

名的话，我个人比较喜欢Molly、小崽子

剧场和吾皇。

Molly这个IP的可塑性非常强，给予

了我们团队很大的发挥空间。小崽子拥有

很强的跨界能力，比如北京朝阳大悦城的

小崽子剧场，我们跟时下较为热门的话

题—“职场”结合，策展了小崽子“职

场的双面人生”。诙谐幽默的职场吐槽，

深得年轻人的喜爱，它很符合我们社会的

现状，场景的塑造源自我们现实生活的真

实写照。

关于吾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初在

项目实施的时候，从插画设计到落地执行

遇到了很多难题，但我们和版权团队都

一一克服了，结果也非常好。成都那一场

主题展人气极高，这让日夜加班的团队觉

得很欣慰，他们的努力获得了大家的肯定

和回报。

Q:您觉得近年来国内IP主题空间的发

展有什么变化？将来还会可能有哪

些发展趋势？

A:近年来，国内的IP主题很热门，IP主

题空间在商业地产行业呈现井喷式的

趋势。从早期的一年2～3个IP主题展，到

现在的一年上百个，IP主题展的火热趋势

反过来也推动了IP行业的快速发展。

就将来发展趋势而言，我认为IP主题

空间以后会向多元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

在如今快节奏经济的消费背景下，消费者

很难把注意力停留在一个IP上，如果IP没

有创造性和持续的迭代能力，很快就会被

遗忘。

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快节奏经济的影

响，国内很多从事IP主题空间的公司并没

那么重视项目制作品质，加上行业发展过

快，出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这些

都严重影响了整个大行业的发展。

将来行业的市场竞争会呈现白热化趋

势，行业可能出现新一轮洗盘，如何把IP

做精做细做好才是生存之道。归根结底，

IP授权和运营应该把重心放在内容的创意

开发和用户体验上。

Q:地产行业与IP相结合时，最需要考

虑的是哪些因素？IP主题巡展能给

地产带来什么收益？

A:首先要考虑的就是IP的属性。每个

IP自身都会有一些标签和属性，我

们要看它跟这个地产项目是否匹配。其次

要看IP的成本价格，IP落地方案的可行

性等。

IP主题巡展，最直观的就是可以给商

业地产带来爆棚的人气。如今是流量为王

的时代，谁都渴望成为大众的焦点，IP能

迅速帮助商业地产实现聚焦。此外，精致

美观又好玩的IP主题展，能大幅增加用户

的粘性，同时提升商业地产品牌的影响力

和线下的消费力。

Q:您参观过中国授权展吗？对中国授

权展如何评价？最想在本届展会上

看到的是什么？

	

A:我参观过多届中国授权展，觉得这样

的专业展非常有意义，在这里我们可

以看到业内同行精英之间的切磋交流时碰

撞出来的火花。之前国内对IP版权这一块

的意识相对薄弱，但是通过大家共同的努

力，相信国内的IP行业会朝着更好的方向

发展。同时，我也期望能在展会上看到更

多精彩的作品，更多创意的构思，以及更

多新潮的IP。

IP主题巡展让商业地产人气爆棚
—专访杭州辉联文化创意有限公司CEO朱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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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酷芽亲子房为要出发周边游旗下的重

点项目，设置IP主题亲子房的初衷是

什么？是否达到预期目的？目前有IP合作

的授权房间在贵司整体业务中占比多大？

A:IP的主要功能是让产品和目标人群

建立共情。这种共情的基础是要符合

受众的认知习惯、对IP符号有充分的认知

以及通过IP符号能产生正向的情绪共鸣。

打造IP主题亲子房我们的初衷就是要给亲

子家庭用户提供一个更加有趣、独特的客

房体验，同时为酒店创造差异化的客房产

品，提升酒店的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实

现多方的共赢。从目前的市场反馈来看，

我们的IP元素的设立给亲子家庭带来的体

验满意度是完全符合预期的。目前所有的

酷芽亲子房都有授权IP的元素。

Q:据了解，酷芽设置了猪猪侠、超级飞

侠、小鸡彩虹等IP动漫主题房，能否

讲述其中的故事？其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A:酷芽亲子在IP合作上的特殊性在于，

我们整个模式是首创式的，所以没有

同类的合作标杆可以借鉴。IP版权方可能会

直观地以商超零售或者周边产品开发授权的

思路来进行合作，但这显然对我们这种酒店

亲子房模式是不适用的，所以期间会有一个

比较长周期来商讨合作模式的过程。

Q:公司有计划继续开拓IP主题房吗？

可能会选择哪一类IP？选择合作IP

的标准是什么？

A:酷芽亲子房的合作酒店和房间数量目

前正在迅速增长，都是以IP主题房作

为合作基础。随着合作酒店数量的不断增

加，公司肯定会不断引入越来越多不同特

色的IP，打造更多更有趣的IP主题房。酷

芽亲子目前的合作IP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认

知基础和市场反馈。

对IP选择，酷芽亲子有自己的考量。

第一，我们合作的IP需要有充分市场认知

目标受众越明确，越能有效利用IP
—专访广州要出发周边游业务副总裁杜其根

基础，比如我们已经合作的猪猪侠、超级

飞侠、小鸡彩虹等都是国内当前最热的几

个卡通IP；第二，则是要有比较明确和积

极的价值观导向。

我们希望能了解更多有特色有价值有

意义的不同的IP产品，联合更多的资源共

建一个高价值的亲子生态链。前期我们主

要是针对亲子家庭用户打造亲子IP主题

房，未来我们可能还会往情侣、养生等领

域拓展。

Q:今年年初国家提出全域旅游的概

念，国务院发文鼓励动漫产业和旅

游业融合。在您看来，全域旅游还可以在

哪些方面和IP进行结合？

A:不同的IP有不同的受众人群指向，比

如与卡通IP合作主要考虑因素是IP

受众的年龄段；与广东本土剧IP合作，可

能主要基于地域；与动漫这类二次元IP合

作，主要基于兴趣和粉丝群。人群指向越

明确的旅游产品，则越能有效地利用IP。

酷芽亲子目前切入的是亲子家庭旅游

市场，我们也相信旅游市场后续也会向更

垂直、细分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Q:您认为酒店行业与IP相结合时，最

需要考虑和注意的是哪些因素？

A:主要是成本和模式。第一成本，指的

是由IP合作所带来的产品体验提升，

并产生的产品溢价，能否有效地稀释掉IP以

及各种定制物品的成本。第二就是合作模

式是否能给目标客户、酒店以及合作IP多方

实现共赢，这直接影响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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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好吃而且很好玩，当餐饮遇到IP……
—专访上海鸿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少洛

Q:富山面家近年来推出不少与品牌IP

结合的案例。能否介绍开拓打造IP

主题店的初衷？实际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A:富山面家作为日本超人气拉面店，除

了用心做好拉面，也想把拉面店做的

更好玩一些。因为我们经营的是日本的拉

面店自然也就会首选日本的IP来合作。

我们发现暑假档是小朋友及学生放假

的时候，选择这个时间点做一个有趣的IP

主题拉面店会让大家都觉得很好玩。不仅

吸引到小朋友、学生党，年轻人及家庭用

户也都会被吸引过来，所以现在我们每年

暑期都会精选一个IP来合作，打造IP主题

店。实际效果非常好，消费者觉得我们的

拉面店不仅好吃而且很好玩，与IP的互动也

让消费者对我们的拉面店产生了亲近感。

Q:能否分享近年来三个您认为与IP结

合最为成功的案例？并分析成功的

原因。

A:目 前 我 们 的

成 功 案 例 还

挺多，所谓成功主

要取决于这个 IP人

物在粉丝心目中的

受欢迎程度，因为

其受欢迎程度是直

接和我们的效果反

应是挂钩的。近年来，哆啦A梦、蜡笔小

新、Hello	Kitty这三个我觉得是最成功

的。因为这几个IP人物在粉丝心目中的受

欢迎程度非常高，同时也加上我们在推广

上不惜余力的用心，最后呈现的效果和结

果都很让人惊喜。

Q:富山面家在选择合作IP时，主要考

虑的是哪些方面？

A:我们选择IP合作时，主要考虑这么几

个因素。第一，在市场上受欢迎程度

高；第二，受众群比较广泛，粉丝量多并

忠诚度高；第三，因为我们是日系餐厅，

所以我们考虑IP合作时，也会偏向与日系

IP合作。以后我们会继续与IP合作，但主

要会优先考虑日本的经典IP。

此外，我们希望将来与IP方合作时，

IP方能够在合作期间保证唯一性合作，毕

竟消费者也会有审美疲劳。被授权商的用

心程度和合作的唯一性都是确保合作产生

惊人效果的关键要素。

Q:餐饮行业与IP相结合时，最需要考

虑的是哪些因素？最可能遇到的挑

战会是什么？打造IP主题给富山面家带来

怎样的影响？

A:我们考虑最多的是食物的创新。怎样

将IP人物的元素更好与食物结合是我

们最需要考虑的，也是我们遇到的挑战。

市面上我们看到很多与IP结合的产品

新意并不大，一般只是做些装饰，比如插

一个小旗。而我们想做得更好更丰富，想

把IP人物怎样更好的与食物结合，并创造

出更好看更有创意的元素。

与IP的合作大大提高了我们富山面家

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消费者都会觉得

我们拉面店比较年轻时尚，很有创意。目

前我们听到的客人反应都是：“这家拉面

店和超人气IP合作的，又好吃又好玩。”

或者是有些客人没有来过，但他们一听到

富山面馆都会说：“哦，我知道，这是家

很喜欢和IP合作的拉面店，听说蛮好玩

的。”这就是我们最期望达到的效果。

Q:近年来餐饮与IP结合日益紧密和频

繁，您认为我国目前关于IP主题空

间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A:我们和不同的知名IP合作，其实大

家都是共赢的。就市场环境而言虽然

目前IP很多，但经典的IP依然极其可贵。

找对了IP，在设计创意方面做好，同时保

证产品的质量，那么市场效果就会非常可

喜。这也是越来越多的餐饮企业加入与IP

授权合作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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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IP受众群体，
    产生双向联合效应

—专访清风面纸品类市场部总监陈嘉琪

Q:清风是我国生活用纸品类知名品牌，并

较早就有意识与IP授权结合，推出不少

IP爆款。清风开展授权业务的初衷是什么？

A:清风开展授权业务的初衷是期望IP能

提升清风的品牌形象，IP与企业品牌

能联动进行市场营销推广，并带动产品终

端销售。

Q:在目前为止清风最为成功的授权产

品中，能分享三个案例吗？您认为

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A:目前来说，清风与IP合作的产品中，

最受市场欢迎的有漫威、冰雪奇缘、

泰迪等。漫威和冰雪奇缘这类的IP品牌影

响力很大，有很固定的高忠诚度粉丝，粉

丝粘性高，有很好的粉丝基础。另外在联

合推广部分，漫威有大电影等资源，可以

与品牌方开展联合推广，在市场上扩大声

量和影响力，拉动销售。

Q:您觉得结合IP开展授权业务，对企

业自身有哪些影响或收获？在授权

业务中，您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A:与IP合作，对企业来说首先能提升企

业的品牌形象；其次挖掘IP形象原本

的受众群体，产生双向联合效应，扩大市

场影响力，最后能把IP粉丝转化为企业的

目标消费人群，最终向销售端实现转化。

现行市场消费者很难以对某个特定IP

抱有持久的热忱，这就导致IP授权需要

迎合消费群体的喜好，进行定期更换。但

这样一来就给被授权商带来两个较大的挑

战：第一较难保持品牌传播的持续性和一

致性，第二在授权产品切换阶段，会导致

原有IP粉丝的大量流失。

Q:您是如何选择和自己合作的IP的？

主要考虑的是哪些方面？

A:我们在选择IP合作时，主要考虑的因

素包括IP本身的影响力、IP未来发

展规划及前景、IP与产品的契合度和延伸

性等。如想开发受市场欢迎的爆款，需要

全面考虑产品本身的质量、适用性、美观

度、品牌营销等综合因素。

Q:您参观过中国授权展吗？最想在展

会上看到的是什么？

A:是的，我参观过中国授权展。希望能

在展会上看到更多的原创IP，看到更多

儿童或青少年年龄段的IP，希望更多的IP方

能进一步考虑到消费者端的实际需求。

被
授
权
商

LIC
EN

SEES

现在的消费者很难对某

一个IP抱有持久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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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据了解，公司所有产品都是把食品和

动漫形象结合生产的，如此定位的

初衷是什么？市场反响如何？

A: 90年代末期，受到来自市场环境的

挑战，许多企业经营举步维艰。金

添动漫也经过一番探索，发现了动漫品牌

授权儿童食品的巨大商机，利用知名动漫

形象的影响力，寓“食”于乐，做到好

吃、好玩又益智。我们认为即便这样的一

个细分市场，也能创造一片新天地。事实

证明，我们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

现如今，金添动漫是一家以动漫品牌

授权为抓手，专注运作儿童食品的企业。

公司一路走来，规模不断壮大，不但拥有

了数百人的营销团队，超过20万家终端门

店，产品线覆盖五大类，一百多个SKU，

授权品牌超过涉及欧美、日本及本土品牌

近20个，并与广大授权商、渠道商、经销

商达成了长期且稳定的合作关系。

Q:在目前为止金添动漫最为成功的授

权产品中，能分享几个案例吗？

A:首先想分享一下奥特蛋，奥特蛋自

2015年上市以来，是我们主力打造

的明星单品。其外形独特，做工精细，不倒

翁的外包装适合小朋友玩耍，内含小颗粒的

彩色糖果，配以奥特曼和怪兽的拼装玩具，

既好吃又好玩。值得一提的是，玩具并不随

机发放，而是形成完整闭环，在购买的同时

满足收藏的需求，增加产品购买的持续性。

此外，今年我们重磅推出的另一新品

海苔，与时下最热动画形象“小猪佩奇”

达成合作。此产品口感新鲜香脆，富含多

种营养元素。一经面世，就获得了市场的

一致认可。

Q:您觉得结合IP开展授权业务，对企业

有哪些利弊影响？	

A: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初期阶段，被

授权企业可以借助动漫形象在消费者

中的认知度打开局面，以较快的速度和较低

的风险，使自身产品进入市场并使市场接

受。但要做到可持续发展，产品要受到消费

者的认可，还需在产品研发上加大投入。	

另一方面，被授权商企业一边要承担

着产品销售的市场及管理费用，并加大研

发投入，一边还要承担IP的授权费用，对

企业来说压力不小。此外，行业门槛低、

同质化现象、侵权产品扰乱市场等问题也

给我们带来挑战。

但总的来说，金添动漫合作的 IP众

多，通过多年来与国内外授权商的合作，

使我们了解到整个授权行业的运作模式及

成功经验。更重要的是这些IP方已经有了

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包括电视播放和地面

活动等都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使得金添动

漫的发展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Q:您是如何选择和自己合作的IP的？

主要考虑的是哪些方面？

A:金添动漫之所以能够有现在的发展，

得益于对品牌的选择。我们所选择的

动漫形象很多都是经历了多年市场的肯定

和积淀，比如迪士尼、小黄人、奥特曼、哆

啦A梦、小猪佩奇、汪汪队立大功、喜羊羊

与灰太狼，以及熊出没等。

此外，IP本身需要具有开心、健康、正能

量等影响，与金添动漫的产品理念一致，比如

那些曾经伴随着一代人成长起来、带给我们

无数激励与欢笑，如今继续伴随着新一代人

甚至几代人一起成长的动漫明星。

Q:您觉得国内企业培养自主原创IP面

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A:从目前市场现状可以看出，我国青

少年儿童耳熟能详的动漫形象主要

来自海外，其中日本约占60%，欧美约占

30%，而中国原创的有知名度的动漫形象

不足10%。共原因主要在于动漫产业本身

具有高投入、高利润、高风险等特征。

作为一种资本密集型产业，前期的动

漫形象创意和塑造将投放巨额资金，好的

创意和动漫形象会产生一定的市场影响力

和对市场的持久冲击力，反之则有可能会

功亏一篑，构成巨大的经营风险。另外动

漫行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量比较高，并且

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而目前我国在动漫

人才的培养及动漫技术开发等领域尚处于

初级阶段。再次动漫衍生品种类多，营销

周期长，使得动漫行业如果想通过衍生品

收回成本周期拉长，对动漫创意型公司的

市场考验巨大。

Q:您参观过中国授权展吗？最想在展

会上看到的是什么？

A:中国授权展是亚洲规模最大、最具影

响力的专业授权贸易展会，每年我们

都会去参观。因为在这个展会上，我们可

以了解到最具前沿的IP资讯及最新潮流趋

势。希望在本届展会上可以看到更多的新

IP发布，为行业注入更多新的元素。

授权让企业的发展站在了巨人肩膀上
—专访广东金添动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建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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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近年来，多乐之日推出了不少与IP合

作的蛋糕产品，贵司开展授权业务

的初衷是什么？市场反响如何？授权产品

在公司整体业务占比多大？

A:多乐之日在近几年越来越受到年轻

顾客的关注和喜爱，而年轻顾客很

多都有自己喜欢甚至追捧的IP。从消费者

趋势考虑，为了吸引顾客购买，我们与很

多流行和有趣味的IP合作，制作出不少很

有特色的IP合作款蛋糕。一来让产品更有

卖点，二来IP形象也给我们研发蛋糕带来

很多创作灵感。

目前我们IP合作款蛋糕，总体来讲销

售居于蛋糕类的前列，很多蛋糕的款式给

顾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授权蛋糕的销售

占到公司整个蛋糕类的25%。

Q:能分享几个您认为最为成功的授权

案例吗？您认为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A:我分享三个案例，分别是泰迪珍藏

系列蛋糕，Larva（爆笑虫子）系

列蛋糕和动感火车家族系列蛋糕。

这三个案例的成功原因各不相同。泰

迪珍藏系列形象很可爱、受众很广，从儿

童到中青年女性都非常喜欢。Larva作为

前几年一度在网络观看度很高的搞笑短

片，逐渐被顾客认知喜爱。动感火车超人

的火车玩偶形象很受儿童，特别是小男孩

的喜爱。

而其中成功的共同点在于，我们在打

造蛋糕时很注重整体外形的设计，而且用心

制作了上方的玩偶插件，品质和逼真度很

高，顾客食用完蛋糕后还可以收藏IP插件。

Q:您觉得结合IP开展授权业务，对企业

有哪些影响？在授权业务中，您遇到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A:现在烘焙连锁品牌的市场竞争环境

越来越激烈，特别是蛋糕，许多线

上订购品牌不断涌现，单纯从口味和品种

上经营，很难长期占据优势。而结合IP的

产品在造型上能够有突破何新创意，能更

加吸引顾客，存活周期也更长一些。

在授权业务中，最大的困难是和授权

商在蛋糕细节上的沟通磨合。版权IP对形

象的元素、颜色、搭配要求很高，我们希

望的效果和授权商的要求有差异，双方的

反复修改让产品准备时间要远远长于常规

蛋糕产品。经常是上市一个IP蛋糕，前期

就要耗费近一年左右的时间。

Q:您是如何选择和自己合作的IP的？

主要考虑的是哪些方面？开发受市

场欢迎的爆款您觉得有哪些因素？

A:首先要尽量选择顾客受众广的IP。

在受众年龄上，IP蛋糕本身更吸引

儿童以及年轻消费者，所以我们更倾向于

选择两个群体可以兼顾的IP。

其次IP本身必须有一定的知名度。IP

能够对授权产品的销售有推动作用，而不

是反过来需要用我们品牌的影响力去推动

IP的认知度。

另外授权费不能太高。因为对待授权

IP蛋糕，我们更为注重造型打造，蛋糕上

方的插件和装饰会更加精致，这样一来，

蛋糕本身制作成本就很高了。在与IP方签

约时，谁也不能保证这款产品就一定会成

为爆款，或者可以热卖多久。比起过高的

授权费，我们更倾向于选择敢于分担销售

压力的授权商，比如让蛋糕的销售数量决

定授权商的盈利，这样在产品上市前授权

商的配合度也会更高。

此外，选择合作IP时，还要考虑到如

果IP的热度降低，相应的产品销售也可能

随之下降。

开发爆款最重要的是产品本身要高标

准，首先得注重产品自身的造型和口味，

IP形象再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其次是利

用IP形象进行适当的宣传推广，让IP吸引

顾客眼球，再引导购买。

Q:您认为烘培行业与IP相结合时，最需

要注意的是哪些因素？

A:产品和IP的结合要匹配，形象IP的

使用要契合产品的特质，比如IP粉

丝受众与产品目标顾客群体一致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产品本身在

造型上不能加入IP元素，只在包装上做个IP

贴牌的话，这样的销售情况就不明朗了。

Q:您参观过中国授权展吗？对中国授

权展有何期望？

A:之前通过媒体报道了解过，希望本

届中国授权展有机会去参观。我期

待在展会上了解到更多优秀的IP和周边产

品，与授权商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寻找

更多适合的IP。

我们更倾向于选择敢于分担
    销售压力的授权商

—专访多乐之日（中国）市场部总监孙德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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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国自己的合家欢IP
—专访北京皮皮鲁总动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动漫事业部副总裁李艳

Q:能否介绍目前授权板块的业务成绩如

何？公司重点打造的IP有哪几个？

A:目前皮皮鲁总动员公司的授权业务

在开展初期，因为我们的核心价值

在故事，所以授权案例以舞台剧、影视剧

改编等形态为主。例如我们携手中国儿童

艺术剧院合作推出了儿童话剧《红沙发音

乐城》、《魔方大厦》、《罐头小人》，

此剧五年近千场演出，荣获全国戏剧文化

奖话剧金狮奖。

皮皮鲁希望打造的重点IP其实是郑渊

洁的故事群，因为我们一共有700多个故

事，每一个故事都有自己的精彩之处，有

适合改编长篇剧集内容的系列内容，有适

合改编短剧内容的短文故事，还有适合发

展顺应潮流具备网感的时尚品牌。我们将

在2019年推出影视化内容是由其中的几

个精彩故事改编而来，分别是《舒克和贝

塔》、《皮皮鲁安全特工队》和《旗旗号

巡洋舰》。

Q:皮皮鲁系列形象和其他影视系列不

同的一点是，它们是以文字的形式

先被大家熟知的，而每个读者对文字的理

解可能都有不同。对此，您如何看待？

A:皮皮鲁总动员系列是典型的文学IP

发展模式，是以故事为核心而非形

象。确实每一位读者在看故事的同时脑海

中呈现的皮皮鲁五官长相可能不同，但是

他调皮善良的性格、不爱学习爱想象的小

叛逆、勇敢正义的人物特质是不变的。他

代表的个性化成长路线也是目前的主流观

念，很适合目前的儿童市场。

对于形象来说，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

年龄层设定不同的皮皮鲁长相，并使用统

一的“符号”来设计。举个例子，皮皮鲁

总是身穿蓝色的服装、白色和橘色相间的

鞋子、总是要竖起来一撮的头发，如果旁

边还站着粉色双马尾的鲁西西，这样的兄

妹二人组是非常明确的视觉符号。

对于授权来讲，这其实是扩大了我们

的可授权范围，因为针对不同的人群和不

同的年龄层我们都有合适的形象可以对

应。劣势来讲可能市场上会有不同的皮皮

鲁同时出现，让人觉得混淆，但只要明确

年龄段特征，这个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就

像很多知名IP都会有baby版、时尚版等

不同的设计风格一样。

Q:喜欢皮皮鲁系列形象的人群跨越非

常大，从80后、90后、00后，到

现在10后也加入读者队伍。在进行授权

时，针对不同的年龄群，各自有哪些策略

来应对？

A:这所有的人群组成刚好是合家欢家

庭受众，这也是皮皮鲁IP所主打的

家庭人群。我们在所有内容的开发过程

中，都希望故事中的普世价值观能够得到

家庭人群的喜爱，保持不那么幼稚的故事

基调、照顾到粉丝的忠于原著原则、照顾

到当下孩子喜好的设计感，这些综合的考

虑都是我们希望打造合家欢的受众群所坚

持的点。

例如我们在图书开发的过程中，针对

80、90后铁粉会出珍藏版套装，针对00

后会有各种文字类型的套装和系列，10

后的话我们拓展了绘本这个品类，更多的

用图画来展示郑渊洁的原著，市场反响非

常好。

Q:能否举例分享近年来您觉得最为成

功的三个授权案例？

A:第一个案例说下2015年我们携手

星梦工坊合作推出的儿童话剧《皮

皮鲁送你100条命》。经典童话的舞台呈

现、儿童安全知识的普及、逼真的影像互

动虚拟技术，使得话剧上演过百场，场场

座无虚席，票房2千逾万，并荣获2015

年中国儿童音乐剧第四、新创儿童音乐剧

第一。

另外，2017年我们与爱奇艺合作的

影视剧改编案例《驯兔记》。这部根据郑

渊洁的同名短篇故事改编成的20分钟的短

剧，因为原汁原味的保留了故事内核，成

为为数不多的国产内容入围上海国际电影

节金爵奖的案例。

还有《舒克和贝塔》鼠年生肖纪念金

钞，皮皮鲁公司与汉今国际合作的即将在

2019年底发行的生肖纪念金钞。2020年恰

逢鼠年，舒克贝塔作为中国最知名的两只

小老鼠，此次合作的结合点非常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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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十二栋非常年轻化也很会玩，从表

情包入手，以低成本获得了高流

量。目前授权板块的业务成绩如何？占

十二栋的整个业务多大比例？将来重点合

作开拓被授权品类有哪些？

A:十二栋文化于2014年创立，凭借对

网生用户的深度理解，打造了多个

国内爆款形象IP及覆盖超过2亿人的形象

IP矩阵。我们建立了国内首个拥有从形象

孵化到运营推广、图库设计、授权开发、

衍生品开发、销售与供应链等ACG全产

业链体系的泛娱乐消费公司。

目前公司授权业务还是可喜的，

十二栋是圈内比较早的在上海成立独立

的授权团队的公司。在授权团队成立之

后，这部分的业务成绩每年都会以50%

的比例增长。

授权是和IP属性相结合的，未来的授

权方向还是和IP相结合，以IP的定位和目

标匹配不同的品牌、人群属性以及品类进

行合作。

Q:喜欢十二栋形象的多为90后、00

后，您对该消费人群有何判断？针

对这个年轻化人群，十二栋在开展授权业

务时，做了哪些细化工作来投其所好？

A:对于90后和00后的用户，我们希望

十二栋的IP可以伴随他们的成长，

等他们长大之后会对我们的IP有更强的认

同感。

他们是未来的消费主导，我们会针对

90后和00后的喜好来规划我们的图库方

向、产品设计支持方向、展览设计方向以

及寻找发展潜力更大的授权伙伴。

Q:能否举例分享今年来您觉得最为成

功的几个授权案例？

A:今年较为满意和成功的案例较多，

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么几个：第一个

案例是与7-11全店的合作，团子产品可

爱满满，萌化大批消费者前去抢购兑换。

另一个是成都SM广场制冷少女主题展，

展览期间人气斐然。第三个案例可以说说

光明咕浓咕浓系列风味酸奶，上市后销售

喜人，无论从产品品质、口感及包装等方

面，市场反馈都极佳。

Q:今年十二栋在北京三里屯开创了

LLJ夹机店，迅速成为网红店。能

否介绍这个夹娃娃机店创建的背景，以及

获得如此大成功的原因？此举是否意味着

十二栋将来可能往线下发展？

A:十二栋是要向线下发展的，我们对

LLJ的定义是可以让大家在线下和IP

进行互动的、能给大家

带来欢乐的店铺。

说到成功的原因，

我觉得我们的成功得益

于以下几个综合因素。

首先十二栋的IP在近年

来国产 IP产业大力发

展的背景下，在互联网

上聚集了很多流量与粉

丝；其次我们的产品团

队在经过摸索之后打造出了一条国内顶尖

的产品线；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我们的

核心理念是想让大家接触IP和优质产品。

Q:据了解，十二栋今年还推出了IP版

权平台MOJIGO，能否介绍一下该

平台？	

A:MOJIGO是我们做的形象IP、作者

与合作的集合平台。初衷是想帮助

IP作者建设他们在中国的属于自己的创

作、展示平台，也给喜欢IP形象的粉丝一

个深入接触IP并与之互动的机会。

Q:十二栋参加过多次中国授权展，您

对中国授权展如何评价？对本届展

会有何期望？您如何看待中国授权市场的

发展前景？

A:中国授权展是大部分IP品牌必定参

加的权威展览。我们希望可以增加

品牌版权方和被授权商之间的互动性，让

被授权商对品牌版权方有比较详细而深入

的了解。

据市场数据显示，目前发达国家授权

市场占比全球超过85%，而2017年，中

国的零售额和美国的零售额已经相当接

近，中国授权市场相比发达国家还有很大

的上升空间。

90后和00后是未来的消费主导
—专访北京十二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CEO王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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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同道大叔是互联网上知名的网红形

象，能否介绍目前授权板块的业务

成绩如何？占公司整个业务多大比例？

A:同道大叔授权业务于2016年下半年

正式开始。2017年授权业务（版权

金）收入较2016年达到了7倍的增长，收

入占公司整体业务收入的20%左右。其

中，授权部利润率占公司总体利润的40%

左右。

Q:能否举例分享近年来您觉得最为成功

的三个授权案例？并分析成功原因。

A:花加和诺心蛋糕属于同一类型的案

例，在产品合作中他们是比较突出

的，客户和市场的反响都特别好，从产品

口碑到销售额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们

也获得了一笔比较可观的超保底授权金后

的销售分成金额。若说原因主要有两点：

1.合作品牌本身在行业垂直领域内就位列

前茅，在市场占有率、市场美誉度、销售

渠道和产品本身就具有一定优势。2.产品

不仅和形象无缝结合，更主要的是很好的

和星座文化结合，推出了和星座紧密相关

的生日花、星座开运花和生日蛋糕，在普

通生日礼品上增加定制、专属的意义，使

得客户更有归属感。

良品铺子和亚朵酒店在一定意义上也

属于类似的合作，也就是空间上合作。起

初良品铺子我们也只是小小合作了一款限

量巧克力礼盒，后面升级到消费场景的合

作，经历几个月的调整，将良品铺子一家

门店升级改造，结合我们的形象和星座的

场景，将消费场景打造的具有互动性和话

题性。开业当日营业额就是原店铺的五

倍，首周是之前平均的三倍，后续平均每

月都是之前月度营业额的1.5倍。和亚朵

关于星座酒店的合作，我们也并不是简单

的形象植入，而是增加了每个星座的性格

特点，根据喜好来做的不同的场景方案，

细节设置，且用星座结合“减压”的主

题，推出了真正意义上的“主题酒店”，

而非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或者形象植入，让

用户更有互动性及归属感。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和金融类的民生

银行；美妆护肤类的雅丽洁进行跨界合

作，引领跨界融合新趋。

Q:据了解，同道大叔的粉丝以女性居

多。粉丝画像是否影响了公司对授

权布局的考虑？能举例说明吗？

A:在最开始，我们粉丝的女性人数占据

七成，后面逐渐稳定在六成，而且以

学生和白领的年轻人群为主，这对于我们的

合作品牌方选择来说，自然是有影响的。比

如和我们合作的品牌方大多是希望占据年轻

人群市场，加大对年轻人的影响力，或者说

想要品牌年轻化。我们在美妆、食品、定制

礼品这种女性用户居多的品类中带货能力也

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也更因为女性粉丝为

主，我们今年刚新推了我们的母婴线，出了

一套星座baby的形象。

Q:您觉得作为带有互联网基因的漫画

IP，在开展授权合作时，有哪些注

意事项？和其他品类IP相比，有什么独特

之处？

A:近年来，互联网起家的IP确实不少，

通过表情包和自媒体出世的IP形象数

不胜数。虽然互联网起家的IP可以在短时间

内火爆起来，流量大、曝光大，红极一时，

但是同理，衰败得也很快。如果没有在有效

的时间内发展其他的业务线和商业布局，很

快就会过气，而且表现能力很弱。

同道大叔相对其他IP来说，做商业布

局是比较及时的，我们是一个具备社交属

性的IP，可以说只要有社交环境，有人，

就可以和我们产生关联。我们有特定的内

容，且这个内容可以具体到每一个人，具

有定制属性，以内容和形象相互作用来推

动IP发展。

Q:本次是同道大叔首次参加中国授权

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对中国授

权展有什么期望？

A:中国授权展是被公认为在中国市场上

开展授权业务的最佳商贸平台，吸引

了众多专业及潜在被授权商和渠道买家的

参与。中国授权展就成为了我们的首选。

同道大叔希望借助本次展会与其他同

行进行行业经验的交流与分享，对于IP未

来发展提出合理的建议和畅想，共同建设

IP商业化运作生态圈。

互联网IP应在有效时间内及时商业布局
—专访同道大叔授权总监陈诗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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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非人哉是互联网上非常火爆，从漫

画做到动画，一路好评不断。能否

介绍目前授权板块的业务成绩如何？占公

司整个业务多大比例？

A:我们的母公司分子互动成立于2012

年，是一家聚焦泛二次元领域和年轻

人群的综合传媒公司，业务涉及动漫IP孵

化、社交媒体营销传播、IP商业化开发、

动画制作等多个模块。《非人哉》是分子

互动内部孵化一部成功的动漫IP，授权当

然是对于《非人哉》商业化开发来说是非

常重要的一部分。

目前《非人哉》授权领域分为周边

授权、品牌授权、游戏授权这几个方面：

1，周边授权目前从盒蛋手办类、毛绒玩具

类、文具印刷类、雨伞类、家居用品类等

多个方面都有涉足，每个季度都有不同的

授权商都有新品推出；2，品牌授权目前合

作最成功是必胜客的品牌联动，从前期的

泡面番到整个主题店，再到最后线下主创

见面会，非人哉与必胜客从内容到周边衍

生去影响粉丝并带动消费；3，游戏授权有

非独家给完美世界的《轮回决》形象授权

的案例，从游戏剧情联动到游戏道具，极

大地带动了游戏的参与度和可玩度。

Q:非人哉是年轻人喜欢的条漫番剧等

形式，为年轻一代讲述了中国传统

文化。您觉得要如何打造传统文化IP？和

海外IP相比，中国国产IP哪里最需要学习

和借鉴？

A:我们常说中国传统

文 化 博 大 精 深 ，

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说

法。事实上，中国的传

统文化脉络庞杂，种类

繁多，很难梳理；当代

年轻人对这些文化既感

兴趣、又有距离。

要想做好传统文化

IP，第一步要做好的，

反而是最当代的东西：

在漫画层面，最符合当

代年轻人审美的优秀画

工、足够清晰简约又叙

事流畅的分镜，在内容

层面，探讨年轻人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在衍生和商业层面，也要紧贴

年轻人的需求和喜好。在这些基础打好的

同时，再去考虑如何加入传统文化。需要

认清的一点是，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品，

同时也是最符合当代人口味的。

同样，刚才我说的这些“最当代的东

西”，其实也是海外IP做得比我们好的

地方。技术的成熟不仅仅在某一方面，而

是全面的成熟。真正的好作品，往往是画

面、分镜、故事、价值观以及商业变现方

式全部可以走通的作品。

Q:您觉得作为带有互联网基因的漫画

IP，在开展授权合作时，有哪些注

意事项？和其他品类IP相比，有什么独特

之处？

A:我觉得有互联网基因的原创漫画它最

大优势是及时的、快速地获取到粉丝

的反馈，与传统纸媒的漫画最不一样，我

们从发布内容那一秒就能直接看到粉丝的

回复，内容的好坏和商品的售卖等直接从

数据就能看出来，这就意味着商业化开发

我们会有更多的紧张感，因为随时要调整

内容，更加清楚粉丝喜好，关注粉丝每一

个不满意的点。

漫画IP相比于其他IP，明显从内容

到形象上更具有延展性。因为我们是条漫

IP，从连载互联网开始我们就是有故事有

内容的，在一开始我们从盈利上能很快接

到不同品牌的条漫创意广告需求，因为内

容上可以进行联动。

此外，非人哉本身是神仙妖怪在现代

都市的故事，在形象上我们有人形和兽态

的变化，可以适应不同的形象授权需求。

Q:非人哉已经连续两年参加中国授权

展，对中国授权展如何评价？对本

届中国授权展有什么期望？

A:参加两年其实就是代表非人哉认可中

国授权展的表现了，我们对展会很有

信心。希望本届中国授权展能出现不同行

业顶尖厂商、品牌等，通过这次展会能找

到更多的潜在合作伙伴。

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品，
    也是最符合当代人口味的
—专访北京分子互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IP商务经理陈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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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阅文集团为国内最大的正版数字阅

读和文学IP培育平台，能否介绍阅

文的IP合作模式主要有哪些？

A:阅文始终欢迎各种形式的项目合作，

目前合作形式主要为以下几种。

1）针对特定的IP开发项目，成立专

项合资公司；

2）阅文共同参与联合出品，授权并

参与项目投资，或阅文授权并投资制作公

司等；

3）也可以进行单纯授权。

此外，我们并不局限于目前的合作模

式，而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姿态，期待其他

更多元的合伙形式。

Q:能否分享近年来您觉得比较成功的

IP开发案例？

A:阅文集团旗下开发的成功 IP案例

很多，我想重点说说《全职高手》

这个案例。《全职高手》由阅文集团白

金作家蝴蝶蓝创作，这部作品以游戏竞

技为题材，是网文史上第一部“千盟作

品”，全网点击近百亿，入选中国网络

文学20年最有价值的20部作品，极具开

发潜力。阅文量身定制对其进行动漫开

发，大获成功。

《全职高手》动画第一季全网播放量

就突破12亿，取得2017年国产2D动画播

放量第一，动画特别篇开播首日轻松破

亿，日渐成长为国漫金字招牌，拥有强大

的市场号召力。

此外，阅文更引入麦当劳、美年

达、梦间集手游等跨界品牌与《全职

高手》IP合作，打出创意营销组合

拳，推动二次元粉丝向三次元消费力

的转化。

还让人期待的是，《全职高手》

电视剧已经开机，并由人气明星杨洋

主演，动画大电影项目也已启动。

Q:很多公司都想做中国的“漫

威”，您认为漫威成功的核心

因素有哪些？阅文在IP运营上会复制

类似的路径么？

A:漫威用

日益强

大的 IP帝国

证明了知名

IP潜在的商

业价值是无

穷的，但这

条道路无疑

是艰难的，

也需要时间

探索积累。

创 造 一

个类似漫威的生态型的IP矩阵是阅文的目

标。目前阅文正在夯实已有的优势内容资

源，并在此基础上力求借鉴漫威的成功模

式，包括形成原创IP集群并发挥品牌效

应、建立作品联系形成矩阵、开放合作开

发衍生产品、打通产业链等等。

我们非常有信心能通过上下游产业链

共同努力，最终打造一个多元化的、深入

型的IP开发新生态，向国内外持续输出具

有影响力与价值的明星IP作品。

Q:本次是阅文集团首次参加中国授权

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对中国授

权展有什么期望？

A:阅文集团非常期待能够在此次的中国

授权展上结识更多的合作伙伴，能够

就优质的IP创造出更多合作的可能性。我

相信中国授权市场的未来会更加专业化，

非常看好整个行业的发展前景。

的
潜
在
商
业
价
值
是
无
穷
的

—

专
访
阅
文
集
团
高
级
副
总
裁
罗
立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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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台湾清新的幽默感带给大陆
—专访台湾联合数位文创IP授权发展部总监罗嘉惠

Q:				最受台湾市场欢迎的IP有哪些？近

年来有哪些变化趋势？

A:台湾授权市场的发展一直都很蓬勃，

全球知名的IP包括三丽鸥、迪士尼、

环球等都在台湾耕耘很久。由于台湾对文

化保持开放态度，IP授权的运用在日常生

活中相当多见，食衣住用行等各方面的衍

生商品运用都非常广泛。

近年来，除了国际大品牌IP，台湾也

开始引进一些新奇有趣的IP，例如日本的

戽斗星球、韩国的SML黏黏怪物等。在形

态上也转为以体验为主，IP主题展览和表

演的形态更丰富多元，比如IP主题路跑、

舞台剧、音乐剧等。

Q:您觉得授权行业在大陆和台湾发展

各自有什么特点？

A:大陆在授权市场上的突飞猛进是全球

有目共睹的，并还有强大的发展潜

力和能量。许多国际品牌都在抢攻大陆市

场，尤其在动漫产业领域，与此同时，大

陆也开始培育了本土的角色IP。

台湾则是以不同的渠道发展自己的角

色IP，从绘本发迹的几米开始，到以幽默

图文吸引众多粉丝的马来貘，到近年来由

于通讯软件的普及，促成许多创作贴图或

表情包的作者崛起等，台湾IP打造渠道一

直呈多元发展。台湾的角色IP发展大多起

源于图文或图像作品，因此贴近日常生活

的亲切感及幽默感成为台湾IP授权产业发

展的特色，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清新的幽

默感也带给大陆市场。就我们经营的经验

来说，大陆市场对于优质而有意思的作品

接受度是相当高的。

Q:台湾艺术类IP授权很流行，能分享

几个艺术类IP授权的案例吗？

A:台湾创作者的发展很多元，如果是从

美术创作、插画或是绘本开始累积作

品的创作者，会比较偏向艺术类IP授权。要

说衍生运用最多品项的知名案例首推几米，

几米作品的授权品项包含了食品、用品、音

乐剧、电影、飞机彩绘等。我们公司所经纪

的二搞创意无限的作品《婴儿逛大街》，其

魔幻复古的风格也受到大陆市场很大瞩目，

陆续接到不少主题展览的邀约。

此外，台北故宫和历史博物馆的授权

商品开发普及了艺术授权，让人人都能收

藏艺术创作。最近，漫画大师郑问的展览

也进驻台北故宫展出，都显现了台湾对艺

术、漫画、插画等的创作保有相当大的开

放性，同时可以衍生出很多有趣而深刻的

应用。

Q:					本届中国授权展上，台湾展团将重

点推出哪些IP？对展会有何期望？

A:本届中国授权展上，我们的台湾原

创馆推出了10个以上的品牌，包含

动画作品阎小妹、线上图文插画作者啾啾

妹、图文网红闹一波大师、潮流涂鸦作品

蹦斯、疯兔，或是以绘本创作鼓励人心的

作品小红人、永远正面乐观的角色创作傻

笑鳄鱼、传达环保意识的红豆姐姐以及丑

得相当有态度的某人日常等等。希望让大

陆市场接触到台湾多种样态的图像角色发

展，因应不同的商业需求提供方案，IP与

合作方共同合作，创造市场最大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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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授权金星奖2018入围榜单

卓越商业价值IP奖 （5项入围）

卓越人气IP奖 （6项入围）

超级飞侠

奥特曼 兔斯基

神偷奶爸系列

小猪佩奇

小马宝莉 熊出没

汪汪队立大功

小马宝莉

超级飞侠

哆啦A梦

近年来，中国授权展连续两年评选了CLE品牌授权大奖，为行业树立榜样，从今年起举办中国授权金星奖，持续为行业发

展树立标杆。中国授权金星奖由中国品牌授权联盟和CLE中国授权展共同主办，本届中国授权金星奖共设置13项大奖。

自今年8月评选启动以来，中国授权金星奖受到来自业内的热烈反响和积极参与。共有百余家企业申报参与本届中国授权金

星奖的评选，申请项目超过一千项，其中包括授权商、授权IP、被授权商、授权产品、授权渠道、授权人士等方方面面，覆盖

了整个授权业务生态圈。

根据严格的大众网络和业内专家两轮投票评选，共有51项奖项申请成功入围本届中国授权金星奖。最终评选结果将于第12

届中国授权展期间的CLE授权之夜上公布，并举办盛大的中国授权金星奖颁奖典礼。

China Licensing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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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版权方服务奖（5项入围）

优秀海外原创授权IP奖 （3项入围）

优秀国内原创授权IP奖 （3项入围）

优秀文博艺术类授权IP奖 （3项入围）

艾影（上海）商贸
有限公司

比得兔

京剧猫

大英博物馆

上海红纺元意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海底小纵队

同道大叔

猿人Apexplorers

上海十二栋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孩之宝商贸（中国）
有限公司

睡衣小英雄

长草颜团子

知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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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诚信被授权商奖（5项入围）

优秀授权产品设计创新奖（3项入围）

优秀授权产品市场推广创新奖（3项入围）

安徽时代少儿国际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变形金刚联名限量款特步
男子板鞋

美图X颐和园联名T9限
量款手机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宝洁（中国）营销
有限公司

愤怒的小鸟招商银行
借记卡

魔兽世界&德克士得意杯

海豚传媒有限公司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小王子75周年限量音乐
水晶球

优衣库哆啦A梦系列UT

China Licensing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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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授权新秀奖（5人入围）

优秀授权产品渠道创新奖（4项入围）

优秀主题空间授权合作项目奖（3项入围）

优秀联合推广授权合作项目奖（3项入围）

陈诗施（同道大叔）

变形金刚博派脸谱数据线

超级飞侠酷芽亲子主题房

京东 x LINE FRIENDS IP
联合推广

梁雪娇（十二栋文化）

非凡探索户外用品

罗森泰迪主题便利店

KFC哆啦A梦寻宝之旅

张其颜（奥飞娱乐）

刘翀（咏声动漫）

康师傅“熊熊瓶”包装饮
用水

咱们裸熊系列产品

Molly的梦幻王国巡回展

阴阳师x广汽丰田

徐梦梦（孩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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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12 届中国授权展展商索引 2018 CLE Exhibitors Listings （按展位号排序）

展位号 公司名称 参展IP品牌

E1A01 深圳龙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丑比头屁桃、犬张子、小鱼鸟、Bear 
is Kumauma、Kaiju POGOLA、
Knuckle Bear、GooN etc.

E1A09 隽成有限公司

《小泰克》、《Mulga》、《小尘》、《妖
怪手表电视系列：第三季&光影之
卷》、《闪电十一人：阿瑞斯的天秤》、
《点心世界》、《雷顿 不可思议侦探社 
卡特莉的解谜事件簿》Layton

E1A11 江苏糖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流氓兔、太乙仙魔录之灵飞纪

E1A13 上海酷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无知熊猫 、糖果极少女

E1A21 罗丝欧尼尔丘比国际智权有限公司 Kewpish Love

E1A23 宏达亚洲贸易有限公司
铁臂阿童木、怪医黑杰克、森林大
帝、蓝宝石王子、火之鸟、三目神
童等等、

E1A41 上海凯利育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凯利和朋友们

E1A47 北京杰外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魔卡少女樱 透明牌篇》

E1A51 1stPLACE株式会社 IA&ONE、阳炎计划

E1A53 广州市泰泽动漫设计有限公司 1/2左右、 妖伴左右

E1A55 浙江丹安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安徒生

E1A57 米米创作有限公司 奥-卡贝儿

E1A59 肖十二动漫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肖十二

E1A61 上海变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口水三国》、《香肠派对》

E1B01 上海新创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宇宙英 雄奥特曼系列、M78奥特
曼、名侦探柯南、初音未来、新世纪
福音战士、贝贝生活日记、茶犬、上
海女孩、怪兽娘、LOVELIVE、不
愉快的怪物庵、棱镜之王

E1B21 羚邦动画（国际）有限公司

加菲猫、小王子、emoji、变形警
车珀利、睡衣小英雄、大力水手、
贝蒂、姆明、Sweet Monster、吃
豆人、妖怪手表、银魂、我的英雄
学院、死神、Uma

E1B31 华强方特（深圳）动漫有限公司 熊出没、熊熊乐园

E1B39 北京璀璨星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京剧猫、0号宿舍  、檬檬和糖糖 

E1B51 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 乐比悠悠、天眼归来

E1B55 杭州大头儿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麦克熊猫 

E1B59 上海炫动传播有限公司 冰雪家族、 哈哈家族、咘隆家族

E1B63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 大闹天宫、黑猫警长、葫芦兄弟

E1C40 上海巍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芝麻街、Pink Panther

E1D01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超级飞侠、喜羊羊与灰太狼、大卫
贝肯、萌鸡小队、巴啦啦小魔仙、
铠甲勇士、奥飞Q宠

E1D21 红纺文化
大嘴猴、愤怒的小鸟、辛普森、
pancoat、pucca

E1D39 芝麻街工作室 芝麻街

E1D51 优扬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精灵宝可梦、小羊肖恩、米雅的精
灵王国、豆小鸭、开心娜娜和月亮
宝宝、太空先锋队、奥趣多、奇奇
妙妙环游记、蒙弟与吉米小猪、莉
莉的梦幻湾

E1D54 Licensing Matters Global
WB、Yale、Shell、Harvard、Tasty、
Buzzfeed

E1D55 广东明星创意动画有限公司 开心超人联盟

E1D61 北京灌木互娱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奇奇怪怪、 皮特猫、熊滚滚

E1F01 环球影业
神偷奶爸系列、侏罗纪世界、功夫
熊猫

E1F21 上海盛企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屁屁猩、什么鸭、安逗黑仔、神奇鸡
仔、Happy Heart、黑眼圈三兄弟

E1F39 广东咏声动漫股份有限公司 猪猪侠、校巴歌德、疯狂小糖、核晶少年

E1F51 广州市喜恩恩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红辣椒、温柔的豆腐、比熊家族、精
典泰迪、HAPPIPLAYGROUND

展位号 公司名称 参展IP品牌

E1F55 上海俪薇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新成龙历险记

E1F61 上海曼迪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多美卡、猫狗宠物街、露露洛洛、
Fate系列、罪恶王冠、火影忍者剧
场版-博人传、火影忍者剧场版、
郑问、idolish7、野良神

E1F65 前海拉瓦动漫(深圳)有限公司 爆笑虫子

E1G01 广州艺洲人品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海绵宝宝》、《 汪汪队立大功》、
《爱探险的朵拉》、《迪亚哥》、
《忍者龟》、《逃亡兔》、《MTV》、
《亮亮和晶晶》、《旋风战车队》、
《 the World of Eric Carle》、《碟
中谍》、《巴巴爸爸》、《 Domo-
Kun》、《棉花小兔》、《碰碰狐》、
《Myoo》、《 Qee》、《Lovers 
House》和《KUMATAN》

E1G02 高意版权

【电影】派拉蒙：奥黛丽赫本蒂芙
尼早餐、奥黛丽赫本罗马假日、碟
中谍、攻壳机动队、教父、阿甘正
传、壮志凌云、海滩游侠、佐罗

E1G08 人潮互娱（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王者荣耀、冒险岛2、疯狂兔子、
奇宝萌兵、罗梅罗·布里托、大河
原邦男展、Woo潮漫

E1G10 尘有限公司 小尘 

E1G11 绚素（上海）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山海宝贝

E1G20 育碧
刺客信条、疯狂兔子、饥饿鲨、魔
法门之英雄无敌、全境封锁、看门
狗、荣耀战魂、孤岛惊魂

E1G21 木棉花（上海）动漫有限公司
大耳查布、疯狂福福兔、达洋猫、
伊藤润二惊选集、猎人X猎人、鬼
灯的冷彻

E1G24 上海时代卡通研究院 古龙武侠、 西子猫猫

E1G31 德盈商贸（深圳）有限公司
小黄鸭、 Buffy、 B.Duck Baby、
珍宝珠、 Nanoblock、 宝狄与好
友、曼妥思

E1G39 皮乐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火影忍者、博人传、东京喰种、宇
宙警探、月歌、、月半猫、我是小
甜甜、幽游白书、黑色四叶草

E1G40 广州七戒动漫设计有限公司 SINBO DOG

E1G42 深圳市森林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警车联盟

E1G45 上海今日动画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小狗皮皮、美人鱼、百变马丁  

E1G46 北京治图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招财童子

E1G51 杭州漫奇妙动漫制作有限公司 洛宝贝、海洋之歌、绿茵少年

E1G55 北京漫漫淘科技有限公司
IQ博士（阿拉蕾）、龙珠、美少女
战士、电灯猪的闪亮生活、熊猫拍
拍、卡诺的世界、熊猫小让  

E1G56 中广树德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嘻哈英熊

E1G58 广州市乐淘动漫设计有限公司 Go Go Dino Explorers

E1G59 完美世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宇宙护卫队、姜小虎、梦间集、诛
仙手游、武林外传手游等

E1G60
吉林炫通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昧
魔漫品牌管理分公司

青蛙王国 

E1G62 沪江教育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CCplanet

E1G63 上海晨光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卡斯波和丽莎

E1G64 广州虹猫蓝兔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虹猫蓝兔 笨狼与他的小伙伴 疾风
劲射

E1G66 深圳市莱斯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来斯狐

E1G68 Total Licensing

E1H02 上海奉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蘑菇点点、鸭嘴兽男孩、鸭嘴兽宝
贝、章小漫

E1H06 福州零壹动漫有限公司 功夫鸡

E1H14 青岛领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青青侠&太阳鸟

E1H16 地亚高(香港)有限公司 甜蜜西游

资讯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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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公司名称 参展IP品牌

E1H18 宏钜品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奈良小鹿、妖怪星球、LAZY MARU

E1T01 香港可利可亚洲专利授权有限公司 BRITTO

E1T03 艾影（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哆啦A梦、哆啦A梦宝宝、蜡笔小
新、BONOBONO、小柴豆、电邮
宠物、村松诚插画系列

E1T03 上海童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布鲁可、大富翁

E2A01 大连新锐天地传媒有限公司 小龙万迪 

E2A05 北京皮皮鲁总动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皮皮鲁安全特工队、舒克和贝塔

E2A21 奥艺（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E2A29 Level-5 abby Hong Kong Limited
闪电十一人：阿瑞斯的天秤、雷顿 
不可思议侦探社、点心世界、妖怪
手表系列

E2A38 上海漫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刀刀狗

E2A41 重力物(厦门)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丑丑动物园   、 狐獴大叔 

E2A49 北京神奇飞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Geronimo Stilton Animation

E2A59 上海百逸动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斗龙战士》、《救援宝贝》

E2A63 广州市众漫贸易有限公司 吃货熊

E2A65 上海智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萌芽熊

E2A67 上海芙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小胖团

E2A69 蒙斯尼有限公司 蒙斯尼

E2A71 黑龙江省互文三维动画有限公司 《起风啦》

E2B01 特纳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兔斯基、咱们裸熊、飞天小女警、
探险活宝、少年骇客、等卡通频道
Cartoon Network

E2B11 央视动画有限公司
熊猫和奇异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
爸爸、棉花糖和云朵妈妈、篮球旋风

E2B13 功夫动漫股份有限公司

笨 笨 鼠 与 他 的 朋 友 们  B e n r a t 
Friends、东方可儿 KURHN、超级
伊仔 SUPER YIZAI、小王子与土豆
仔Little Prince & Potato、草本家族 
HERB FAMILY

E2B17 沃越品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植物大战僵尸、憨豆先生、Sugar & 
Babe、 Misteez、 Duckin Pop、 
大圣归来、 Oddbods、 戽斗星球

E2B19 常州卡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炮炮兵

E2B21 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 阴阳师 

E2B25 北京浮云艺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浮云艺术

E2B26 河山（天津）动漫文化有限公司 参展IP：小蜜蜂 | IP品牌：蜂来乐 

E2B29 东莞市博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头脑特工队、恐龙当家、VII星球大战
7、动物乌托邦、美国队长3、爱丽丝
梦游仙境2、海底总动员2、巴啦啦小
魔仙、铠甲勇士、超级飞侠、贝肯熊、
奥特曼M78、奥特曼、樱桃小丸子

E2B31 惊奇大地（浙江）科技有限公司 《迷你特工队》

E2B35 深圳市恩方文化传媒传播有限公司
招 财 猫 、大 次 元 家 、H a p p i 
Playground、FUEKI、Mr Giraffe

E2B37 南京合谷科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快乐星猫

E2C50 Sanrio Global Asia Limited 奇先生妙小姐

E2C52 协亚创意有限公司

Hallmark、MTR、Forever Friends、
圣大保罗、丹尼爱特、加州洛杉矶大
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张杰、Tony 
Moly、Nina

E2C56 火山映画（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一品芝麻狐

E2C58 广州易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美食大冒险

E2D01 黑马漫画 Dark Horse Comics、Hellboy、

E2D21 上海映蝶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Hozo、M&R、Oringa、Pim&Pom、
Buddyfight、奥姆的故事、魔神英雄
传、百变马丁、小飞兽等

E2D41 STUDIOINYO Co., Ltd. Egggoog

E2D41 Grafizix Co., Ltd.
吹牛大王科学秀第一季 & 第二季、
FrienZoo

展位号 公司名称 参展IP品牌

E2D41 蒂苒 冬己

E2D41 ROI VISUAL CO., LTD 变形警车珀利

E2D41 MASS C&G
The Masked Singer、Guiyang 
Themepark Character、Unique 
Kkaebiz Character

E2D41 BARUCK ARGARG

E2D41 B. I. Group Co,. Ltd. Gorollas、Bubble Bubble Cook

E2D41 SAMG ANIMATION Co.,Ltd. MONKART

E2D41 Luckorn Creative, Inc. 咯奇和朋友们

E2D41 Studio Vandal
A l i e n  F a m i l y  J o l l y  P o l l y 
T h e  L i t t l e  S t o n e  D o d o 
Hello Nini & Family

E2D41 Studio W.Baba
S P A C E  B U G 、M A G I C 
ADVENTURES-THE CRYSTAL 
OF DARK、MASK MASTERS

E2D41 SynergyMedia Inc

E2D41 Soul Creative Banzi’s Cecret Diary

E2D41 CGPIXEL STUDIO, INC. Kong Kong Land

E2D41 ICONIX CO.,LTD.

Pororo the Little Penguin、Tayo 
the Little Bus、Titipo Titipo、
StoneAge the Legendary Pet、
Flowering Heart

E2D41 艾尼作动漫有限公司 时间旅行者罗克

E2D41 Pande Co,. Ltd. eggroy

E2D41
YOU NEED CHARACTER Co., 
Ltd.

E2D41 (有)JR集团 <地球, 人类和动物>动画片

E2D41 JOSHUALOG Co.,Ltd. Cup Dog

E2D41 创作工作所铁锤
来 自 星 星 的 芘 奥 ,  加 油 ！ p p u o 
ppuo, 人工智能机器人 dubi&duba

E2D41 Characterplan GO K-Cop!、出动!凯警!

E2D41 克瑞思貔 书虫GOGO的故事、过山车手罗力

E2D41 Creative Bomb Boto the Pink Dolphin

E2D41 Pixtrend INC. Animation、Character

E2D41 笔头儿动画工作室 钟虫宝宝

E2D49 北京百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猪迪克

E2D51 广州蓝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钢铁飞龙之奥特曼力量、果宝特攻4、
千面英雄、迪比狗2、快乐酷宝3、
梦幻西游

E2D55 皮皮家族礼品有限公司 馒头家族

E2D55 迷母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Duma & Kuroro

E2D55 东立出版社有限公司

E2D55 飞燕文创事业有限公司 萌娘电波

E2D55 尖端媒体集团 小企鹅波波

E2D55 长鸿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长鸿出版社

E2D55 威向有限公司 威向

E2D55 友善之地文创开发有限公司 方舟奇航

E2D55 中华动漫出版同业协进会 漫宝

E2D59 衣皓实业有限公司 象鼻人

E2F01 孩之宝商贸（中国）有限公司

变形金刚、小马宝莉、热火、培乐多、
地产大亨、Playskool Baby、Baby 
Alive、Magic the Gathering、Lost 
Kitties、Mr. Potato Head

E2F21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爱奇艺

E2F39 Gyeonggi Content Agency

E2F39 CONZ Co.,LTD SPACE PUDY

E2F39 DANKONG character ip

E2F39 MoonWatcher Fly! Super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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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公司名称 参展IP品牌

E2F39 SWEET MONSTER INC. 甜心怪獸

E2F39 STUDIO W 高高班

E2F39 Maniju entertainment Dupamo's imagination

E2F39 FINCON Hello Hero Epic Battle

E2F39 Dalgona Entertainment Zombara TV

E2F39 FLYINGPIG. INC Ako Ako Rollingcoaster

E2F39 Electural Thum Thum

E2F39 Pictionary Art Factory AEROVER

E2F39 Toorock Co., Ltd. Machiknights

E2F49 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小茗同学

E2F51
Character Brand Licensing 
Association

日本角色品牌授权协会

E2F51 SEKIGUCHI CO., LTD.
萌趣趣、Chimutan、Monchhichi 
Tribe (New full CGI Animation)

E2F51 ACCENT CORPORATION CRAFTHOLIC

E2F51 万代南梦宫（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PAC-MANTM and NAMCO Classics，
TAIKO NO TATSUJIN，GALAGA

E2F51 东京电视台
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齐木楠雄
的灾难、爱玩怪兽

E2F51 The Pokémon Company Pokémon

E2F51 CAPCOM Co., Ltd.
Monster Hunter、Street Fighter、
Mega Man

E2F51 TOEI COMPANY, LTD. KAMEN RIDER

E2F51 三贝多(日本)股份有限公司
Kanahei’s Small animals、the 
bears’school

E2F51 深圳凯达株式会社 The poem of tea、Heart t

E2F51 Fanworks Inc. ZANNENNAIKIMONO JITEN

E2F51 Kensin Co., Ltd
SAMURAI ANIMALS、Japanese 
Samurai General

E2F51 AKATSUKI Co., Ltd.
 “Cocooning ~The Story of 
Tomioka Silk Mill~”、OUR WORLD 
IS ENDED

E2F59
Daegu Digital Industry Promotion 
agency

E2F59 DAN DESIGN Inc. ANATOY

E2F59 TOTO COMPANY TOTO BAND

E2F59 JEISHA CO., LTD. Mr.Donothing

E2F59 XIONPLUS co.,ltd BUG’s Adventure

E2F59 OSO Co., Ltd. SOMEBODY FAMILY

E2F59 RISEONE CAROPY Friends

E2F63 黑龙江省同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小笨熊 大智慧

E2G01 彩虹佳扬（厦门）动漫有限公司 彩虹宝宝

E2G02 广东可儿玩具有限公司 可儿娃娃

E2G03 武汉博润通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木奇灵 乌龙院

E2G09 北京青青树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魁拔、 狠西游

E2G11 广州易腾动漫文化有限公司 买奇酷、梦想三国、精灵人

E2G15 远景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非诚勿扰》、《最强大脑》、
《新相亲时代》、《了不起的孩
子》等

E2G21 星辉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宝马独家转授权、星辉

E2G27 香港文投集团
Noblips、Heart Rabbits、Heart 
Bear、Long Pig、Flower Rabbit、 
Fruit Rabbit、Cupdog、咪咪的比熊

E2G33 华策影视集团
“ 小 恐 龙 可 可 奈 ” “ 超 时 空 速
递”“挑战大魔王”

E2G35 Aurora World Corporation YooHoo and Friends

展位号 公司名称 参展IP品牌

E2G37 北京中视万象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超变武兽》&《SYNOSTONE》

E2G39 东莞市漫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拽猫

E2G41 广州创幻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超次元虚拟主播

E2G45 河北精英动漫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精灵梦叶罗丽

E2G49 偶匠趣作玩具（广州）有限公司 汪柴主

E2G51 WECREATIVE.Co.ltd Gomagom world

E2G51 SCOOP CB LAMA

E2G51 Studio MabupsA Return to Space

E2G51 RAGINGDUCK INFINITE HERO

E2G51 RANDOMBOX VR ROLLER COASTER

E2G51 AUTORO AUTORO

E2G51 CTIA

E2H01 天津志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PUPUNI  

E2H01 上海幽绒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奇萌泰迪

E2T01 上海天络行品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泰迪珍藏、蛋黄猫

E2T03 上海乐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LT D U C K、T H E D O G A N D 
FRIENDS、泰迪之家、麻吉猫、
Bloody Bunny、进击的巨人、妖精
的尾巴、猎人x猎人、大耳查布、达
洋猫、伊藤润二、Kuncat、小梦露、 
咔啵猴、小破孩、勇士、好吃羊

W1A01 七顶创意有限公司 法国国家博物馆联会

W1A03 INCEPTION 启艺
就要发射太空弹!巡回特展、乾隆
潮 - 故宫潮玩大展 世界巡回展 披
头四展 渡边直

W1A05 中华春节符号全球推广委员会 中华春节符号 年娃春妮

W1A11 库艺（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凤凰小歪、魔豆传奇、金牌熊猫

W1A12 北京宋洋美术文化有限公司
Bad Girl  安迪沃霍尔  海绵宝宝×
比迪女孩

W1A15 广州市三开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美琳和爱莎

W1A17 北京鱼肚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宿舍不日常   

W1A19 北京每日世界影视动画股份有限公司 BeddingCat

W1A21 杭州黑鸟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小狮嗷呜、逗酱兄弟、爱豆小猪

W1A23 北京创客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猪小屁

W1A37 艾漫（上海）动漫设计有限公司 艾漫

W1A39 上海泛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艺些

W1A41 艺巢（上海）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艺巢文化

W1A52 我行实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好燃先生、爆笑虫子、金羽翼 

W1A58 上海朱庇特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七创社

W1A59 中创文娱（深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正义联盟 （Q版）、熊本熊、轻松
熊、pop子

W1A61 北京分享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星迷宇宙

W1A63 广州百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西行纪、造物法则、绝行者、杀道行者

W1A65 易雅时间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中国美人、梦女孩、小豹极光

W1A67 上海幻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战舰少女、四叶草剧场、苍青之
幻、古战三国

W1A69 东方藏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林聖峯

W1B01 上海品源文华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
博物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英国
国家美术馆、博思星球

W1B07 香港山成集团
小猪佩奇、嗨道奇、蓝精灵、皇马、
宝马、探索频道、2019年国际篮联
篮球世界杯、贝尔.格里尔斯、潘通 

W1B07 放优有限公司 瑞奇宝宝、开心球、平博士密码

W1B11 北京时代潮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郑恺个人潮牌、LULUPARK

W1B21 一间宇宙（北京）文化有限公司 吾皇万睡

INFO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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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公司名称 参展IP品牌

W1B35 深圳市萌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次奇兔、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
中餐厅、亲爱的客栈、旅行青蛙

W1B39 北京分子互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非人哉

W1B45 杭州天雷动漫有限公司 小鸡彩虹、小虎威力、旗旗号巡洋舰

W1B51 优泛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

无论如何都想加入生肖、魔法小红
靴、小树桩酷比、恶搞柴犬、动物
巴士、猫鱼、早上好咕咕妈、妞妞
爱瑞丝（ELSSY）

W1B55 昆山黑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哎呦黑皮

W1B59 武汉两点十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巨兵长城传》 、《人形鉴定》

W1B63 欧漫达高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
小毛毛、安娜安娜和皮克波克、狐
狸夫人和狗獾先生、小兔汤姆

W1C59 海昌海洋公园控股有限公司 海昌海洋公园

W1C63 上海义莎贸易有限公司 赫本猫

W1D01
华纳兄弟咨询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静安分公司

 正义联盟、 哈利波特、 乐一通、 
猫和老鼠、 神奇动物

W1D31 万达宝贝王集团有限公司 海底小纵队、比得兔、西游记的故事

W1D39 暴雪软件卡发（上海）有限公司
魔兽世界、守望先锋、炉石传说、
星际争霸、暗黑破坏神、风暴英雄

W1D45 上海十二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草颜团子、制冷少女、旱獭、符
录、破耳兔、西蒙的猫

W1D49 上海漫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安菟、小熊卡兹 、大中华寻宝记、
白夜玲珑

W1D55 浙江花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花花姑娘

W1D59 西安摩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暴走漫画

W1D63 深圳市世纪创意科技有限公司 宝狄与好友

W1F01 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魔道祖师、豆乐儿歌等

W1F13 安素香港有限公司 兰博基尼

W1F31 北京中创文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颐和园

W1F39 工匠广告传播（上海）有限公司
IPEC、月兔Tui、嫦娥、玛丽莲萌
兔、太空杰克森、长腿小月月、EV 
digital、盖雅技术

W1F45 中版信达（厦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夏格拉斯

W1F49 深圳市同道大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同道大叔

W1F53 玩偶一号（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IP小站

W1F55 深圳市普乐方商业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悟空动感球幕影院 

W1F58 梦东方电影有限公司 《鹿精灵》

W1F59 厦门优莱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查查斯

W1F60 上海薇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奥 飞 Q 宠 、 慢 树 懒 、 B I L L I O N 
STREET、把青春唱完

W1F63 哗哗星球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拥抱爱、lNOUT BLUE、Charging 
Buddies、Pooch Petshop Café、
正偲教育“Uncle Jumbo”

W1G01 成都博物馆

W1G01 陕西历史博物馆

W1G01 敦煌研究院

W1G02 北京朗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猿人

W1G07 朗智（品牌）有限公司

Van Gogh Museum、Leonardo3 
Museum、Internat iona l  Ar t 
Museum of America、Galerie 
Cinquini、国立故宫博物院、华珍藏
羌文化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邛
崃博物馆、成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博物馆

W1G08 福建一九八三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BONNIEBUNNY、DALCUBI、
JT STUDIO

展位号 公司名称 参展IP品牌

W1G10 阅文集团
全职高手、全职法师、幻游猎人、
武动乾坤、修真聊天群、斗破苍穹

W1G11 吉林省凝羽动画有限公司 魔多哩

W1G21 上海欧应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大白鲸世界、舞法天女、威比斯达

W1G31
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创意中国 魅力自贸  

W1G39 北京中影营销有限公司
招财猫之万事大吉、红楼梦、新灰
姑娘、厉害了、我的国、建军大
业、建党伟业、建国大业等

W1G42 斯坦李文化传播（广州）有限公司 斯坦李

W1G45 北京梦之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阿狸、罗小黑、皮揣子、小鹿杏仁
儿、唔秋秋、趣奇小镇

W1G47 杭州玄机科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秦时明月、 天行九歌、武庚纪

W1G48 南京大染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大染堂 Great Paint

W1G49 联合数位文创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原创馆

W1G49 日寺娱乐有限公司 闹一波大师　

W1G49 博方文创事业有限公司 小红人-等待与希望

W1G49 科嘉国际网路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傻笑鳄鱼

W1G49 艾朵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蹦斯兔/蹦斯男孩/蹦、小黑

W1G49 上品生活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红豆姐姐

W1G49 艺丰云设计创意有限公司 疯兔

W1G49 冉色斯动画股份有限公司 阎小妹

W1G49 某人日常 某人日常

W1G49 微逗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狗与鹿、啾啾妹

W1G49 心梦品牌有限公司 爱米莎、梦想方块动物园

W1G50 杭州孚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 上海绿
地申花足球俱乐部、 亚洲杯

W1G55 台湾贸易中心

W1G55 卡洛特股份有限公司 果果喵、科基犬椪椪

W1G55 智慧财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温妮苹果公主、国际艺术家梁奕焚

W1G55 采达创形有限公司 星座小熊贝尔、寻宝狮

W1G55 卡米客动漫工作室 卡米客动漫

W1G55 九藏喵窝有限公司 九藏喵窝

W1G55 赫思西亚品牌创意有限公司 皮宽

W1G55 吉标创意行销有限公司
史 古 利 、 波 丽 狗 、 宠 物 小 镇 、
Vividino、Story and Design

W1G55 飞跃文创股份有限公司 戽斗星球、熊猫之穴、扭蛋

W1G55 小不点动画有限公司 毛巾宝贝

W1G55 泰迪熊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泰迪熊、泰迪世界

W1G55 联合数位文创股份有限公司 黄色勇者、二搞创意无限

W1G60 巧克力盒（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授销通

W1G63 Global Trademark Licensing Ltd.

捷豹、路虎、玛莎拉蒂、迈凯伦、帕
加尼、阿普利亚、摩托古兹、比亚乔、
韦士柏、尊尼获加、百利甜酒 、吉尼
斯黑啤酒 、艾烈希、 史丹利、百得、
劲量、永备、李小龙、亨弗莱·鲍嘉

W1G66 梦幻金动漫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动物大联盟

W1H02 赋乐飞 赋乐飞

W1H16 深圳前海思空传媒有限公司 回忆专用小马甲-妞妞端午

W1H22 可澳恩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妞妞爱瑞丝、熊建国

W1T01 广州达力动漫有限公司 神兽金刚、数学荒岛历险记

W1T03 上海集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黏黏怪物实验室、小崽子剧场、治
愈研究院、少女猪馋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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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届中国授权展现场活动
China Licensing Week 2018

CLE中国授权展主办机构活动

第 九 届 中 国 品 牌 授 权 高 峰 论 坛 暨
2018“互联网+中华文明”文博授权论坛
China	Licensing	Summit
时间：10月16日	下午	14:00-17:00	
地点：上海卓美亚喜马拉雅酒店3层	欢宴
会厅

2018中国品牌授权精英学院·上海站
Ch ina 	 L i cens ing 	 P ro fess i ona l	
Academy
时间：10月17日	全天	09:30-16:30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2馆M19会
议室

2018授权之夜暨中国授权金星奖颁奖典礼
CLE	Night	2018	&	China	Licensing	
Venus	Awards
时间：10月17日	下午	18:15-20:00	
地点：上海卓美亚喜马拉雅酒店3层	欢宴
会厅
*	嘉宾需凭门票入场

CLE中国授权展参展企业活动

*	以现场为准

腾讯视频IP推介会
时间：10月16日	上午	10:00-12:00	
地点：E2馆企业演讲区
主办单位：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019罗威欧中国合作伙伴峰会
时间：10月16日	上午	10:00-11:30	
地点：上海浦东四季酒店，四季宴会厅
（二楼）
主办单位：ROVIO

大英博物馆授权专场推介会
时间：10月16日	下午	13:00-13:45	
地点：E2馆企业演讲区
主办单位：上海品源文华市场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

皮皮鲁总动员新内容发布会暨《舒克贝
塔》样片首曝光
时间：10月16日	下午	13:30-16:30	
地点：嘉里大酒店	梅兰亭

主办单位：北京皮皮鲁总动员文化科技有
限公司

艾影IP+产品合作方式攻略分享会
时间：10月16日	下午	14:00-15:00
地点：E2馆企业演讲区
主办单位：艾影（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泰迪盛放-2018天络行授权峰会
时间：10月16日	下午	15:00开始
地点：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三楼·上海大
宴会厅1
主办单位：上海天络行品牌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PPW	2019/2020年度最新品牌发布会
时间：10月16日	下午	15:15-16:15
地点：E2馆企业演讲区
主办单位：PPW

“让华语动漫星空更璀璨”主题合作伙伴
大会暨《京剧猫：霸王折》电影发布会
时间：10月16日	下午	15:30
地点：卓美亚喜玛拉雅酒店6F蝶宴会厅
主办单位：北京璀璨星空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B.Duck	小黄鸭	2018品牌授权会议
时间：10月16日	下午	16:30-18:30
地点：嘉里大酒店	嘉里圆顶屋
主办单位：德盈商贸（深圳）有限公司

咏声猪猪侠、核晶少年系列玩具展示
时间：10月16-17日	全天	9:00-17:00
地点：E1馆M12会议室
主办单位：广东咏声动漫股份有限公司

中韩卡通动漫IP合作论坛
时间：10月17日	09:30-14:00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2馆M18会
议室
主办单位：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韩国文
化产业振兴院

美太芭比品牌及渠道推介会
时间：10月17日	上午	10:00-12:00
地点：E2馆企业演讲区
主办单位：美太芭比（上海）贸易有限
公司	

魔法俏佳人和比得兔IP推介会
时间：	10月17日	上午	9:30-12:30
地点：	展馆E1-M11会议室
主办单位：万达宝贝王集团有限公司	

变形警车珀利全球授权合作推介会
时间：10月17日	上午	10:30-12:00
地点：展馆E2-M20会议室
主办单位：ROI	Visual，Medialink

索尼影业年度授权品牌推介会
时间：10月17日	下午	13:00-14:30
地点：E2企业论坛区
主办单位：索尼影业

《迷你特工队》发布会
时间：10月17日	下午	14:00-18:00
地点：喜马拉雅酒店2层儒厅
主办单位：惊奇大地（浙江）科技有限
公司

2019特纳中国授权商会议
时间：10月17日	下午	14:30	-16:30
地点：上海黄浦区嵩山路88号	安达仕酒
店	3楼宴会厅
主办单位：特纳中国

暴雪·游戏授权与电子竞技
时间：10月17日	下午	14:45-15:30
地点：E2馆企业演讲区
主办单位：动视暴雪	Activision	Blizzard

颐和园·新文创新国风-让皇家文化潮
起来
时间：10月17日	下午	15:45-16:30
地点：E2馆企业演讲区
主办单位：北京中创文旅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黑马”来了-带你走进黑马的漫画王国
时间：10月18日	上午10:30-11:00
地点：E2馆企业演讲区
主办单位：黑马娱乐

TWL@香港创造简介
时间：10月18日	上午11:15-12:00	
地点：E2馆企业演讲区
主办单位：哗哗星球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China Licensing Summit China Licensing Awards & CLE Night

China Licensing Media Center China Licensing Industry Report

China Licensing 365

CTJPA Brand Licensing Council

China Licensing Professional Academy

中国品牌授权高峰论坛

CLE 中国授权全媒体中心 中国品牌授权行业发展白皮书

中国品牌授权 365

中玩协品牌授权专业委员会

中国品牌授权精英学院

中国授权金星奖& 授权之夜

China Licensing Federation
中国品牌授权联盟

We are much more than CLE...



2019年10月16-18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方：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电话：010-68293660   传真：010-66033964

网址：www.wjyt-china.org

中国国际玩具展览会

中国国际婴童用品展览会

中国国际品牌授权展览会

上海国际学前教育及装备展览会

专业贸易平台，同期同地
助企业成功开拓海内外市场！

促买家开发更多市场商机，提升利润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