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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中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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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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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常州科技经贸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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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周组委会昨天

在金陵江南大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

新闻界介绍常州经济社会发展和本次科技经

贸洽谈会、本届艺术周的有关情况。

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王燕生

出席新闻发布会。副市长居丽琴、韩九云分别

就本届艺术周和本次洽谈会的有关情况作新

闻发布。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近

百家中外媒体的记者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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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常州科技经贸洽谈会是市委、市

政府为了进一步搭建常州与海内外科技经贸交流

与合作的优越平台，集中展示常州对外开放和城

市建设新形象，展示常州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

发展新成果，展示常州产业基础、产学研合作、开

发区建设及综合投资环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推动经贸合作、加快科技创新，全面提升常州在新

一轮发展中的新优势而举办的。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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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批动漫项目合作签约仪式昨举行# 胡平 摄

举行新闻发布会

王伟成会见香港经贸代表团一行
! ! ! !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长王伟成会

见了由香港钟山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裁杨大伟率领的香港经贸代表团一行。

王伟成市长向杨大伟一行表达

了家乡人民的问候，他说，钟山公司

多次承办了我市在香港举办的投资

说明会，并成为我市在香港的经贸

联络处，为常州在香港的招商引资

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王伟成还详

细询问了香港经贸代表团各成员单位

在常州投资项目的落实情况，表示一

定会为客商在常州投资兴业创造优良

环境、提供优质服务。

据悉，香港钟山有限公司是江苏

省政府全资拥有的海外窗口公司，也

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海外企业。钟山

公司在常投资两家企业，其中常州丰

盛塑料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塑

料板材生产基地。

与钟山公司此次同行来常的香港

经贸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宏安集团、香港

汽车零部件工业协会、香港特别行政区

投资推广署、元富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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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事务

委员会、香港留园饭店、爱利特香港有

限公司等企业和部门的负责人。

市领导陈伯鹏、赵敖祥和市政府

秘书长赵忠齐会见时在座。!钱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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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举办动漫产品产权交易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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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我市举办动漫产

品产权交易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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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境内外动漫生

产制作、主流播出媒体、出版发行、衍生产

品研发生产制作、投融资等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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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人，在战略合作、投资融资、项目合作、服务

外包、产品采购等方面进行了合作洽谈。

举办动漫产品产权交易洽谈会，旨

在为来自国内外的供需双方就动漫的创

意、作品、信息、技术、人才、产品、产权、

资本等方面，提供一个对接、交流、合作

的平台，更好地推动动漫创意与技术的

对接、动漫技术与资本的对接、动漫作品

与市场的对接。洽谈会上，迪斯尼公司中

国事务副总裁唐军作了专题发言，中央

电视台央视动画有限公司等
!)

家单位发

布了产品、产权供需信息。

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邹宏国代

表常州市委、市政府和动漫艺术周组委会，

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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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 振 新 会 见
美国江苏总商会
代 表 团 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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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虞振新会见了由会长濮健博士率领的

美国江苏总商会代表团一行。

濮健博士是常州籍人。虞振新对濮健

会长再次重回故乡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他

介绍了常州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虞

振新表示常州非常重视美国江苏总商会

的桥梁纽带作用，希望进一步促进江苏总

商会会员企业与常州的经济科技交流与

合作。

濮健介绍了美国江苏总商会的近

况，对家乡常州的变化之大表示由衷的

赞赏，并表示一定会继续做好总商会工

作，为常州的经济和发展服务。

据悉，代表团此行成员包括北美投

资信息交流协会会长陆心棣、美国
%*%

集团首席代表陈洁等。 !钱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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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雄风，徐州新型工业化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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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中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周开幕
动漫的盛会 市民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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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晚，享有“东方侏罗纪公

园”美称的中华恐龙园晶莹璀璨，如诗

如画。因为动漫，活力无限的龙城常州

与世界激情相约。由文化部中外文化交

流中心、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

厅、江苏省广播电视局和常州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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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

周在中华恐龙园隆重开幕。

艺术周组委会副主任、常州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居丽琴主持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的主要领导和重要来宾有：文

化部市场司副司长张新建，科技部国际合作司

副司长姚为克，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副

主任王燕生，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梁

勇，江苏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黄信，常州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虞振新，常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王伟成，中共常州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邹

宏国，中国国际动漫作品比赛国际评审团主

席保罗·德里森，韩国江原情报文化振兴院院

长、亚洲动画联盟主席朴兴寿，韩国春川市政

府经济观光局局长郑用基。

在贵宾席上就座的，有来自文化部、国家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江苏省委宣传部、

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文化厅、省

信息产业厅、省广电局、省新闻出版局、省妇

联、省文联等部门的领导；来自武汉等兄弟城

市的领导和来宾；常州市四套班子的领导以及

相关部门领导。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参加动画作品评审

工作的国内外评委、嘉宾和来自
+,

个国家和

地区的动画机构代表、特邀来宾和参展客商；

常州市的有关人士。

文化部市场司副司长张新建致辞，他说：

“动漫艺术是深受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儿

童欢迎的文化艺术。现代动漫产业作为信息

技术与艺术结合的产物，是
!'

世纪最有希望

的朝阳产业。江苏省尤其是常州市发展动漫

产业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才资

源、优良的创业环境和充满活力的体制机

制，集聚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动漫创意设计、

加工制作和衍生产品开发企业，发展态势令

人鼓舞。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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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

年，常州已连续三

年成功举办了国际动漫艺术周，为海内外动

漫业构建了展示、交流、合作、发展的平台，

树立了民族动漫产业的新形象，促进了国

际动漫业界的交流与合作。”他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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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周一定能真正

办成“动漫的盛会、市民的节日”，成为常州

动漫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和孵化器，为常州打

造“动感之都、动漫之城”增光添彩！

在现场来宾的热切期待中，艺术周组委

会主任、常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王伟成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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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周开幕。

开幕式后，领导和来宾观看了大型文艺

演出、原创动漫神话剧《鲁布拉盛典》。

!谢春林 王建鹏 谢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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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我

市举行动漫重点项目扶持

暨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共

有
',

家动漫企业项目和
.

家企业公共平台获得资金

扶持，
+'

个项目进行了合

作签约。

常州国家动画产业基

地被省政府命名为全省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和国际

服务外包示范区，前几

天，文化部又正式命名常

州市为国家数字娱乐产

业示范基地。签约仪式

上，文化部市场司副司长

张新建为常州国家数字

娱乐产业示范基地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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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市首次对

基地入驻企业有关项目进

行了扶持，取得了显著成

效，有力地促进了企业成

长和产业发展。根据企业

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

今年我们引导扶持的主要

特点是：突出扶持重点企

业，突出扶持优秀作品，突

出扶持成长型企业，突出

扶持公共平台建设。签约

仪式上，常州灵镜媒体科

技研究有限公司等
',

家企

业项目和
.

家企业公共平

台获得了资金扶持。

经过几年的努力，常

州发展动漫产业的政策、

环境、资源、机制和氛围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境内外企

业来投资合作，各企业经

过前一段时间和昨天上午

的具体洽谈对接，共有
+'

个项目合作签约，签约项

目共计
(/!

亿元。这
+'

个项

目大致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战略合作。

共有
(

个项目：常州国家动

画产业基地管委会分别与

北京卡酷动画卫视、上海

炫动卡通卫视、江苏省广

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就

常州国家动画产业基地企业动画作品播出和产权交易进行战略

合作；常州国家动画产业基地管委会与北京中卡世纪动漫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就常州国家动画产业基地企业的动漫内容制作、

电视节目发行、动漫图书出版、动漫周边产品开发、品牌授权及

渠道运营，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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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周开幕式文艺表演# 胡平 摄

王伟成会见新加坡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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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长王伟成

会见了新加坡旅游局常务副主席助理

（中国）、局长助理（中国）郭美兰和新

加坡星雅集团执行主席吴学光一行。

星雅集团是由新加坡星雅控股

有限公司和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合资

成立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致力于

中国旅游景点、项目的开发、建设及管

理。星雅集团对武进的投资环境非常满

意，并计划在武进投资旅游项目。

王伟成对新加坡客人们的到来表

示欢迎。他说，常州的旅游潜力正在不

断显现，希望客人

们多来常州走走，

带动常州旅游业的

发展。

郭美兰表示，

非常高兴来常州参加科技经贸洽谈会。

希望常州市委、市政府给予新加坡在常

州发展项目更多的支持，不断加强双方

的合作、交流，促进双方旅游业的发展。

市领导沈瑞卿、市政府秘书长赵

忠齐会见时在座。 !孙人杰 韩晖"

胡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