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1 中央 中国书架 五洲传播出版社

2 中央 中国人文社科学术交流平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 中央
当代科技前沿专著系列、Frontiers in China英文学术期

刊、体验汉语泰国中小学系列教材等出版物海外推广项目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4 中央 《澳门历史教材·试行版》（高中、初中）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5 中央 中国当代优秀类型文学“走出去”基地项目 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

6 中央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7 中央 中国电子书库（易阅通海外平台）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8 中央 人民卫生出版社美国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9 中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图书馆拓展项目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10 中央 汉语及中华文化进入北美国家国民教育体系建设项目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11 中央 东南亚中国主题图书翻译合作出版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12 中央 影视文化进出口企业协作体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13 中央 中国电视长城平台 中视国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14 中央 斯里兰卡科伦坡电视塔工程 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

15 中央 多哥广电设施改造项目 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

16 中央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发稿平台 央视国际视频通讯有限公司

17 中央 “天下华灯”嘉年华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18 中央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约旦分社（中阿版权贸易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

19 北京 俄罗斯尚斯博库书店 北京尚斯国际文化交流有限责任公司

20 北京 中国主题图书翻译出版项目 北京求是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1 北京 魅力中国IPTV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项目 汉雅星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22 北京 东方嘉禾海外数字户外传播平台 北京东方嘉禾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3 北京 《鹿精灵》系列作品 梦东方电影有限公司

24 北京 蓝海融媒体全球传播云平台 蓝海(北京)集团有限公司

25 北京 英国普罗派乐卫视运营项目 西京文化传媒（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6 北京 赞比亚、莫桑比克、贝宁三国广播电视数字化项目 北京四达时代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7 北京 《了不起的匠人》 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28 北京 《这就是灌篮》 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29 北京 2018赛季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海外转播项目 体奥动力(北京)体育传播有限公司

30 北京 WhatsFilm国际版权交易平台 狮凰文化（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31 北京 中国影视剧译制配音及频道制作服务项目 北京四达时代传媒有限公司

32 北京 国际版权交易平台 北京华韵尚德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3 北京 金树国际纪录片节 北京华韵尚德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4 北京 京桥网—国际一站式文化协同创新传播平台 京祖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35 北京 美国布兰森白宫剧院经营管理项目 天创国际演艺制作交流有限公司

36 北京 摩洛哥星空书店 人民天舟（北京）出版有限公司

37 天津 出版文化进出口平台 天津市出版对外贸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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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天津 互联网电视海外传播项目 未来电视有限公司

39 天津 UUTV全球视频播放平台 世纪优优（天津）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40 山西 纪录片电影《中国故事》 山西果然传媒有限公司

41 辽宁 盛京满绣立体化出版工程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 辽宁 外研非遗网 铁岭外研传媒有限公司

43 吉林 “绘本中国”原创精品国际出版项目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4 上海 “阅读上海”中文图书全球联展 上海外文图书有限公司

45 上海 外文版中国文化图书海外出版发行工程 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

46 上海 英语财经新闻品牌“一财全球(Yicai Global)” 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

47 上海 基于互联网的视频分发和媒体播放平台 上海广龙科技有限公司

48 上海 中华文化走出去北美综合运营平台 上海五岸传播有限公司

49 上海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交易会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

50 上海 《蒸汽世界》漫画 上海特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1 上海 龙之谷海外版 上海欢乐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2 上海 "幻彩丝路"中国动漫海外推广平台 上海炫动汇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3 上海 《球球大作战》 巨人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54 上海 《漫双城》第三期、第四期 上海炫动汇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5 上海 《崩坏3》原创动漫游戏 米哈游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56 上海 上海文化贸易语言服务基地 上海文策翻译有限公司

57 上海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上海东方汇文国际文化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58 上海 上海国际艺术品展示交易服务平台项目 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9 上海 《白蛇传》《惊梦》海外巡演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有限公司

60 江苏 中美合拍纪录片《南京之殇》海外制播项目 江苏广电国际传播有限公司

61 江苏 土耳其中国影视展映 捷成华视网聚（常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2 江苏 原创模式《超凡魔术师》海外输出项目 江苏广电国际传播有限公司

63 江苏 “丝路和鸣”民族管弦音乐会 江苏女子民族乐团有限公司

64 江苏 大型原创杂技剧《海星花》 南通市杂技团演艺有限公司

65 江苏 《三国志赵云传说》 南京雪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6 江苏 《奇迹暖暖》 苏州叠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 江苏 爱涛文化荷兰文化贸易及文化交流服务平台 爱涛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68 江苏 扬州漆器髹饰技艺走出去 扬州漆器厂有限责任公司

69 江苏 歌剧《鉴真东渡》海外巡演 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

70 浙江 简体中文版图书对台湾地区销售及举办主题书展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71 浙江 吉尔吉斯斯坦《丝路频道》运营项目 东方丝路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2 浙江 动画片《天眼归来》 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

73 安徽 “立体中国 立体丝路”立体书项目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74 安徽 埃塞俄比亚教育私有云服务项目 中徽建技术有限公司

75 安徽 竹刻艺术品出口 黄山徽州竹艺轩雕刻有限公司

76 福建 中国（福建）图书展销会 福建省出版对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77 山东 尼山书屋“走出去”工程 山东友谊出版社有限公司

78 山东 山东大运河文创集市国际文化教育服务贸易平台 山东大运河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79 河南 520集《我是发明家》系列动画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80 河南 “东方场景”中国文化及商贸海外发展平台 河南省留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1 河南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与传承创新 河南省国脉文化产业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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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湖北 东非华文传媒建设 湖北长江传媒英爵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83 湖北 国际影视文化译制服务平台 语联网（武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4 湖南 芒果TV自建全球文化输出平台 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85 湖南 “纯粹中国”全球巡演 湖南省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6 湖南 土家织锦生产、研发及出口项目 张家界乖幺妹土家织锦开发有限公司

87 湖南 “山猫吉咪”动漫品牌对外文化贸易扩大与升级 湖南山猫吉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88 湖南 铜官窑陶瓷基地改造及“一带一路”市场拓展项目 湖南铜官海旭陶瓷有限公司

89 广东 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广州环球瑞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0 广东 漫画《射雕英雄传》版权出口项目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91 广东 神农草堂中医药文化服务出口项目 广州神农草堂中医药博物馆

92 广西 接力出版社埃及分社运营 接力出版社有限公司

93 广西 《熊猫与小象》动画项目 广西千年传说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94 广西 3D动画片《海豚帮帮号》 南宁峰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5 广西 系列动画片《白头叶猴之嘉猴壮壮》境外发行 广西中视嘉猴影视传媒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96 广西 “艺术之桥”跨界文化艺术交流平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

97 重庆 《梦舟少年志—西汉公主》海外发行 重庆享弘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98 四川 纪录片《相遇百年》《三国的世界》 四川广播电视台

99 四川 克利夫兰中国花灯展 四川天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 四川 伊斯兰堡·中国（四川）熊猫彩灯文化节 四川省经济文化协会

101 四川 一带一路彩灯巡展项目 自贡海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2 四川 《三剑豪》系列游戏软件 成都风际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 四川 《吴哥王朝》柬埔寨大型旅游综合体 德阳美忆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04 贵州 《多彩贵州风》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105 贵州 大型杂技剧《华夏天香》（又名《大国酒魂》） 遵义市演艺集团有限公司

106 贵州 贵州省文化产业“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 贵州省广告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107 云南 新知斯里兰卡（私营）有限公司 昆明新知集团有限公司

108 云南 《汉缅大词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109 云南 中华乡愁书院 云南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110 云南 老挝（北部）数字电视传输网投资及运营项目 云南南数传媒有限公司

111 云南 面向南亚、东南亚DTMB国际传播覆盖二期项目 云南无线数字电视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12 云南 昆明泛亚影视广告译制出口基地建设项目 云南皇威传媒有限公司

113 云南 纪录片《睦邻》中缅合拍项目 云南广播电视台

114 云南 杨丽萍舞剧国际巡演项目 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115 云南 《吴哥的微笑》驻柬埔寨大型旅游晚会 云南演艺集团有限公司

116 云南 《太吾绘卷》游戏软件 昆明螺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17 云南 中柬文化创意园 云南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8 陕西 原创动画电影《疯狂斗牛场》 陕西鸣达鑫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9 陕西 中哈“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电影《大漠驼铃》 西安凯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20 宁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阿拉伯语数据库建设 宁夏智慧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21 新疆 虚拟仿真全息舞台数字技术研发及推广、应用项目 新疆触彩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122 新疆 优秀国产影视内容译制传播项目 新疆石榴融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3 新疆 上合组织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野马集团有限公司

124 新疆 中亚民族特色文化服饰跨境电商和线下传统贸易项目 乌鲁木齐金缕舞美服饰文化有限公司

125 青岛 中华美食频道“中华美食地图”海外推广项目 青岛广电中视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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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厦门 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 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127 厦门 《叫我万岁爷》游戏全球推广项目 厦门点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8 深圳 “熊出没”系列作品 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9 深圳 中航国际非洲总部基地海外设计项目 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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