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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伴随着“数字文创城市共生计划”的签约，
腾讯将在哪些方面发力，助推成都文创产业发展？

程武表示，腾讯将在三方面助力。
一是承接历史，用更多数字化手段，助力盘活成

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腾讯将会综合运用游戏、动
漫、音乐等流行艺术形式，对丰富的天府文化资源进
行更系统的活化和演绎。比如去年10月，《王者荣耀》
推出过一款致敬成都的主题皮肤，结合了熊猫、川剧
变脸等成都文化元素，让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以一
种全新方式体验到了成都深厚的文化底蕴。

二是立足当下，在活化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助
力引入更多优秀的流行文化IP，用更加生动的方式
展现成都丰富的文化内涵。腾讯将挑选与成都文化
气质契合的IP，让这些IP形象融入到不同的城市空
间中，成为成都市民娱乐、休闲和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比如，腾讯动漫头部作品之一《一人之下》，目前
团队正在探讨是否将说话带四川口音的女主角，融
入到成都不同的城市空间中，通过技术让游客跟着
她游遍成都的大街小巷，体验成都的风土人情。

三是面向未来，充分利用腾讯的技术和平台力
量，助力提升成都文化创新能力，推动成都数字文
创生态健康发展。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王者荣耀》
产业链条，让它成为成都乃至四川数字文创发展重
要范例；另一方面，协助成都孵化和培育优秀的文
创人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费成鸿 俞瑶

启动“数字文创城市共生计划”
成都携手腾讯

打造“中国数字文创第一城”

最后，侯淼介绍，将通过IP漫游联
动，全方位打造成都特色城市文化标
签，把成都文化标志、地方人文、文化遗
产、自然生态资源等地域文化特色内
容，与IP进行融合。

他举例称，腾讯动漫《一人之下》就
带有蜀地基因和道学文化，同名手游也
特别策划在“成都大版本”中植入成都标
志场景、特色职业等。而游戏《食物语》则
将结合成都老字号美食进行演绎，“让更
多年轻受众了解并爱上成都美食文化”。

在线下，TGC2019腾讯数字文创节
也落地成都并于昨日开展，其中有很多
内容结合了成都本地特色，比如，QQ飞
车结合成都特色街区打造的极速世界。

侯淼表示，未来，希望更好地将成
都特色文化元素在线下进行整体性呈
现，给成都市民带来更加多样化的文化
体验。“相信这些创新尝试，不仅让成都
特色文化获得更持久的生命力，也能建
立文化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进而使天府
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

通过IP漫游联动，全方位打
造成都特色城市文化标签，把成
都文化标志、地方人文、文化遗
产、自然生态资源等地域文化特
色内容，与IP进行融合

城市，是文化的沃土；数
字，是未来的格局。

现在的成都已经成为了中
国最具发展实力、创新活力和
开放魅力的城市之一，是中国
西部重要的文创中心。而成都
在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打造“中
国数字文创第一城”的路上，有
不少的“高光时刻”。

腾讯旗下两大最重要的电
竞赛事KPR和LPL都分别落地
成都，2018年最后一个月，在成
都大魔方举办了秋季总决赛。

去年的成都国际时尚周、
第五届成都创意设计周等文创
活动都吸引了无数的目光。在
去年年底，今日头条发布的

《2018成都文创指数》数据显
示，在全国各大城市的文创关
注度方面，成都以28.94%的增
速稳居全国第一。

2018年7月，腾讯研究院和
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共同发布
了《中国城市新文创活力指数
报告》，成都也在100个城市样
本当中脱颖而出，赢得综合排
名第一。

“作为成都文创产业的一
分子，腾讯身处其中，也受益匪
浅，《王者荣耀》能有今天这样
的成就，与成都活跃的文化氛
围、开放的政策环境、完善的产
业链条息息相关。”程武感叹。

如果说上述吸引眼球的文
创盛事都是成都展示文化创意
的“高光时刻”，那么成都市的
相关政策则是成都世界文化名
城建设背后强有力的助推剂。

刚刚召开的成都市委十三
届四次全体会议暨市委经济工
作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共成
都市委关于弘扬中华文明发展
天府文化加快建设世界文化名
城的决定》，提出加快建设“三
城三都”。

据悉，2018年成都在“三城
三都”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
成绩：举办了世界文化名城天
府论坛等重要文创节会；签约
引进中旅集团等17个重大旅游
项目；成功申办第31届世界大
学生运动会；引进合纵文化等
音乐企业103家；举办重大展会
活动682个……

2019年，成都还将进一步
加快“三城三都”建设，在世界
文创名城领域，将继续发展壮
大文创产业，努力实现文创产
业增加值1350亿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费
成鸿 俞瑶

“王者荣耀是成都送
给腾讯的一个最好的礼
物。”1月17日，在成都举
办的TGC2019腾讯数
字文创节开幕式暨城市
共生计划发布会上，腾讯
集团副总裁兼腾讯影业
首席执行官程武介绍，腾
讯集团CEO马化腾经常
这样感叹。他所提到的、
诞生于成都的手游《王者
荣耀》已迅速发展成为了
全国最火的手游之一。

而成都与腾讯的缘
分远不止于此——

在17日的城市共生
计划发布会上，成都和腾
讯共同启动“数字文创城
市共生计划”，双方将在
文化产业发展、文创人才
孵化、城市文化形象塑造
等方面展开合作，共同推
动成都市新型数字文化
建设，打造“中国数字文
创第一城”的城市形象与
城市品牌。

为什么
是成都

■今日头条《2018成都文
创指数》显示，在全国各大城市
文创关注度方面，成都以28.94%
的增速稳居全国第一

■去年7月，腾讯研究院和
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共同发布的
《中国城市新文创活力指数报告》
显示，成都在100个城市样本当
中脱颖而出，赢得综合排名第一

充分发挥“成都智造”IP优
势，展开新文创长线规划，把游戏
研发、职业赛事、电竞产业生态、
文创产业联动和 IP实体化统一
有机结合

挖掘优质创作个人团队，助
力文创人才孵化，比如重点挖掘
优质电竞、动漫、音乐、游戏开发
等领域的创作个人和团队，并给
予培育和扶持

推动数字文创产业发展 助力文化文创人才孵化 塑造城市文化形象

2018年12月22日，王者荣耀职业联赛（简称KPL）
秋季赛·总决赛在成都开战，成都战队Hero久竞夺得
总冠军。随着越来越多的赛事和战队落户，今天的成
都已在中国电竞领域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17日，成都和腾讯共同启动“数字文创城市共
生计划”，腾讯还与成都高新区达成“共建文创名城
样板区”战略合作。

当前，成都正奋力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积极发
展以数字文创为代表的新经济。腾讯将其全新升级
的文创品牌“TGC”落户成都，这将进一步促进腾讯
线上业务在成都落地生根，带动成都数字文创产业
的发展，实现成都市和腾讯公司共赢发展。

程武表示，“成都加快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决
定，给腾讯新文创与城市的结合探索，提供了历史
机遇。”新文创，是基于“科技+文化”定位，腾讯在文
化维度的指导战略，即以IP构建为核心的文化生产
方式。“腾讯一直在思考，新文创如何与城市结合起
来，让优秀的数字文创内容，用更生动的方式进入
到城市空间，为民众带来更便捷的文化体验。我们
的想法得到了成都市委、市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促
成了合作。”程武说。

此次成都和腾讯共同启动“数字文创城市共生
计划”，双方将在文化产业发展、文创人才孵化、城
市文化形象塑造等方面展开合作，共同推动成都市
新型数字文化建设，打造“中国数字文创第一城”的
城市形象与城市品牌。

新文创与城市结合
打造“中国数字文创第一城”

共赢共赢

腾讯将从三方面发力
助推成都文创产业健康发展

助力助力

打造“中国数字文创第一城”

腾讯和成都这么干

据腾讯互动娱乐自研市场部兼综合市场部总经理、腾讯电竞业务负责人侯淼介绍，成都市
和腾讯集团的数字文创城市共生计划将从三个维度进行合作：数字文创产业的发展，文化文创人
才的孵化和城市文化形象塑造。

据介绍，腾讯将把数字文创业务
及关联型生态入驻成都，形成品牌和
产业创作的聚集区，而王者荣耀就是
腾讯要发展的IP之一。“我们将充分发
挥‘成都智造’IP优势，展开新文创长
线规划，从线上到线下，把游戏研发、
职业赛事、电竞产业生态、文创产业联
动和IP实体化统一有机结合，形成互
联网和文创产业联合的大文创产业
链。”侯淼称。

未来，腾讯将继续利用王者荣耀
的优势，推动四川的电竞娱乐区域文
化、数字零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成
都制造创造更多有价值的文化品牌。

在动漫业务方面，腾讯也会通过
“成都历史城区保护重建”主题动漫内
容的共创，让更多人参与创作。侯淼介
绍，腾讯将为城中心的社区学校、知名
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动漫的创意改造，
通过物理再造探索艺术的提升空间，

“希望通过这些手段，能够更好地展现
天府文化独有的文创艺术特色。”

第二个重点，即是挖掘优质创作
个人团队，助力文创人才孵化，比如
重点挖掘优质电竞、动漫、音乐、游戏
开发等领域的创作个人和团队，并给
予培育和扶持。此前，腾讯在动漫平
台上发起了成都文创大赛，征集了许
多具有蜀地特色的创意视觉作品和
概念设计作品。

侯淼提出，成都的高校资源丰
富，学科内容多样，“接下来，我们会
重点挖掘优质的电竞、动漫、游戏开
发等领域的创作团队，给予培育和扶
持。”腾讯还将发挥全国最大互联网
动漫平台的力量，推动更多西南地区
动漫相关创作资源逐渐往成都聚合。

据介绍，腾讯旗下有一款可以便
捷实现丰富数字创意的平台，可以将
其与可视化编程教育相结合，应用于
K12 教育课堂。而在成都，未来也会
积极开发智能教育类软硬件，并携手
成都的学校建设科创实验基地，计划
在今年落地第一期课程。

■推动数字文创产业发展
相关业务及关联型生态入驻成都
形成品牌和产业创作聚集区

■助力文化文创人才孵化
挖掘扶持本地相关人才

携手学校建设科创实验基地

■塑造城市文化形象
手游策划“成都大版本”

植入成都标志场景、特色职业等

？

省政协委员、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周涛：

发展新经济
要加大力度引进一线投资机构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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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文化氛围
开放的政策环境
完善的产业链条
成都已是文创产业沃土

打造中国数字文创第一城

天府文化的
“扩大器”
“提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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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C2019腾讯数字文创节昨日在成都环球中心开幕，有很多内容结合了成都本地特色 摄影记者 陶轲

制图 李开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