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 景



在万物互联的助推下，内容产业快速脱离了传统介质的束缚，商业模式不断演化升级，泛娱乐生态成为跨界

产业融合的新业态，超级IP成为泛娱乐业态的CPU。在泛娱乐时代，金融行业要想一展风采，该如何打造自己

独特的IP，亦或如何借助优秀IP，带动商业价值的增长。这个夏天，中国电子银行网将联合2018超级IP生态

大会推出金融×IP专场，共同在2018年寻找中国最好金融 IP。



上游

下游

网络文学

动漫
其他

100亿+

电影
电视剧

网络剧

其他

1000亿+

游戏
玩具

图书
衍生品

旅游地产

文创产品

生活关联品 主题公园

2000亿+

上游：网络文学以中文在线、阅文集团、
起点中文、晋江文学为代表；动漫以奥飞
动漫、有妖气、微漫画、腾讯动漫为代表
。
通过自主创作、投资收购方式构建优质IP 
资源。不断培育原创IP 的同时，加速并
购整合国内外优质IP，再通过自主开发、
授权等方式获取盈利。

中游：电影、电视剧、网络剧以禾欣股份
、华策影视、华谊兄弟、鹿港文化、儒意
影业、光线传媒为代表。拥有强大制作和
营销能力的影视内容公司，从上游获取IP 
并再创作，利用IP粉丝基础及内容价值进行
后续开发，从而减少产业资本投资风险，
进一步提升市场关注度及认可度。

下游：以手游、玩具、实景娱乐等为代表的衍生品市场。
通过与中游影视剧市场的联动，将进一步放大IP价值和整个IP 
产业链的盈利空间。
全球运营最成功的是迪士尼主题乐园

每一个人都将受超级IP影响

IP生态链=IP文本+内容制作+内容发行和运营+衍生品开发和设计+线上线下零售渠道

组织机构



2018超级IP生态大会·金融IP战略合作伙伴

• 中国电子银行网www.cebnet.com.cn是由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 联合近百家成员

银行创建的电子银行业垂直网站。

• 主要下设金融科技、名家专栏、银行动态、信息安全、Bank帮等频道，内容汇聚重要行

业政策解读、重磅专家观点分享、行业热点评论、前沿资讯以及权威研究数据发布等。

• 致力于将网站打造成集前沿资讯和综合服务于一体的新金融平台。



主办

• 北京大学新媒体营销传播（CCM）

研究中心是我国互联网发展研究的

思想库。

• 以围绕互联网传播领域的重大问题

进行研究，推动理论创新与产业交

流为宗旨。

• 汇聚国际国内顶尖的数字产业专家，

与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今日头

条、乐视等互联网企业建立了良好

的合作关系，向学界和业界传播互

联网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趋势动态。

• 网赢天下网是专注数字产业发展的

营销智库。

• 为整个数字产业链实现用户-品牌-

市场的紧密互联提供了强有力的智

慧支持。

• 创办金鼠标数字营销大赛、TMA

移动营销大奖两项行业权威赛事，

构建更加开放连接的数字商业空间，

充分聚合互联网各方资源，打造了

高端互联网商业交流、互动、共赢

的分享平台。

• 北京智捷天成公关咨询有限公司是营

销行业专业、实效、创新的公关传播

公司。

• 汇聚强大的专家智囊团和雄厚的媒体

资源，先后服务网易、腾讯、新浪、

搜狐、阿里巴巴、人人网、和讯、百

度、京东、乐视、搜狐视频、暴风集

团、猎豹移动等知名互联网企业。

• 长期承办千人规模的大型行业会议，

如金鼠标国际数字营销节、TMA移动

营销盛典等。搭建行业高端交流和服

务平台，助力互联网企业共赢数字商

业时代。。

学术指导 承办

• 锐迷，专业的IP运营服务平台，

专注IP价值的线下变现。为IP方

提供精准宣发和变现服务，专注

将IP与线下商业结合，通过经营

IP粉丝号召力和宣发资源，为线

下合作伙伴达成品牌传播和落地

增效。

• 锐迷文化科技已为九州梦工厂、

英雄互娱、弘耀文化等IP方，以

及国美、ZOO COFFEE、野人牧

坊、小黑裙瑜伽等线下品牌伙伴

提供专业服务。



亮 点



IP持有者
超级IP版权方
潜力IP版权方
新生IP孵化方

2018大会亮点1：嘉宾规模庞大

800-1000人

IP运营者
IP生态运营方
IP内容发行方
营销代理商

泛娱乐投资方
创投集团

天使投资人

品牌方
内容广告主
产品衍生方
跨界合作方

媒体及其他
新媒体平台

自媒体
明星/网红/KOL
内容创业团队

银行业人士
国有银行

股份制银行
城商银行

营销管理团队



2018大会亮点2：发力点聚焦

峰会
洞察国内外IP发展趋势

分享IP先行者的成功经验

IP项目路演
发现和挖掘潜力IP项目
通过路演展示商业魅力

精准对接运营者或投资人

莱萌奖
集合产业链各领域专家的力量，
锻造严谨科学的IP价值评估体
系，发布『超级IP潜力榜』，
颁发『超级IP商业应用奖』

聚焦7大领域

重拳打造4大版块

文学 影视 动漫 体育 旅游金融 生活

IP市集
基于IP形象展示及衍生周边的

互动体验空间



2018大会亮点3：前期打造多场IP路演晋级赛

“超级IP潜力榜”金融×IP项目大PK，在全国多地举办路演晋级赛

每个IP项目15分钟陈述+5分钟答疑。

组委会邀请IP投资人、IP运营者组成“创投团”进行提问和评判，最终评出晋级决赛的10个项目，进入决赛巅峰之战。

每场路演晋级赛均可赢得现场注资或签订合作意向的机会。



2018大会亮点4：构建阵容强大的路演评审团/创投团

掌握营销预算
的企业/品牌主

为各行业广告
主提供营销服
务的代理公司

各行业企业/品
牌主的外脑

市场活跃度高
的泛娱乐产业
投资机构

垂直领域相
关机构

银行业
营销管理部门



• 成熟IP授权业务对接

• 潜力IP形象展示

• 新生IP形象发布

• 互动游戏与挑战环节

• IP衍生案例展示

• IP衍生消费品售卖

2018大会亮点5：现场营造IP市集



• 塔尖级与会嘉宾

颁奖盛典将汇聚了金融×IP的银行业

营销专家以及IP产业链各类专家、

学者、机构、团队等，打造泛娱乐

产业曝光度强、影响力大、活跃度

高的盛大活动。

• 权威榜单发布及奖项颁奖

『超级IP潜力榜』发布

『超级IP商业应用奖』颁奖

2018大会亮点6：隆重的莱萌奖颁奖盛典



莱萌奖
Lemon Awards



超级IP商业应用奖超级IP潜力榜

超级IP潜力榜-金融IP
超级IP潜力榜-文学IP
超级IP潜力榜-影视IP
超级IP潜力榜-动漫IP
超级IP潜力榜-体育IP
超级IP潜力榜-旅游IP
超级IP潜力榜-生活IP

案例类

企业类

人物类

超级IP商业应用-金/银/铜奖
单项奖-最佳IP衍生创作
单项奖-最佳IP品牌营销
单项奖-最佳IP创意周边
单项奖-最佳IP推广/运营
单项奖-最佳IP商业模式创新

年度优秀IP内容公司/平台
年度优秀IP运营公司
年度优秀IP跨界合作品牌

年度IP产业新锐人物
年度IP产业领军人物

聚焦金融、文学、影视、动漫、体育、旅游、生活7大领域，

致力于潜力IP价值的深度挖掘，以及对成熟IP商业应用、运营机构和贡献人物的鼓励与表彰。

榜单类

路 演 超级IP潜力榜TOP5
全场最佳人气奖



1

超级IP潜力榜

该榜单将由最具超级IP潜力的金融IP、文学IP、影视IP、动漫IP、生活IP、体育

IP、旅游IP、生活IP 7大子榜单构成，主要面向2017-2018年度尚处孕育、待开

发阶段且无版权争议的潜力IP项目。



参选资格

报送主体机构/个人须拥有IP著作的所有权或经IP著作权持有人的书面授权；所报

送IP项目需有可视化的形象或内容，IP项目应健康、积极，不允许出现暴力、色

情、反动等不当内容。



榜单&路演规则

①评审团根据评选模型针对不同领域报送的“超级IP潜力项目”，综合评选出子榜单前10-30个IP项目（视该领域报送

项目的丰富程度定）。

②组委会向子榜单优秀项目发出路演邀请，免费提供参与路演晋级赛的机会。最终选拔10强IP项目进入超级IP生态大

会的路演总决赛。

③10强IP项目在路演总决赛现场提案展示，由IP运营者、IP投资者和品牌主组成“创投团”进行现场提问和评判，最

终评选出5个年度“超级IP潜力项目”，赢得现场注资或签订合作意向的机会。

④路演总决赛现场将评出唯一1个“全场最佳人气奖”（以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为依据）。



1 2 3 4 5

内容力

IP（作品）本身的影

响力，包括内容的原

创性、作品的价值观、

作者的创作力及经验

值、团队制作的精良

度等方面。

传播力

IP在衍生过程中的话

题性和传播性，是否

具有强大的社会关注

度和用户乐于自发分

享的态度。

衍生力

IP能否衍生出多种形

式的内容、产品或形

式，为IP源增值。

创新力

IP在商业应用中是否

具有更多可创新的模

式。

变现力

IP是否具有商业价值

快速变现的能力，以

及持续变现的潜力。

评审维度



2

超级IP商业应用奖

主要针对拥有成熟的IP商业化运作经验，且已取得一定的行业影响力及市场效果

的IP应用案例、运营公司/机构/平台以及人物等，能够成为行业的标杆和典范。



案例类

 参赛资格：

大中华区（中国内地及港澳台）经国家正式批准的公司及机构均可报名参与；参赛案例必须为2017年7月1

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在大中华区创作并实施的 IP 商业应用案例，并有可量化的传播及市场效果。

 奖项设置：

A.1 金/银/铜奖（可有空缺）

A.2 单项奖：最佳IP衍生创作、最佳IP品牌营销、最佳IP创意周边、最佳IP推广/运营、最佳IP商业模式创

新（参赛公司无需报选，由评审团从最终评选出的金、银奖案例中评出，可有空缺）

A



商业应用过程中，企业产

品或推广活动与IP源结合

的紧密程度以及创造附加

值的能力。

市场表现30%

执行亮点40%

IP延展度30%

商业活动的市场效果，包

括品牌推广、销售业绩、

用户反馈、公益成就、隐

性价值等一系列效果体现。

IP衍生过程中商业模式的

创新和应用，包括一切商

业化衍生的创新内容、产

品及形式。

金/银/铜奖评审标准



基于授权IP进行的内容改编创作以及跨界衍

生形态的产出，包含但不限于影视剧、网剧

、游戏、动漫、出版、数字娱乐等，二次开

发的再生化内容能够驱动影音化、娱乐化、

数字化、电商化等领域的变现。

最佳IP品牌营销

最佳IP创意周边
最佳IP衍生创作

基于授权IP内容与（企业）品牌进行的一系

列融合性或关联性营销活动；或是，（企

业）品牌契合自身属性赋予持续的、原创

的、人格化的内容使之成为IP原力，进而进

行的一系列品牌IP化运作及营销推广。

基于授权IP内容或元素为核心衍生出的创意周边产

品，并具有销售导向的商业运营，可以是生活化、

娱乐化的次生消费品，或是具有零售体验的娱乐场

景/实体。

单项奖评审标准

最佳IP推广/运营

通过传播/经营手段（媒介或渠道），放大IP影响

力，催发IP成长/变现，实现社会价值/商业价值。

最佳IP商业模式创新

聚焦于授权IP的全产业链运营思路及商业模式的创新，

在内容融合、多媒介商业化定位及互动设计、营销推

广及变现方式等方面，拥有差异化和独特性，能够成

为行业内的标杆典范和引领者。



企业类

 奖项设置及参选要求：

2017-2018年度，已成熟运作过授权IP商业应用项目的组织机构或团体，拥有丰富的IP运营/投资经验，且

在业界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突出成绩。

B.1 年度优秀IP内容公司/平台

B.2 年度优秀IP运营公司

B.3年度优秀IP跨界合作品牌

B



人物类

 奖项设置及参选要求：

2017-2018年度，拥有资深运营/投资授权IP商业应用项目经验，且对IP产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个人。

C.1 年度IP产业新锐人物

C.2 年度IP产业领军人物

C



详细填写参赛公司基本信息，并汇总参赛作品数量。所有参赛作品内容均以PPT格式提交，并按照相应模板进行填写（详情请见PPT模板和报名

表）。

填写“作品信息表”及“作品申报PPT”

①凡参赛公司均需提供logo一份，AI以及JPG格式（如报送商业应用奖，还需提供该案例合作企业的公司logo一份）。

②参选超级IP商业应用奖-人物类奖项，需提供候选人商务照/公关照1-2张，1M以上的JPG格式。

准备辅助资料

参赛作品报送截止日期：2018年6月30日

将如上作品申报表、作品信息表以及公司logo等资料统一打包发送至组委会官方邮箱chenai@cfca.com.cn，如有特殊较大的文件，请以超大附

件发送。

参赛作品提交

参赛流程

提交参赛作品后2个工作日内，组委会将以Email方式回复参赛公司并予以核实。如未收到回复，可致电010-80864594查询作品收讫情况。

作品查询



版权事宜

 由于所有参赛作品将会对外公布与线上展示，参赛公司在参赛前应征求相关合作伙伴的同意，且保证相关素材

拥有使用版权。所有参赛作品一旦提交则视为自动同意作品交由组委会保管，组委会可将其用作研究和推广，

不属于侵权或泄密。如有不便对外公开的数据或内容，请在提交前自行删除相关内容。



Jun.六月 Jul.七月 Aug.八月 Sep.九月

7-8月
多场路演晋级赛

7月
莱萌奖评审会

May.五月

4月26日
超级IP生态大会
启动仪式

9月上旬
超级IP生态大会
暨莱萌奖颁奖盛典

Apr.四月

5-6月
莱萌奖金融×IP作品征集

参赛时间表



往届回顾





2017年9月22日
上海虹口三至喜来登大酒店

2017超级IP生态大会



5大领域

文学、影视、动漫、体育、生活

500+
泛娱乐产业精英

IP持有者、 IP运营者、 IP投资者
品牌主、专家学者、媒体人

60+
超级IP商业应用案例

300+
超级IP潜力项目

2017超级IP生态大会大数据

200+
媒体报道

50000+
受众触达



2017超级IP生态大会

京/沪多场路演晋级赛



2017超级IP生态大会

主题演讲

超级IP的9大趋势
肖明超
知萌咨询机构创办人兼
CEO、知名趋势观察家

互联网IP创业的探索与
思考
李 晗
同道大叔联合创始人&
同道文化品牌与IP商业
化运营负责人

IP生态与泛娱乐升级
张 昭
乐视影业董事长兼CEO、
新乐视上市体系CCO

艺术营销，未来的营销
趋势
张 璐
大英博物馆中国独家运
营商、品源文华联合创
始人

IP商业化&资本化进阶
秘籍
王 溢
一百亿研究所所长&和
君集团合伙人

科学评估IP内容营销ROI
王玉梅
AdMaster商务战略和创
新副总裁



2017超级IP生态大会

颁奖盛典



2017超级IP生态大会

品牌体验



2017部分获奖名单



欣雨动画-纳米核心 易动文化-美食大冒险 上海希启-24节气艺术

路德文化-ROAD FC 跑步前进-跑步前进®Bubble Run

超级IP潜力榜路演总决赛 IP5强



超级IP商业应用奖-金奖

ZOO COFFEE
熊出没5周年 x ZOO 
COFFEE 联名IP活动

网易漫画
网易漫画x麦当劳“艾
木娘の不思议之旅”

巨鲸网络科技
Gululu水精灵

蓝标数字
伊利Byebye君2017年

品牌传播项目

英扬传奇喜邑互动
国民暖男养成记——

雕牌雕兄说

时趣
ofo小黄车×小黄人跨
界合作social传播项目

吾人吾幸
黄逗菌—明星IP社会化传播

与粉丝养成Campaign

芝兰玉树
贝瓦智能衍生品：贝瓦宝
宝故事机、贝瓦魔法星



商务合作

张女士
Tel：13701212060

刘女士
Tel：13601196998

媒体合作

袁女士
Tel：010-80864579 

巴女士
Tel：010-80864595

携 手 打 造 中 国 泛 娱 乐 产 业 顶 级 盛 会

金融IP咨询

解先生
Tel：010-80864580

陈女士
Tel：010-808645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