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耕游戏分发推广领域近 10
年，福建游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一
路高歌猛进：2020年集团旗下业务
产值达 20亿元，同期增长连续三
年超 50%；与腾讯游戏、网易游戏
等上千家国内外游戏行业研发商
建立深度合作关系，服务网络遍及
全国 300 多个城市，覆盖超 1.2 亿
游戏用户。作为游戏分发领域“王
者”，游龙还不断利用影响力为行
业营造更优发展环境。

做大主业
跻身分发领域头部梯队

2009年，网络游戏持续升温，
彼时，游龙网络董事长兼CEO陈
亮还是一名热衷网游的玩家，带领
着游戏中的公会“四处征战”。这
一过程中，他也嗅到了商机。

在涉足游戏推广销售，熟悉市
场后，陈亮于 2012 年创办起游龙
网络，踩着时代网游的发展热潮，
19196手游平台、160YX网页游戏
平台等不同细分领域的游戏运营
平台接连诞生或被纳入游龙“版
图”，全平台游戏产品实现月流水
总和过亿元。

“站在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
时代风口，我们正瞄准新的发展机
遇做好转型。”陈亮介绍，近年来，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落地福州举办，
游龙网络在参会交流分享中，寻找
到了新的业务方向。

去年，公司与旗下创业孵化品
牌、福建省级重点众创空间——番
茄孵化器联动发力，建立起高效的
私域流量营销管理模式，共同构建
基于游戏上下游生态链的私域流
量全产业服务体系，并积极试水社
交电商领域。今年，该集团定位升
级为私域流量的运营服务及信息
技术的提供商。

发挥影响
打造绿色游戏圈生态

“要让行业健康发展，需要充
分发挥党组织在净化网络空间的
作用，做到线上线下相结合，既契
合网性，也坚守党性。”陈亮表示。

2018年以来，游龙网络公司党
支部牵头，动员企业党员及行业内
党员积极配合，定期开设线下课
程，开展既有“党味”又有“网味”的
活动。

“以‘绿色游戏，健康公会’为
主题，我们已在合肥、泉州、长沙、
上海、武汉、南昌等地开展大型游
戏公会线下交流会。”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交流会为广大从业者分
析国内游戏市场动向及国家相关
法规动态，宣导网络游戏审查的重
要性。同时，倡导游戏公会在人才
选育等方面应注重党性培养及思
想监督，鼓励各大公会建立党组
织，不断增强党组织活动的吸引
力。

另一方面，为营造良好发展环
境，该公司对有志于从事私域流量
创业的年轻人给予创业扶持，与
省、市多所中、高职院校达成合作，
共筑产业链、人才链、价值链。

如今，游龙网络所在的橘园
科技文化创意园也已成为文化产
业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园区与
相关院校合作，成立福州黎明职
业技术学院产业研究院、福建水
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橘园产业学
院等，着力培育输送更多优质人
才，满足园区企业发展需求。截
至目前，园区已吸引 198 家企业
入驻。

从游戏玩家到“分发王者”
游龙网络为游戏行业营造更优发展环境

本报记者 林瑞琪

网络大网络大VV走进游龙网络公司参观走进游龙网络公司参观。。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邹家骅摄邹家骅摄

【大V点评】
微博@福州头条小编 郑丹彤

从做强游戏分发到私域流量运营服务及信息技术的提供
商，游龙网路善于抢占“风口”，把握机遇，实现更好发展。在
这一过程中，游龙网络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将自身影响力化
为了行业健康发展的积极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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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报火警、拔插头、接水灭火
……月初，重庆一名4岁男孩教科
书式自救灭火的视频登上微博热
搜。“我在宝宝巴士上看到，着火
了就要打 119……”男孩在事后接
受采访时说。

视频里，男孩独自在家玩耍，
面对电器突然起火，他立即拨打
火警电话，清楚说出住址。报警
后，见火势变大，他又关掉开关，

拔下插头，用桶接水灭火。因处
置及时，火势没有蔓延，男孩也未
受伤。

作为全球领先的儿童启蒙数
字内容提供商，宝宝巴士股份有
限公司已累计服务全球 5亿家庭
用户。面对庞大的受众群体，如
何把安全故事讲到宝宝心坎上？

“好听、好看、好玩。”这是该公司
联合创始人卢学明给出的答案。

“我们持续研发和制作音频、
视频、互动APP等形式产品，基本
涵盖孩子们能接触的电子产品，
伴随着5G、物联网技术发展，这些
产品未来还将‘无边界’适配。”卢
学明介绍，在借助数字技术多元
呈现的同时，宝宝巴士还“请来”
可爱的卡通人物。目前，该公司
已打造“奇奇”“妙妙”“超级宝贝
JoJo”等 IP形象，用孩子们乐于接

受的方式讲好故事。
在丰富的呈现形式背后，更

蕴含着专业的内容设计。“我们根
据国家发布的《0~6岁儿童学习与
发展指南》，围绕健康、语言、社
会、科学、艺术五个领域设计内
容，并请儿童心理学、教育学专家
提供指导，帮助父母更好地去哄
娃、育娃。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
发，宝宝巴士第一时间加入抗疫
队伍，在春节期间赶制《宝宝预
防新冠肺炎》等 5集动画视频、40
多条音频，在“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作为精华课程重点推荐。疫
情期间，宝宝巴士还免费授权
《奇妙汉字》等 9 部动画片共计
186集至福建省广电系统进行公
益展播。

此外，宝宝巴士还把搭载将
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融入产
品，如《奇妙传统节日》《小豚识
字》等APP产品；《中华节日》《中
华美食》《古诗国学》等一系列儿
歌动画产品。值得一提的是，其

中还有不少福建、福州元素。“作
为成长在福州的企业，我们也把
本土的物产与文化向世界传递。”
卢学明说。

目前，宝宝巴士已发布超过
200款APP、2500多集儿歌动画视
频、5000多期国学故事等，面向全
球 16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 12个
语言版本。

“福州十分重视发展文化和
软件产业，近年来持续加大对企
业的扶持力度，产业氛围异常浓
厚。”卢学明说。在宝宝巴士所在
的海峡创意产业园，园区搭建起
以设计、互联网应用、广告传媒三
大类业态为主的生态平台，吸引
101家企业入驻，既有知名设计机
构及业内领军企业，也有园区孵
化的新兴生力军。

“依托海峡创意产业园、大榕
树文化创意产业园等载体，我们
不断培育壮大文化产业龙头企
业，推动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实现
文创产业百花齐放。”仓山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

向全球亿万家庭传递优质科学文化知识

听宝宝巴士讲“宝宝故事”
本报记者 林瑞琪

宝宝巴士里有不少可爱的卡通形象宝宝巴士里有不少可爱的卡通形象。（。（宝宝巴士供图宝宝巴士供图））

【大V点评】
微博@福州身边事儿小编王庸

宝宝巴士在内容创作方面秉承专业主义，在表现形式上结
合新媒体、新技术做好创新，让优质的科学知识与文化故事更
广、更深地传播，影响深远。

本报讯（记者 黄凌）为更好推
动我市文化产业发展，充分发挥优
秀文化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由市
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福州市第三
届“文化企业十强”和“最具潜力文
化企业”评选工作日前结束。宝宝
巴士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获
评“文化企业十强”，3家企业获评

“最具潜力文化企业”。
本次评选综合考量了申报文

化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其中，“文化企业十强”参评企业
涵盖数字内容、工艺美术、文化创
意及现代媒体、文化旅游、文化装
备生产等类别。对申报“最具潜
力文化企业”的企业，增加“发展

潜力”指标考核。
经过资格初审和专家评审，获

评“文化企业十强”的有：宝宝巴士
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游龙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闽侯闽兴编织品有限公
司、福建汇益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德
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
建葫芦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福

州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福
州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福建坤
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福州和
声钢琴股份有限公司；获评“最具潜
力文化企业”的为福建畅玩网络有
限公司、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和福州来玩互娱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以上排名均不分先后）。

近期，市委宣传部组织市级
媒体和“网络大V”分别走访上述
13 家企业，开展“V 观福州·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行”采访活动。即
日起，本报将陆续推出“福州市第
三届‘文化企业十强’和‘最具潜
力文化企业’巡礼”系列报道，敬
请关注。

我市第三届“文化企业十强”揭晓
另外3家企业获评“最具潜力”

本报讯（记者 林瑞琪）24日，
在位于闽清县七叠温泉的福州国
际温泉旅游节暨 2021闽清温泉啤
酒节现场，处处可见拿着手机直播
的网红，热情洋溢地向网友推介闽
清温泉与特色农产品。这是不少
主播在闽清县自媒体协会成立后
的首秀。

就在前一日，全省首个县级自
媒体协会——闽清县自媒体协会
宣布成立。协会由闽清县委网信
办组织部分网络企业发起，首批会
员既有企业、单位，也有闽清本土

的“主播”“网红”，共计70余家（名）
会员。

闽清作为省定农产品主产区，
农特产品丰富且优质，但此前的推
广销售一直有“养在深闺人未识”
的烦恼。“这些年，直播、短视频热
度越来越高，县里涌现出不少能人
主播，走出了一条新路。”闽清县自
媒体协会副会长杨小浪说。

江和清是闽清梅溪的橄榄种
植大户，也是坐拥 9万粉丝的抖音
账号“江和清农场”的运营者，去年
试水短视频带货以来，他探索出了

橄榄等苗木销售的新模式。“以前
卖苗木，是担到市场上卖，能卖多
少全看运气。”江和清说，如今他在
抖音上用视频展示苗木品质，客户
网上下单，按需挖苗木邮寄，销售
到浙江、广西、广东等地，收入也从
几万元倍增至几十万元。

脐橙种植好手、帮父母卖茶油
的家庭主妇、自家产蜂蜜的农户
……在这个新成立的协会中，有不
少能人，还有不少是今年以来，闽
清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毕业”的
优秀学员。

“在成立协会前，大家没有什
么交集，协会成立后，我们希望能
促进会员间、行业间的业务和技术
交流，组织更多合作，集合大家力
量传播礼乐闽清的好人文、好产
品、好风光。”刚当选协会会长的夏
荣表示。

协会成立当天，闽清县委网信
办还同绿色金融（福州）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泉州市丰泽区闽清商
会、闽清县自媒体协会等签订了网
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将
多方合力推动网络助农。

“近年来，闽清本土自媒体行业
发展势头强劲，我们在借助自媒体
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礼乐闽清知名度
的同时，也将对自媒体队伍规范管
理。”闽清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网信
办主任陈军辉表示，成立协会旨在
引导广大自媒体人士和网民积极参
与县域网络生态综合治理，共建网
络文明，营造清朗空间，同时学习掌
握网络宣传营销新技能，讲好闽清
故事，传播闽清好声音，推介闽清好
人文好产品好风光，助力乡村振兴，
为建设幸福新闽清贡献力量。

“村播”“网红”有了自己的“家”
闽清成立全省首个县级自媒体协会

致力婴幼儿家庭早教指导志愿服务

“福宝贝·亲子驿站”
将拓展到五城区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记者从24日召开
福州市早期教育指导服务工作推进会上获悉，
致力0~3岁婴幼儿家庭早教指导志愿服务的

“福宝贝·亲子驿站”项目有望从现在鼓楼、晋
安的20个社区拓展到五城区的50个社区。

2020年以来，市妇联、市计生协联合开展
了早教指导服务工作，把托育服务与托幼行业
相融合，将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指导服务向
社区、家庭延伸，探索形成了“政府引导、多元
参与、社会运营、专业支撑、普惠优质”的早教
发展模式。我市在全省创办了首个集指导、研
究、培训、服务、交流等为一体的早教指导服务
中心，在全国首创入户早教指导师职业技能培
训体系，目前已培训入户早教指导师持证人员
1168人，培训在校大学生1030人。在鼓楼区、
晋安区20个社区“福宝贝·亲子驿站”推出公益
早教项目，累计开展公益性早教指导服务180
余场次，近2万名家长受益。

记者还了解到，到 2025年，我市每个县
（市）区将至少建成 1个达标规范、功能完善
的优生优育（或早教）指导中心，有条件的社
区（村居）均建有 1个“福宝贝亲子驿站”，每
个乡镇（街道）至少建设 1个“向日葵亲子小
屋”。力争到 2025年末，宣传服务婴幼儿家
庭总数占当年新生儿人数的80%以上。

昨日下午，福州第三十中联合仓山区教
育局、区委文明办等，在仓山区台屿农家书
屋举办“诵名家经典，养浩然正气”中华美文
经典诵读活动，该校400多名师生参与。

本报记者石美祥摄

美文经典诵读
走进农家书屋

长乐美食将上央视
本报讯（记者 余少林 见习记者 林榕

昇）长乐鱼丸、章鱼黑叉烧、鸡汤汆海蚌、红
糟烤鳗鱼等长乐美食，将透过央视的镜头呈
现在全国观众面前。为进一步挖掘传承长
乐美食文化，全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昨
日上午，长乐区在营前街道长安村举行央视
《味道》栏目组走进长乐开机仪式。

《味道》是央视科教频道创办的一档美食
文化探索类的全媒体品牌栏目，栏目的定位是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
忆”，运用轻松活泼的语态，寻找原生态的特色
美食，展示地域风情，传播中华美食文化。栏
目开播以来，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并赢得了广泛
的好评。此次，栏目组将分赴长乐多个乡镇
（街道），拍摄漳港海蚌、长乐鱼丸等长乐美食，
发掘属于长乐地域特色的舌尖味道，用镜头述
说独具魅力的长乐文化和长乐故事。

长乐区相关领导表示，通过央视《味道》
栏目，进一步促进长乐饮食文化和特色品牌
的传承与发展，更好地宣传长乐，讲好长乐
故事，提升长乐影响力。

马尾万洋众创城通公交了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 通讯员 王彦）

记者 24日获悉，公交 355路快线进行了线路
优化调整，增设西亭康城站，方便了福州（马
尾）万洋众创城员工出行。355路快线往返
于火车站南广场和琅岐公交总站。

在亭江，福州（马尾）万洋众创城致力于
打造新一代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一期A地块
厂房已建成且即将投入使用。此前，马尾区
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现场调研万洋众创城，
针对园区发展、员工出行难等诉求，着力解
决人才招聘、公交配套等问题。随后马尾区
交通局协调市道运中心及闽运公交公司，于
11月 16日调整优化 355快线，增设站点，方
便企业员工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