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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虎添翼：
游戏教父西门孟加盟金科文化

       9月1日，游戏界资深人士西门孟正式加盟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金科国际（香港）CEO

兼广州金科资深副总裁，主要负责海外优质游戏和IP的引进工作，并为公司管理提供战略支持。

公司要闻公司要闻

       从台湾到美国硅谷，又从美国来到中国上海，其在美国、日本及中国游戏行业已深耕34年。

       西门孟从14岁开始编程到22岁独立完成六款原创产品的制作与发行，从一个游戏技术人转变成了一个大

师级的专业游戏制作人，再到游戏公司创始人。在这三十余年间，西门孟曾先后在索尼(Sony)、美国艺电

(EA)、日本卡普空(Capcom)、雅塔利(Atari)等国际知名游戏公司担任要职，制作了多款风靡全球经年不衰

的游戏佳作，包括《麦登足球》（John Madden Football）、《试驾》（Test Drive）系列、街霸系列、

兔 宝 宝 赛 车 、 热 力 排 球 ( B e a c h  V o l l e y b a l l  O n l i n e ) 、 越 野 狂 飙 ( G o G o  R a c e r ) 及 卡 通 方 程 式

(Formula Cartoon)等。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其参与研发的殿堂级游戏《街头霸王》。《街头霸王》是西

门孟在日本Capcom公司时推出的游戏，堪称格斗游戏的始祖。《街头霸王》作为第一款强调人人对战格斗

游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它受欢迎的盛况可谓万人空巷：几乎所有的大小街机厅都会摆满《街霸》，甚至

厅外都站满了排队的人。

       除海外游戏大厂的赫赫战绩之外，西门孟在国内市场同样拥有10余年的管理与创业经验，对国内游戏市

场有其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2003年，著名游戏公司盛大网络并购了西门孟在美国硅谷创办的Zona.Inc公司，西门孟也因此成为了

游戏教父西门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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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负责其游戏的研发和制作。在盛大期间，他负责盛大的海外商务

引入，引入了知名游戏《龙与地下城Online》。

        2014年5月，西门孟加盟乐逗游戏担任副总裁，负责海外商务业务。任职期间，他不仅帮助乐逗游戏成

功拿下了《纪念碑谷》、《快乐点点消》、《梦幻花园》、《梦幻家园》、《喵星大作战》、《全球行动》

和《小动物之星》等多款精品产品，还一举促成了乐逗与mail.ru旗下游戏品牌My.games的战略合作，

mail.ru作为俄罗斯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拥有俄罗斯最大的互联网门户网站之一Mail.Ru和两大平台包括

俄语社交网络VK和OK，此举进一步完善了乐逗游戏海外发行网络，有效地促进了其国际化布局。

  此外，西门孟还是IGDA (国际游戏开发者协会) 上海分会的发起人、并担任上海戏剧学院的客座教授、

上海世博会美国虚拟馆馆长。

       三十余年的游戏生涯，游戏技术、专业游戏制作、商务运营的全业态经验，西门孟始终追求精品之作，

深谙“用心的产品才能运营长远”之道。正如其对引入海外产品所一贯坚持的朴素的准则一样，“把西方成

功的游戏带到中国来，让它在中国成功，我们还没有经验把不成功的游戏带来中国来让它成功的……”。

  “金科文化旗下‘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是为数不多的运营了10年依然活跃在全球游戏下载前10的IP，在打

造IP精品游戏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和丰富的经验，其研发的《会说话的汤姆猫》、《我的汤姆猫》、《汤姆猫

跑酷》等手游无一不是精良之作，金科文化的精耕细作使其每年研发上线的产品数量远少于国内其他游戏厂

商，但金科文化的IP游戏产品一经发行，便成为了经典产品。其对IP的长线运营理念与长期坚持研发精品游

戏，是我个人非常欣赏的地方，很荣幸加入其中，也希望与金科文化一起共同做大其线上移动应用业务。”

西门孟表示。

  金科文化围绕以“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系列IP已发行并上线了《会说话的汤姆猫》、《我的汤姆猫》、

《我的安吉拉》、《汤姆猫跑酷》、《我的汤姆猫2》、《汤姆猫总动员》等二十余款精品游戏，其IP系列

游戏产品累计下载量超过130亿次，月活跃用户数4.1亿次。今年6月12日，金科文化在全球应用市场上线的

新一代电子宠物类游戏《汤姆猫总动员》，该产品上线第二天即登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免费游戏下载榜单前

十，并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iOS角色扮演类游戏中下载排名第一。据移动市场数据供应商App Annie统

计，《汤姆猫总动员》在上线后的6、7月份连续位居全球iOS及Google Play游戏下载量第一。其新产品的

优异表现再次彰显了金科文化在休闲游戏领域的强大号召力。

  “基于精品化研发、IP长周期运营以及对用户需求的深刻理解等核心价值理念的趋同，以及西门孟先生

所拥有的丰富的国际知名游戏厂商的管理经验及行业资源优势，西门孟先生此次受邀加盟公司，一方面，将

帮助公司引进更多海内外优秀产品，丰富公司的游戏产品线，提升公司发行能力；另一方面，西门孟先生将

凭借其宝贵的管理经验帮助公司导入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国际大厂的研运机制，进一步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金科文化内部人士称。

同一价值观的召唤

公司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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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15日，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656，以下简称“金科股份”）旗下上海

金科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文旅”）IP开发部总经理施骏杰及IP总监胡荟莹一行到访金

科文化，探讨IP结合文旅开发新业态以及互惠共赢的产业合作模式。浙江金科汤姆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

陈佩卿接待来访并参与交流。

       金科文旅是国内知名地产品牌金科股份旗下全资子公司。施总表示，金科股份经过20余年创新发展，形

成了以民生地产开发、科技产业投资运营、生活服务、文旅康养等多元化产业协同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连

续多年跻身“中国企业500强”、 “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A股10强”。近年来，金科股份十分注重文化旅游、

新兴商业、康养社区等业务板块与国际国内顶级IP的深度合作，通过子公司金科文旅先后开创了金科国际旅

游度假区、金科未来物种公园、金科乐方等多层级的文旅产品线，打造具有文化创意的城市未来综合体验区。

而金科文化旗下国际知名IP“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巨大流量及成功的IP线下业态运营

经验，此次到访希望在文旅项目开发中与金科文化强强联手，将“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这个顶级国际IP与

金科文商旅几大产品线充分融合，重构文旅产业新价值。

金科文旅到访金科文化
探讨“IP+文旅”新业态

新一代城市文商旅综合体

金科未来物种公园

公司要闻



公司要闻

金科文化2020年半年度会议圆满召开

       6月20日，金科文化2020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在绍兴上虞雷迪森酒店隆重召开。本次会议以“规范与突破”

为主题，采用了专题会议和集中大会的形式。集团董事长朱志刚、金科文化董事长王健、金科文化CEO张维

璋等高层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公司各职能管理中心、各事业群负责人以及相关骨干管理人员，共同参加会

议。

       作为重要议程之一，在业务专题会议上，公司各职能管理中心和各事业群先后汇报了2020年上半年度工

作完成情况以及下半年度工作计划，朱董针对各部门工作逐一进行点评，同时强调了需要重点把握的问题。

现场，朱董和王董还带头签署了《廉洁自律承诺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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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文化CEO-张维璋

金科文化董事长-王健

       在集中大会上，金科文化CEO张维璋从“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何抵达”四

个问题层层推进，总结了在全球化经营下，“规范与突破”对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同

时强调各事业群必须严格落实“设目标、控进度、抓考评、理规范”的理念，鼓励一线业务员工参与决策，

各职能中心要增强服务意思，全员努力践行4个要求的指导：目标需有方向感、团结需有认同感、取舍需有责

任感、责任需有使命感。

       金科文化董事长王健在发言中提到，在复杂的客观环境下，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主体业务基本保持稳定，

公司接下来将在战略层面调整节奏，通过打磨更加优秀的产品作为突破的关键，从而适应不同的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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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董事长-朱志刚

       在总结发言中，集团董事长朱志刚指出，公司上下要统一思想，坚定线上以游戏业务为核心，线下以授

权业务为主体的战略方向。同时强调，一是要学习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要求全员勤俭节约，警惕浮躁心态，

落实资源优化与精细分配；二是重视内部规范化管理，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完善管理制度，中高层干部要

重视计划、重视执行、重视民主、集思广益、听取意见，鼓励内部自我革命与突破；三是要重视人才体系的

打造，海内外各子公司要全面贯彻董事会的既定战略目标，并保持视野的前瞻性；四是要坚持以文化引领公

司的运行与发展，进一步挖掘公司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并真正落到实处、落到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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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文化再获版号，
休闲游戏领域持续扩张

       疫情期间，以游戏为代表的线上娱乐激增，催生了”宅经济“，同时也满足了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成

为线下社交的重要替代品。受益于宅家期间的亲子效应，金科文化旗下的“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系列手游

实现了从产品流水到活跃用户的高增长，彰显了“汤姆猫”IP 在其受众人群中的深远影响力。

   “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产品全线上扬，除了特殊情况加成之外，更离不开背后的“大家长”金科文化

对“汤姆猫” IP 长期而持续的投入。以汤姆猫 IP 为载体，金科文化通过游戏、影视、衍生品授权等多元化

的业务，构建起了汤姆猫家族生态圈，为整个 2019 年画下了完美的句号。同时，《我的汤姆猫 2》于不久

前喜提版号，这个利好也将继续推动金科文化深耕在休闲游戏领域，助力公司在 2020 年完成新一波的业务

扩张。

硕果累累，坚定转型大放异彩

       以全资收购汤姆猫系列研发商Outfit7等互联网公司为起点，金科文化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化工企业的转

型，在全球移动互联网文化产业体系展开深入布局。回首过去一年，金科文化秉承该理念坚定转型，以完备

的 IP 生态在游戏行业大放异彩。

  金科文化全资子公司Outfit 7荣膺2019年全球游戏开发商下载量排名第五的殊荣，而旗下“会说话

的汤姆猫家族” IP 全球下载量超过120亿人次，月活跃用户超过3.7亿，再一次展现了这个世界一流IP历经

10年时间淬炼的强势地位。

  另一方面，凭借“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强大的号召力，金科文化成功跻身为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的主力

军团之一，在 2019 年度斩获了包括“年度人气IP类游戏奖”、“年度最佳休闲游戏”等游戏行业十余项大

奖，获得了业界的高度认可，体现了金科文化在游戏行业领先的综合整体实力。



公司要闻公司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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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IP生态，高品质铸好未来

       从 2019 年佳绩频出到 2020 年以《我的汤姆猫2》为起点强化休闲游戏领域的布局，这反映出金科文

化自转型以来，坚定跟随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大趋势，立足于“会说话的汤姆猫”IP 生态圈，线上线下两手抓，

以精品意识发展壮大汤姆猫家族商业版图的决心。与此同时，这一系列实践和举措，也将为金科文化铸就更

好的未来，为游戏行业发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喜提版号，深化休闲游戏布局

       2019 年取得的荣耀和成绩，凸显了金科文化以精品化思维专注打造 IP 生态的决心，为金科文化在游戏

行业赢得了关键的一席。而在 2020 年，金科文化蓄势待发，以《我的汤姆猫2》为起点，开启了全新的征程。

  今年 3 月，金科文化全资子公司 Outfit7 的优秀作品《我的汤姆猫2》顺利获得了国家相关部门批准的

版号，即将与国内广大玩家见面。作为"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经典 IP 的升级，《我的汤姆猫2》用养成玩

法进行了全新包装，不仅对游戏中 Q 萌角色形象进行了全新塑造，还增加了多种有趣的互动模式和丰富的益

智小游戏，让玩家充分体验到与萌宠互动的畅快乐趣。

  无论是忠于 IP 的特色，还是对游戏玩法的焕新，《我的汤姆猫2》完成了对汤姆猫家族的全新拓展尝试。

因此，《我的汤姆猫2》在海外市场已经先声夺人，积累了超高人气。数据显示，该作的全球下载量已经超

过了 6 亿次，月活超 7000万用户，使其荣膺 2019 年海外热门游戏之选。

  《我的汤姆猫2》正式拿到版号入驻国内市场，进一步壮大了汤姆猫家族在国内的影响力之余，同时基

于其在国内全年龄段的强势覆盖，无疑也将继续推动金科文化在休闲游戏领域布局，强化其在该领域的的龙

头地位。



10周年！
会说话的汤姆猫生日快乐！

       还记得10年前的今天吗？一只会模仿人说话的电子宠物猫，当你在屏幕上触摸它或给它挠痒痒时，它马

上会发出声音互动回应，它还可以用有趣的声音模仿人们说话和唱歌。

  那就是我——风靡全球的“会说话的汤姆猫”，我10岁啦~~

  8月18日是我的生日(如果你不知道，那我只能说这一届的小伙伴不行哦！)

       一路走来，你真的了解我吗？

       我知道自己之所以这么魅力十足并深得朋友们的

喜爱，是因为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让大家开心，我的个

性与我出生的季节一样，魅力四射、活力无限！我是

天生的娱乐者，我对冒险有着飞蛾扑火般的疯狂，我

不喜欢失败，也不喜欢抱怨，我拥有自己的梦想，我

是会说话的家族的领导者。在一天结束之时，我总会

充满自信，但绝不会傲慢；我活得轻松自在，无需说

大话自作聪明。

    “无论如何，我总是给自己留点时间微笑，享受

自我！我就是汤姆猫，这本身就非常酷！”

       作为小寿星，我要感谢大家多年的喜爱和支持！

       我的故事仍将延续，我们期待下一个十年。

公司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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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我生日快乐！——会说话的汤姆猫



公司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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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FIT7 CELEBRATES 10 YEARS OF TALKING TOM
Outfit7庆祝“会说话的汤姆猫”诞生十周年！

       今夏，Outfit7热烈庆祝了“会说话的汤姆”诞生10周年！2010年7月，伴随着首款手机游戏《会说话

的汤姆猫》的发布，“会说话的汤姆猫”首次亮相全球。一经问世，这只搞怪生动的猫咪就俘虏了众多玩家

的心，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小明星”。十年后，汤姆猫的热度依然不减，“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系列游

戏下载量已达到130亿次。为纪念这一里程碑，Outfit7邀请“汤姆猫”的粉丝们参加2020年7月20日至

7月30日的"POK-A-TOM"特别挑战活动：在10天内完成点击汤姆猫100亿次的壮举。

       这场10周年纪念活动在最具人气的四个游戏——《会说话的汤姆猫》《我的汤姆猫》《我的汤姆猫2》

和《汤姆猫总动员》中举行。活动期间，点击次数将同步显示在Outfit7官网页面上。挑战结束后，如果达到

100亿的目标点击量，每个玩家将被赠予一个超豪华的游戏礼包。点击量越高，奖励越丰厚！

       "自2010年以来，粉丝们热衷与游戏中的汤姆猫进行互动，汤姆猫被点击的次数，数都数不清。"Outfit7

的首席执行官钱信宇说到，“每月有4亿用户玩我们游戏，我们由衷希望这些粉丝能够用他们最喜爱的方式

参与到庆典活动中来，与汤姆猫一起收获快乐，收获奖励。”

       在这十年间，我们所热爱的角色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汤姆猫和他的朋友们组成的“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

IP，已拥有23款主题手机游戏，相关视频内容也已超过650亿次的浏览量。同时，《会说话的汤姆猫》主题

大电影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发中。《会说话的汤姆猫》游戏更是被评为安卓“有史以来下载次数最多的游戏”

之一。而这一切的成功无不基于一件事——用户们对汤姆猫真切的喜欢和热爱。



TALKING TOM AND FRIENDS



寓教于乐
智创家庭幸福

我 们 的 使 命

MISS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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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代模拟宠物养成游戏《汤姆猫总动员》惊喜报道！你有试过一次养6个宠物吗？集合6位“汤姆猫家

族”成员，让它们住在同一屋檐下，你需要给它们喂食，给它们洗澡，满足它们的心愿！还可以帮助会说话

的汤姆猫和他的好朋友们提升技能！这6位萌趣可爱的成员之间，会发生什么奇妙的趣味碰撞呢？

21

《汤姆猫总动员》：一款汇聚
全球粉丝宠爱的休闲模拟类游戏，
你玩了吗？

有一种童年记忆叫“会说话的汤姆猫”，

有一种友情叫汤姆猫家族，

有一种快乐叫汤姆猫家族游戏！

      “会说话的汤姆猫”IP系列产品遵循的宗旨是“寓教于乐、休闲益智、精益求精”，汤姆猫家族的每一

个成员，都有着自己的性格特征和喜好。这个IP经历长时间的沉淀和进化，又一次在全球范围内彰显了其强

大的影响力，多年来积累了不少玩家群体，新作推出后果然很受欢迎。

  这款集休闲游戏的玩法、模拟养成的核心机制、多个人气IP角色的聚合为一体的《汤姆猫总动员》在推

出不足1月之内，其全球累计下载突破6900万次，首测当月即成为全球移动游戏下载榜榜首，拿下了全球下

载量的月冠军。根据Sensor Tower商店情报数据显示，印度是该游戏第一大市场，贡献了20.2%的下载量；

其次是巴西市场，占9.6%。在德国、意大利、巴西、俄罗斯等国都是下载量冠军。



22

业务速递

Hi~

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

      《汤姆猫总动员》养成角色数量被扩充到6名，包括了汤姆猫IP旗下最受欢迎的核心角色，汤姆猫、安吉拉、

汉克狗、金杰猫、狗狗本，还有新加入的贝卡兔，前五个角色已经在全球积累了超高的人气，已被玩家广为熟

知。而新成员贝卡兔的到来，给这个人气大家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全新角色贝卡兔是一只可爱兔子，热爱学

习，喜欢交朋友。

       这是金科文化首次在一个作品中集结了多个IP角色，让养成玩法更加丰富多样化。玩家可以通过培养家庭

成员，照顾家庭成员中每一位角色，去解锁更多的互动模式和场景模式，让你可以更真实的参与到汤姆猫家族

的友居生活，共同见证小伙伴们的进步，分享他们快乐温馨的相处时光！

       7月，全球热门游戏下载排行榜与上月相比，《汤姆猫总动员》下载热度不减，依然稳坐 Top 1 宝座。

       同时，经过10年IP沉淀后，目前所有汤姆猫家族系列游戏总和数据，全球总下载130亿次，全球月活

（MAU）4.1亿次。

（注：下载量仅统计App Store和Google Play，不包括中国及其他地区第三方安卓市场。）



       小朋友、大朋友的暑假生活已经过半啦！一年中，最热的时刻已然来临。不管怎样，你们终于有了自

由可支配的时间啦！推荐这款制作精良、画面精美的养成游戏《汤姆猫总动员》，小伙伴们可以在iOS应用

商店、oppo应用商店、vivo应用商店、小米应用商店、4399游戏平台、uc应用商店、金立应用商店、魅

族应用商店、taptap游戏平台、好游快爆游戏平台以及金科官网等渠道进行下载！

这个模拟养成游戏有着超乎想象的全新玩法！一定要亲身体验一下！

       另一款IP新品《汤姆猫飞车》也已上线，让我们畅享油门到底的极速漂移！各位车手们，赛场见！

精彩预告

业务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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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TOM’S
COMING TO NINTENDO SWITCH
AND XBOX ONE!
会说话的汤姆猫即将登陆任天堂
Switch和Xbox One！ 

       Talking Tom Candy Run is now available on console –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You can 

now join Talking Tom and his friends on their SWEETEST adventure yet on Nintendo Switch and

Xbox One.

       Get ready to chase Roy Rakoon and get back your stolen candy. To double your fun, grab 

a friend and play the game in the even sweeter split-screen race mode.

       S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Talking Tom Candy Run is available now on Xbox One and 

Nintendo Switch!

       有史以来第一次！《汤姆猫糖果跑酷》游戏主机版现已推出啦！现在，你可以在任天堂Switch和Xbox One

上，与汤姆猫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参加趣味横生的甜蜜冒险啦~快准备好追上浣熊大盗，拿回你被偷的糖果吧。

       友情提示：带上朋友，在更甜蜜的分屏竞赛模式中玩游戏，快乐加倍哦~还在等什么呢？快来Xbox One

和任天堂 Switch上畅玩《汤姆猫糖果跑酷》吧！



汤姆猫家族携手OPPO
暑期狂欢派对嗨翻全场啦！

       炎热夏日席卷而来！面对火辣的艳阳，小伙伴们一颗颗躁动的心在热浪中无处安放？无奈只好选择宅在

家里和空调、西瓜、WiFi相伴，白白浪费了难得的暑期大好时光。汤姆猫邀请你出门快乐玩耍啦。为了回馈

汤姆猫的粉丝，8月15-16日，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携手OPPO广州正佳超旗舰店打造了一个暑期夏日狂欢派

对的活动。本次活动中，精心设计一系列好玩有趣的互动游戏，也准备了丰富的好礼。激情盛夏，清爽一下。

       与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来一场破次元壁的见面会，活动期间，前往OPPO广州正佳旗舰店就能加入“会

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的欢乐派对！暑期狂欢派对分为四个区域，分别是超Q萌的汤姆猫家族合拍点，灯光设

计和角度参数都是经过精心设置，打造完美拍照视觉，随时随地拍出美照即可分享社交网站上，充分满足年

轻人的分享欲。除此之外还有“快乐飞行棋”和“汤姆猫小圆桌”等两个强互动性的小游戏区域，游戏简单

易上手，参与了就有机会领取精美周边；最受瞩目和欢迎的游戏竞技区域，玩家可以客串一下作为竞技选手

的感觉。

01  破次元壁，与汤姆猫相约暑期狂欢派对

业务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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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游戏竞技赛，激情一夏赢豪礼！

       玩家可现场报名参与“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旗下的游戏竞技比赛，客串一下游戏竞技选手这个

角色，体验游戏竞技带来的刺激和欢乐！《汤姆猫跑酷》、《汤姆猫飞车》两款游戏的竞技赛分别于8月

15、16日下午正式开启。比赛还为获胜者准备了丰厚豪礼，报名参赛，将OPPO手机领回家！

       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这个IP经历了10年沉淀，全球下载量超过130亿人次，月活跃用户超过4.1亿，

人气依旧火爆。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本次携手OPPO打造了一个专属于羊城的暑期狂欢派对，乐趣十足

的互动游戏和海量福利豪礼，进一步拉近了玩家与品牌之间的距离，让双方获得更多线上线下的全方位

互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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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文化旗下《我的汤姆猫2》
携手小米游戏玩转儿童节

       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终于到了。在这个以童趣为基调的节日里，金科文化旗下精品手游《我的汤姆猫2》

携手小米游戏带来了精彩的活动与丰富的福利，希望不论是可爱的小朋友们还是童心未泯的大朋友们，都能

找到属于自己那份纯粹的快乐。

    《我的汤姆猫2》是由金科文化旗下全资子公司Outfit7重磅打造的养成类手游。该游戏凭借其Q萌的画

面风格、多样的场景变换和有趣的交互模式，已俘获了海内外大批玩家。2018年，《我的汤姆猫2》iOS版

本在全球发布时，便拿下了96个国家免费下载榜游戏之首，截止5月31日累计全球下载量超过6亿次，月活

用户超7000万人次！

       鉴于《我的汤姆猫2》在全球范围内的超高人气，2020年5月26日至6月7日，《我的汤姆猫2》与小米

游戏开启品牌联动，在线上与线下为玩家与米粉带来三大活动与福利。现在，就去小米游戏中心“偶遇”汤

姆猫，让六一更加精彩！

       人气超高的《我的汤姆猫2》此次重磅来袭，游戏更加Q萌和精致，画风不断地贴靠年轻玩家的审美，玩

法也更加丰富和拥有更高的耐玩度，玩家可以体验到更富有立体感的养成乐趣；游戏中还添加了包括弹弓射

击、打雪仗、消消乐等热门主流的休闲游戏玩法，趣味加码。如今，《我的汤姆猫2》也终于在小米游戏中

心华丽升级，热潮延续！



业务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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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Children'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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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除了好玩以外，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系列手游确实也是不少玩家“手游生涯”的启蒙作之一。

其第一代产品《会说话的汤姆猫》自2010年上线即火爆全球，是当年全球App Store下载量第一的移动应

用。此后，“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的创作者Outfit7有意识地将“一只猫”逐渐打造成一个家族及一个IP

孵化系统，并且也赋予了这个家族所有成员鲜明的个性特征。在玩法形式上也融入了更多休闲品类的玩法，

其2013年上线的《我的汤姆猫》为全球虚拟宠物游戏品类设定了一个全新标准，一经上线即在106个国家的

iOS游戏下载榜单中位居第一，并在2014-2017年连续4年稳居全球iOS及Google Play的游戏下载TOP10

榜单。其续作《我的汤姆猫2》以全新的3D卡通风格、全面升级的养成玩法于2018年11月全球上线，上线

当天荣获苹果App Store今日游戏推荐，超114个国家和地区iOS游戏榜单前十，再度引发全球粉丝们的重

点关注。

       此次，最新升级的《我的汤姆猫2》携手小米游戏，相信将在这个充满欢乐的节日里给不少玩家带来更

多惊喜。



汤姆猫亲子乐园发力奔跑，
10月三家新店盛大开业！
IP线下产业又迎新商机

      “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室内亲子主题乐园分别于10月11日和10月25日在宁波北仑富邦广场店、佛山

桂城天河城店和山东日照万平口店盛大开业。金科文化CEO张维璋、上海捞鱼CEO李刚、上海捞鱼CFO雷弢等高

层齐聚新店，参加了隆重的剪彩仪式。

       疫情期间，线下商业受到影响，随着疫情逐步被控制，消费行业加快了复工复产的步伐，同时线下亲子娱

乐消费市场也迎来了新一波需求释放。金科文化于3月27日率先恢复杭州门店营业，严格把关防疫工作，加强

门店精细化运营管理。随后各地门店陆续开业，均呈现稳中有升的喜人态势。

       借疫情复苏后的新消费浪潮，金科文化更是稳步推进门店扩张。本月开业的三家门店，大家先来了解一下

吧。

汤姆猫亲子乐园｜宁波北仑富邦广场店

       宁波首家汤姆猫亲子乐园占地面积近2000平米，作为金科文化汤姆猫亲子乐园业态全新升级的乐园3.0版

本，宁波北仑富邦广场店在汤姆猫亲子乐园2.0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场景体验升级与玩法创新。甜蜜温馨的马

卡龙色系与宫廷风格的首次碰撞，为整个乐园营造了富有童趣的沉浸式宫廷场景。此外，金科文化亲子乐园运

业务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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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猫亲子乐园｜佛山桂城天河城店

汤姆猫亲子乐园｜山东日照万平口店

营团队结合金科文化旗下全球知名IP“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五大经典IP角色个性，打造了多个奇思妙想的

欢乐空间，囊括了竞技迷宫城堡、彩虹滑梯、高科技互动体感区、亲子电玩区、建筑工地、手动小火车、赛

车道等超过二十个趣味益智的游玩项目，其中，首次引入的13米跨层大空间淘气堡，创造性地将各趣味玩点

与三维空间进行穿插结合，为亲子用户带来高质量、沉浸式的娱乐感官体验。

       汤姆猫亲子乐园佛山桂城天河城店地处佛山桂城核心商圈天河购物中心，交通便利，附近三公里生活圈

可辐射400,000+人口。门店占地1500余方，汤姆猫亲子乐园运营团队通过场景体验、角色引导、游戏互动、

课程植入等多维度实现金科文化“寓教于乐 智创家庭幸福”这一核心理念的 360 度全景呈现。

       店内分低幼区、职业体验区、淘气堡、多媒体交互等多个区域，同时还配有餐吧、母婴室和纪念品商店，

为游玩的家长和孩子提供一站式的沉浸其中的游玩新选择。

       汤姆猫亲子乐园山东日照万平口店是金科文化

携手山东省日照市城投集团，共同打造的汤姆猫亲

子乐园，该店落地于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万平口景

区内，是集游乐、益智、运动、探险、互动、教育

于一体的综合亲子乐园。



       2018年以来，金科文化围绕其全栖IP生态运营战略，先后在合肥、绍兴、杭州三地热门商圈开设了三家

汤姆猫亲子乐园，并深受当地亲子家庭喜爱与好评。其中，2019年12月开业的汤姆猫亲子乐园杭州龙湖紫

荆天街店，长期位列大众点评西湖区儿童乐园评价榜、环境榜、趣味榜与服务榜等榜单TOP1，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与品牌影响力。在良好的口碑效应、成熟的运营机制及优异的财务模型下，金科文化旗下汤姆猫

亲子乐园业态迅速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城市合伙人。其中，此次开业的三家门店即为金科文化与城市合伙人联

手推出的汤姆猫亲子乐园合伙人店。

      作为金科文化“打造汤姆猫全栖IP生态 建设汤姆猫亲子生活品牌”战略的重要一环，汤姆猫亲子乐园未

来仍将通过“直营店+合伙人店”的双轮驱动模式，加速汤姆猫亲子乐园业态在国内大中城市的规模化布局，

为打造强势的汤姆猫亲子生活品牌持续助力。

业务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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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丰富的功能区划定，山东日照万平口店创造性地把乐园的空间扩展到了户外的亲水平台上，在这里

除了可以看到美丽的海景，还能体验到吹泡泡、望远镜观察和水炮射击这些游玩项目，让游玩的乐趣不再限

于室内，让孩子的天性自由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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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长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位于羊城广州，是一支有较高专业化水平和丰富实战经验的精英团队。旗下

拥有【智达屋】和【乐哆哆】两大品牌，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安装及服务运营于一体，致力于打造

让孩子“玩乐中学习，快乐中成长”的新型益智游乐项目。拥有【孩子王】、【亲子城堡】、【七巧国】等

众多合作伙伴。

      【会说话的汤姆猫】自2010年发布首款移动应用以来，IP系列移动应用在全球休闲移动市场持续处于领

先地位。截至目前，IP系列移动应用全球累计下载量超130亿次，月活用户达4.1亿。6月12日发布的最新应

       7月29日，【金科文化X广东长信】

合作签约仪式在金科文化广州分公司顺利

举行。广州金科文化科技有限公司CEO柏

翔、广东长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何

衍柳到场出席签约仪式。

达成IP合作，
共同深挖静态游乐设施市场

【金科文化 x 广东长信】

图左：广州金科文化科技有限公司CEO柏翔

图右：广东长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衍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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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汤姆猫总动员》，截止6月30日全球下载量便超6900万次。

       过去十年间，【汤姆猫】从单个游戏IP，孵化成以“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为核心的全栖IP，不断丰富

IP形象和产品形态，形成丰富、立体的IP矩阵；持续深化在移动应用、动漫影视、衍生品、教育、亲子乐园

等产业的IP布局。先后与阿里巴巴、腾讯企鹅童话、网易《我的世界》、麦当劳、浦发银行、杭州地铁等开

展深入的IP授权合作，在IP品牌运营等方面持续提升竞争力，成就了知名IP强强联手的业内多个经典案例。

       此次跨界合作，双方将共同开发汤姆猫系列静态游乐设备，包括鱼池、沙桌、游戏桌等游乐家具产品，

投放市场。这个时代，品牌即价值、IP即生产力，这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有识之士的共识。【汤姆猫】遇上

【广东长信】，IP赋能商业，又会碰出怎样的火花，值得期待！



       金秋十月，金科文化旗下IP“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携千余款商品强势登陆亮相LEC全球授权展·上海站

以及上海CLE中国国际品牌授权展。在先后两次国际IP授权展会中，“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均受到了广泛

关注，也给展区带来了非一般的活力。

       经典IP“会说话的汤姆猫”早在10年前就已风靡全球。为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会说话的狗狗本”、

“会说话的安吉拉”、“会说话的汉克狗”和“会说话的金杰猫”等系列形象应运而生。随着2020年金科文

化“解锁”全新角色“会说话的贝卡兔”，“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成为集“经典性”与“年轻化”为一体

的代表性IP。

       作为一家对IP产业具有前瞻性的国际企业，金科文化始终坚持围绕“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在线上

移动应用、动漫影视业务等方面持续输出优质内容；在IP衍生品、IP授权业务等领域更是取得了傲人成绩。

       仅2020年上半年，金科文化便已达成生活、娱乐、教育等多项IP授权合作业务，推出300余个SKU产品。

与米奇运动、Lilbetter、小探路者、中国邮政、浦发银行等知名品牌的强强联合更是给业内IP价值变现提供

了优秀的合作案例。

       十月亮相于两次展会的除了IP家族形象，还有通过自主研发、IP授权开发等方式推出的周边毛绒玩具、

环保洗护、创意家居、潮流穿搭、儿童教育产品等多个品类超1,000个SKU的产品，满足不同生活场景下的

多元化消费需求。多样性的产品、巨大的IP商业潜力与不断创新的授权合作理念，使金科文化的两次参展均

受到了业内人士和意向合作者的高度关注。

       把握时代风向，不断创新IP授权合作新模式，金科文化期待借助更多合作契机，与优秀的合作伙伴一起

搭乘时代的IP巨舰，共赢向上。

“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焕新亮相
全球授权业顶尖双展会，
活力开启IP授权新时代

业务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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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酒店集团“签手”金科文化，
汤姆猫亲子主题房、
主题餐厅引爆你的童趣梦！

       今年年初，开元酒店集团成功“签手”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集团旗下宁波九龙湖开元度假村隆重推

出了以“汤姆猫IP形象”为主题的趣味亲子房和餐厅。可爱的IP形象和创意的室内设计完美引爆了每位家长

和孩子的童真梦。

       冒险乐观的经典汤姆猫，优雅自信的安吉拉、睿智的狗狗本、淘气可爱的金杰猫、呆萌的汉克狗 ……

经典IP形象齐聚九龙湖开元度假村，让每个童真之梦都有爱的栖息地。

小朋友心中最酷的汤姆猫主题房，

和善良的汤姆猫一起玩

保你度过一个愉快又轻松的周末假期哟！

童趣梦想开始的地方

卡通可爱的亲子床、儿童靠枕

床单、装饰物，用具也都是“安吉拉粉”哦~

36



汤姆猫卡通亲子餐厅

美食、玩具应有尽有

有汤姆猫与伙伴们相伴

让食物“秀色可餐”

汤姆猫卡通走道

充满童趣充满爱

SWEET HOME

业务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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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汤姆猫，想必大家对“会说话的汤姆猫”不陌生。这只灰白相间、长相傻气中带着点幽默的猫会在

你的手机屏幕上摇头晃脑，用搞笑的奇特口吻重复你说过的每一句话，用尖锐的声音和有些做作的态度惹你

发笑。他爱冒险、勇敢、幽默、梦想家的形象让全球用户对它欲罢不能。不知不觉间，这只猫带着整个家族

已经陪伴了人们10年。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不外乎我喜欢你，你也恰好喜欢我。带着诚挚的本心与热忱【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

携手【LUCKYSAC懒人沙发】推出汤姆猫系列懒人沙发十周年款。

当汤姆猫遇见懒人沙发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520汤姆猫遇见懒人沙发

       颜色的深或浅，都不过是种定义，而你手上，有我一

见倾心的蓝调。

陪伴的本质是，无需朝夕相见

仍能感觉到，你在左右



       汤姆猫系列豆袋沙发：绒麻布磨毛面料，照顾你每一寸肌肤的感受，包裹式随意靠背，立体饱满，支撑

力十足，为你的背脊健康护航。

       汤姆猫系列太空豆：精选水晶超柔面料采用独特“零重力释压设计，有效分散身体各处压力，延长深度

午休时间，让你睡出满满元气。

       汤姆猫系列火箭+大脸猫：造型圆润柔和，营造舒适轻盈感，流动粒子强力支撑点，稳稳承托身体每一

个细胞，支撑力十足，翻身0噪音，让你安享静谧熟睡。

       汤姆猫系列靠背儿童沙发：饱满填充物，外柔内弹，带来双重靠感，深度缓解脊柱压力，四面立体透气

网，内部空气自由流通，不闷热也不易滋生细菌。

业务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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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TOM AND FRIENDS
SEASON 5 IS HERE!
《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
第五季来啦！
       We’ve seen our favorite friends launch (and lose) companies, create world-bending inv-

entions, travel into space, cross dimensions, battle villains, save the planet, and you know what?

Things are about to get even more exciting as… SEASON 5 KICKS OFF TODAY ON YOUTUBE!

       The brand new season of Talking Tom and Friends has landed and it’s packed with all-new 

surprises, drama, and fun! Talking Hank’s got a date (his first EVER). Talking Angela’s got a 

new roommate. And Talking Tom has… A new neighbor! Can the friends trust this mysterious

 new guy, or is everything about to spiral out of control?!

       Find out in Talking Tom and Friends Season 5. Friendship never ends! Watch the first episode

NOW!

       在前四季中，我们和汤姆猫家族的小伙伴一起经历了许多惊险有趣的事。我们见证了这群亲爱的伙伴们

创办公司，失去公司；创造扭曲世界的发明；进入太空旅行；跨越时间空间；也与恶棍战斗，拯救地球……

想知道汤姆猫和他的朋友们又遇到了什么事吗？令人兴奋的消息来了~5月8日，《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系

列动画第五季在YouTube上播出啦！

       全新一季的《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已重磅登陆YouTube！比起前四季，第五季的剧情将更加有趣充满

惊喜——汉克狗拥有了他第一次约会；安吉拉也有了新室友；汤姆猫则将迎来他的神秘新邻居……朋友们能

信任这个神秘的新人吗？他的到来会带来新的危机吗？

       快来《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第五季中寻找答案！感受汤姆猫和朋友们的“神仙”友谊吧！



TALKING TOM AND FRIENDS



正心诚信  稳健精进
惠人达己  卓越创新

我 们 的 价 值 观

VALU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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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光予爱，与你同行
积极助力公益事业
金科文化筑梦不负芳华

       编者：感恩感谢爱心人士们为公益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同时感召社会上的各界
爱心人士加入公益事业，为公益献出自己的爱心，让爱的种子生根发芽。

金科文化 X 爱佑慈善基金会 “季风行动”员工义卖会完美落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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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下一粒种子，收获一片生机；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片希望。2020年9月11日，以“季风行动”为主

题的金科文化 X 爱佑慈善基金会员工义卖会完美收官，最终创下交易126件物品的纪录，除此之外，还有很

多伙伴选择直接线上捐款。

      本次义卖活动旨在号召金科文化全体员工通过爱心商品义卖的方式传播公益力量。义卖所筹善款将全部

捐赠给爱佑慈善基金会病患孤儿疗养项目，为天使宝宝们送去温暖。在金科文化COO朱恬女士捐赠了价值上

千元闲置物品的带领下，员工们也纷纷积极响应，拿出自己的闲置物品交易，大家无私的贡献使这场义卖变

得妙趣横生。

       在活动大厅，琳琅满目的义卖品在摊位上一字排开，有电子产品、书籍、生活用品、母婴产品、饰品、

毛绒玩具等，这些义卖物品全部来自金科文化员工们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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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伴们也纷纷表示，这次义卖活动非常有意义，既将家中闲置物品完成了再利用，又能奉献自己的爱

心。Leo说：“这个活动本身就是公益性的，即便没有这种义卖方式，直接捐赠也会参与的，因为我个人也

曾受益于国家大学生助学贷款政策从而顺利完成学业，所以经常参加公益活动，比如滴水筹之类的，而且这

次义卖活动中的东西正好也是我需要的，所以何乐而不为呢！”橘子姐姐也表示：“自己的团队从最初的捐

赠排行榜末尾一跃成为了捐赠之首，一方面体现了团队的进取精神，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另一方面

这次活动也非常有趣，不仅让大家养成断舍离的好习惯，而且还能资源共享，奉献爱心！”

       爱无尽，心启程。慈善的大爱正越来越多地照耀人们的心灵，

点亮他人的希望。正如金科文化的CEO张维璋先生所言“善，不

分先后，也不分大小。”金科文化作为社会的一员，坚持从自身

做起，鼓励员工积极投入到慈善队伍之中，鼎力支持各项志愿活

动的开展。

       让每一个孩子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份梦想都乘风
远航，聚爱于心，助困于行。

金科文化 X 爱佑慈善基金会的爱心活动暂告一段落

感谢所有人的善意付出

是你们的爱让世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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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文化助力四川小金县 高原上开出金苹果乐园

       在四川省小金县木栏村，随处可见浙江援川工作的成果。小金县地处川藏高原，因其日夜温差大、光照

时间长以及病虫害少等特点，苹果成为该县的四大产业之一。其中，沃日镇木栏村是小金苹果的产区核心区，

年产量高达1200万斤。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中，这里变成了一个高原上的青苹果乐园。

       金科文化已经连续3年助力四川小金苹果，每年的苹果销售也离不开两地供销社搭建的电商平台，更离

不开各地的“消费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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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中秋不太一样，公司行政部准备了两款特别的礼物给我司员工和客户，一款是和顽皮联名的魔

方款，一款是与中国邮政合作的汤姆猫10周年定制款。

中秋月圆，与你共享美好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