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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9.41亿元
同比增长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7.07亿元
同比增长39.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1.35亿元
同比增长5.47%

金科汤姆猫2021年年报发布

稳中有进·蓄势未来

营收净利双增长，综合实力稳步提升

其中海外市场贡献营收14.36亿元
占营收比重为74%

2021年，公司成功入选中国互联网综合实力前

百家企业榜59位。

2010-2021年，公司汤姆猫家族IP系列游戏连续十一

年稳居全球热门游戏下载前十榜单。



主营业务创新破局，核心IP价值凸显

全球化战略再提速，海外收入增长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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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美好而行 | 汤姆猫发布

《2021年社会责任报告》

         2022年4月25日晚，公司发布了《2021年社会责任报告》。该报告从党建引

领、稳健运营、抗击疫情、人才建设、行业发展、环境友好、共同富裕等多维

度系统阐述了公司2021年在推动企业绿色健康发展、共创美好家园、促进社会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实践与成效。

      《2021年社会责任报告》是公司对外发布的首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展现了

汤姆猫作为移动互联网企业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发展理念。在着眼于整体业务

稳健增长的同时，公司积极探索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与此同时，公司也希望通过多层次的合规披露全方位展示企业文化与企业价值

观，持续向社会各界展现公司在践行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过程中

的积极作为与责任担当。

       报告显示，自2018年以来，公司持续完善了以上市公司党委、总部与子公

司党支部为核心的企业党组织建设工作，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公司始终以党

建引领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为原则，积极推进主营业务发展、员工持股计划实

施等重点工作。

本期特稿 SPECIAL REPORT07



      报告显示，公司持续贯彻“寓教于乐，智创家庭幸福”的使命，通过产品内容

开发、核心价值传递、用户隐私保护、实名认证等方面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

2021年，公司完善升级了网络游戏防沉迷体系，对未成年人的消费、隐私、健

康等方面制定了严格的保护措施，形成了以游戏实名认证、限制消费、适龄提示

引导、禁止收集、使用未成年人用户信息等机制相结合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为

少年儿童构筑清朗健康网络成长环境。

      此外，在“惠人达己”的企业价值观和责任初心的引领下，2021年，公司积

极投身公益事业，通过志愿活动、慈善捐赠、支援抗疫等多种方式，携手企事业

单位、公益组织，持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推动企业发展和社会福祉的深度融合。

在疫情防控方面，公司及旗下子公司严格落实、落细当地疫情防控各项部署要求，

并建立了公司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机制。在此基础上，公司主动组织志愿队伍、

捐赠抗疫物资，公司多名党员职工深入抗疫一线参与支援防疫工作，在全国多地

疫情攻坚战中贡献了企业力量。在公益慈善方面，公司凭借一直以来的卓越影响

力和行业领导力，持续以慈善捐款、消费扶贫、爱心助学等多种方式助力社会发

展，彰显企业担当。

 

     未来，汤姆猫将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并以此为起点，

进一步树立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建立有

效的社会责任沟通机制，以责任理念引领企业不断成长，持续为社会各界创造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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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3月国内游戏厂商出海手游的

TOP10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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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 预见未来：2022元宇宙应用场景”

金科汤姆猫受邀参加元宇宙三十人论坛

-- 闭门研讨会 --

        2022年2月26日，由元宇宙三十人论坛主办的“预见未

来：2022元宇宙应用场景”闭门研讨会在杭州召开。金

科汤姆猫CEO张维璋、Outfit7公司CEO钱信宇与浙江省

原 政 协 副 主 席 、 原 杭 州 市 市 长 张 鸿 铭 ， 浙 江 大 学

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导王锐，西湖大学副

校长仇旻，元宇宙三十人论坛执行秘书长徐远龙等一众专

家学者、产业领袖共同受邀参加主题研讨会。会议现场，

与会嘉宾就“元宇宙”在不同领域中的实际运用分享了各

自观点，并对未来元宇宙的应用场景进行了解读与展望。

【元宇宙三十人论坛】

    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数字经济领域综合性智库平台。联合各

领域具有前瞻性及探索精神的科学家、经济学家、产业专家、

企业家共同发起。论坛汇集了来自全球政府机关、研究机构

和商业机构的中坚力量，围绕中国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

焦点问题，每年组织前沿课题研究，定期召开闭门研讨会、大型

峰会、国际交流会等，余形成高质量研究成果，出版系列图书。

论坛致力于推动中国与全球元宇宙产业创新实践，为中国经

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以及探索数字时代的全球治理做出贡献。



【会议精彩观点】

1、大家对于元宇宙已开始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对某些方向上的业务将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2、元宇宙不是人为构建出来的数字化世界，它本身就在那儿，我们不推动它，这一天也会来

3、内容行业更多的是可以浮在各个平台上的，从投资确定性角度来讲，内容可兼容匹配

不同平台，反而确定性是更强的

4、内容与硬件、平台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未来设备到一定量之后，想要带动平台

的繁荣就需要更多优质的内容方带动更多的用户活跃，之后进一步地促进硬件/平台的发展

5、元宇宙的构建过程中，我们要承担社会责任，强调科技向善

1、元宇宙有六大技术支撑，从场景应用的角度来看很有前景

2、成为元宇宙中心，杭州是有基础、有条件的，杭州的中心现在已慢慢从消费互联网转向工

业互联网、物联网，希望未来打造元宇宙中心不光是注重消费领域，更要与生产领域结合起来

3、现在一些企业已经在元宇宙概念上产出部分成果，如果元宇宙能在文旅、教育、直播等

场景上有更大突破就会给业界更多的信心

1、元宇宙是一个产业链，系统层面、软件层面等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企业参与进来

2、手机制造业当初就是忽视了硬件的发展导致处处发展受限，所以元宇宙的最初发展阶段

要把从最基础的硬件、元器件到系统层面这一系列都规划进去，这对中国在元宇宙世界上

占有一席之地会有很大的优势

1、元宇宙行业现在已经形成遍地开花的大好局势

2、中美对于“记录”的区别以及NFT对传播的作用

3、文化未来的传播方式会更偏向于数字化

4、梦想架构师这个职业会在未来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5、未来社交、娱乐、购物和创造等场景都会因元宇宙而重构

6、预测在今年或明年，元宇宙会带给人们更好的体验和更多的工具

浙江省原政协副主席、原杭州市市长

张鸿铭

西湖大学副校长

仇旻

民生研究院元宇宙首席分析师

马天诣

金科汤姆猫CEO

张维璋



Company News13 本期特稿

金科汤姆猫及其子公司

应邀入选多家权威元宇宙机构

“元宇宙是利用科技手段进行链接与创造的，与现实世界映射与交互的虚拟世界，具备新型社会体系

的数字生活空间。”

                                                     ——北京大学陈刚教授、董浩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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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2月22日，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元宇宙产业委员会第一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暨第二届元

宇宙产业论坛圆满举办。经会议选举，浙江金科汤姆猫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当选常务副主任委

员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同志亲自批示、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批准成

立、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业务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登记注册的中国移

动通信领域唯一一家全国性的社会团体。

 

       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元宇宙产业委员会于2021年10月15日获批成立，致力于推动元宇宙产业

健康持续发展。元宇宙产业委员会筹建和成立过程得到了科技部原副部长、著名数字经济专家吴

忠泽等专家的大力支持。

           2022年3月25日，广州元宇宙创新联盟揭牌成立仪式在广州市南沙区顺利举行。会上，金科

汤姆猫旗下全资子公司广州金科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金科”）与科大讯飞华南公

司、奥飞数据、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广州市智能软件产业研究院等多家大湾区知名企业和研

究机构共同当选为广州元宇宙创新联盟首批成员。

         广州元宇宙创新联盟是在广州市科技局、广州市南沙区政府指导下，由网易智企、三七互娱、空

间智能公司宸境科技等广州市数字经济领域标杆企业共同发起设立，旨在依托成员单位在数字经

济领域的产业优势，围绕5G、VR/AR、区块链等智能技术，以高端化、专业化、实体化的原则打

造元宇宙产业发展桥梁纽带，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以及创新链与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的

深层次融合，构建广州元宇宙产业发展平台。

金科汤姆猫当选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元宇宙产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单位

广州元宇宙创新联盟揭牌成立   广州金科应邀入选首批成员单位

2 0 2 1 年 ， 公 司 成 功 入 选 中 国 互 联 网 综 合 实 力 前 百 家 企 业 榜 5 9 位 。 同 时 ， 截 至 2 0 2 1 年 ， 公 司 汤 姆 猫 家 族 I P 系 列 游

戏 连 续 十 一 年 稳 居 全 球 休 闲 游 戏 市 场 前 十 。

2 . 阳 春 三 月 ， 珠 海 乐 士 文 化 区 【 童 珍 互 动 空 间 】 推 出 汤 姆 猫 家 族 · 春 夏 游 园 主 题 活 动 ， 丰 富 的 亲 子 互 动 游 戏 吸 引 了

众 多 家 庭 参 加 ， 也 留 下 了 一 幅 幅 珍 贵 的 春 日 成 长 影 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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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顶流回归！
会说话的狗狗本登顶多国应用总榜

        2022年初，北美网络播主以UGC的方式在

YouTube平台发布了其试玩《Talking Ben the 

Dog》的游戏过程。视频中，“退休化学教授

狗狗本”在电话交流中“煞有其事”地回答了

播主的若干问题，憨态可掬的角色形象和生动

的交互玩法为其视频带来了大量人气，游戏相

关视频已在其YouTube官方平台突破300万的

观看数，并在Instagram、Twitter、snapchat

等海外主流社交平台掀起交互热潮。

      2022年2月，汤姆猫家族IP系列产品成员《

Talking Ben the Dog》（中译：《会说话的狗

狗本》）热度一路飙升，并连续排名欧美多个

地区iOS 免费应用总榜前列，并在2月19日、2

月20日登顶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

多个国家和地区iOS应用总榜第一。



       截至2月23日，七麦数据全球榜单显示，《Talking 

Ben the Dog》仍占据美国、俄罗斯、英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爱尔兰、芬兰、挪威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

前五。短时间内，狗狗本凭借毛茸茸的可爱福瑞形象与

逼真的交互效果在多个圈层引发虚实交互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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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截取自七麦数据）

（图片截取自七麦数据）

        事实上，自首款产品《会说话的汤姆猫》问世至今，

金科汤姆猫旗下“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人物化性格特

征和交互优势在系列游戏中尽数体现。近几年，公司在坚

守产品品质同时，积极着力于交互体验升级，并通过技术

革新和内容创新进一步发挥汤姆猫家族IP交互陪伴优势。

公司分别于2020与2021年推出的《汤姆猫总动员》《我

的安吉拉2》两款养成创新佳作，不仅融合多元素玩法，

提高了玩家游戏自由度，更进一步升级了交互陪伴与沉浸

式体验。2021年下半年，公司海外子公司推出了Game-

Bud Talking Tom语音智能交互玩伴，该智能产品可以与

《汤姆猫跑酷》《汤姆猫英雄跑酷》等游戏产品进行链接，

拥有游戏陪玩、实时交流、语音互动等多个功能。

 

       此外，公司持续通过技术与硬件设施的迭代与优化、

互联网新平台的推广应用不断强化IP交互优势，拓展IP应

用场景，提升用户与IP之间的互动与体验。目前，金科汤

姆猫已在抖音平台举办了汤姆猫虚拟IP直播尝试，未来公

司仍将积极结合互联网新技术，以更多品质内容与创新产

品，满足用户参与、互动、交流等多个维度的情感需求，

向全球粉丝传递无界快乐。

       作为一款上线于2011年的作品，《Talking Ben the 

Dog》沿用了风靡全球的现象级之作《Talking Tom Cat》（

中译：《会说话的汤姆猫》）的交互特点，并通过场景和

人物设定丰富了狗狗本的性格特征以及角色魅力。逼真、搞

笑的互动和朋友般的交流陪伴让这款游戏跨越11年，再

次成为talking交互领域的顶流，持续为全球用户带来欢乐。



光链

金科汤姆猫上线数字资产经营平台“光链”
打造数字生态新格局

        金科汤姆猫全资子公司广州金

科于4月8日正式上线了数字资产经

营平台“光链”，上线首日以火爆

的话题度和抢购热潮成功开启了平

台数字生态新格局。这意味着公司

将正式进入数字资产全新赛道，并

以优质内容创作者、数字资产平台

搭建者的双重身份打造更广阔的生

态应用场景和数字文创体验新业态。

    据悉，“光链”依托金科汤姆猫

在全球范围内的品牌影响力、内容

创作实力以及公司在IP全球化运营、

研运技术等领域的核心优势，以完

善的区块链技术支持和成熟的商业

模式为数字版权的生产、保护、交

易全流程赋能，为个人艺术家、企业

品牌IP等内容发行以及数字藏品爱

好者搭建数字资产体验、交互、价值

流转的枢纽与桥梁。

     平台首发当日，光链推出了以“

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为主题的

“超级英雄汤姆猫”、“休闲装安

吉拉”、“休闲装狗狗本”以及“

汤姆猫西游系列盲盒”四款超人气

角色数字藏品，一上线即售罄。创

新的造型设计、传统文化与角色形

象的完美融合加之汤姆猫家族IP的

庞大的品牌影响力和用户基数，使

汤姆猫主题数字艺术作品吸引了多

人在线抢购。此番抢购热潮不仅再

度证实了汤姆猫家族IP的爆发力，

也为优质内容的价值升级、文化艺

术的载体创新以及文创产业的数字

化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增量探索。

        此次“光链”平台的发布，是金科

汤姆猫在全球化数字经济浪潮和文化

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下，兼顾内容价

值、消费新体验、数字版权与文化创

意市场发展趋势的创新业务尝试。后

续，金科汤姆猫旗下“光链”平台

也将进一步融合VR、AR等虚拟混合现实

技术，让数字藏品植入数字化场景应

用，探索数字资产的多场景流动，挖

掘数字资产的潜在价值。同时，公司

也将充分利用数字文化领域先行者优

势为品牌、内容创作者和数字艺术家

持续赋能，助力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化

破局。

17 Company News 公司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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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趣链科技到访金科汤姆猫现场交流学习照片)

        4月7日，趣链科技数字创新事业部总经理李吉明博士

一行到访金科汤姆猫总部参观交流，公司CEO张维璋、

COO张正锋等管理层接待来访并开展交流。

    杭州趣链科技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区块链技术及解

决方案供应商，旗下产品已广泛应用于金融、民生、政

务、司法、能源、制造等多个关键领域，已服务了住建

部、审计署、工信部、国家市监局、中国人民银行、四

大行总行、沪深交易所、主流股份制商业银行、国家电

网以及地方政府等上百家重要组织和机构，并参与制定

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近百项。

     金科汤姆猫CEO张维璋先生对趣链科技的到访表示热

烈欢迎，并向趣链科技管理层介绍了公司围绕“会说话

的汤姆猫家族”IP的全栖IP生态运营战略、公司在全球休

闲移动应用市场所取得的领先地位以及公司未来发展规

划等相关事项。

         交流会上，趣链科技数字创新事业部总经理李吉明

博士一行肯定了金科汤姆猫在数字文化行业的内容实

力，对公司在数字文化产业方面所做的贡献和取得的成

绩给予了高度认可。双方还就区块链技术赋能数字经济

的发展、助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展开了深入交

流，对未来元宇宙等第三代互联网发展趋势下双方如何

更好得发挥数字技术及内容优势交换了意见和想法，并

表明了对未来合作的高度期待。

趣链科技到访金科汤姆猫参观交流 
共话数字经济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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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每日经济新闻》两会特别企划官方海报)

    两会期间，权威财经媒体《每日经济新闻》推出

特别策划——“踔厉奋发·企业家建言两会”活动，

邀请各领域众多知名企业家代表，分享真知灼见。

金科汤姆猫受邀参与建言，和众多优秀同仁一道关

注经济发展热点，建言产业布局蓝图。

《每日经济新闻》两会特别策划 
 金科汤姆猫受邀建言

数字经济与数字文化的蓬勃发展正深刻地改变着

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金科汤姆猫深耕家庭娱

乐和亲子互动类移动应用市场十余年，打造了“

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这一全球知名IP，拥有优

质数字文化产品的研发与运营实力。近年来，公

司以“寓教于乐，智创家庭幸福”为使命，深耕

优质内容的同时，积极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

文化消费业态。未来，公司将利用旗下优质内容

，进一步结合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等新兴技术，为用户提供沉浸式体验的优质文

化产品。期待国家不断完善与落地有利于数字文

化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激发数字文化市场

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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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业务负责人到访交流)

国家（杭州）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业务负责人
到访金科汤姆猫指导调研

       为推进数字技术与优质内容深度融

合，促进国家数字文创产业优化提升，

2022年3月30日，国家（杭州）新型互

联网交换中心运营主体——浙江省新型

互联网交换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王馨怡女

士到访金科汤姆猫参观调研。

      国家（杭州）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

是工信部批复的第一个新型互联网交换

中心试点，是汇集各类互联网企业互联

互通的基础平台，具备“一点接入、多

点连通”优势。作为国家级网络关键基础设施，国家（杭州）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全面承接国家层面网络架构优化调整

思路，汇聚行业创新发展要素，合力打造多方互利共赢环境，助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交流会上，双方就金科汤姆猫围绕“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线上线下业务开展情况、互联网创新业务布局以及如何

依托各自技术和内容优势，共同构建内容引领、技术驱动、平台支撑的数字文创产业新格局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2021年以来，金科汤姆猫通过在虚拟IP直播、NFT数字藏品、VR游戏、脑机接口等领域的前期探索与落地，打破线上

线下内容体验边界，满足了新时代消费群体更高品质文化需求，进一步助推数字技术与文化创意深度融合。

      在此次交流会上，双方在如何更好在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发挥我国海量数据的优势、打造具有丰富生态的新

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助力数字中国建设等方面交换了想法和意见。



“彩虹汤姆猫”
快手账号百万粉丝达成！



TALKING TOM & FRIENDS

BUSINESS UPDATES
业务速递

22



23 Business Updates 业务速递

拓展发行业务 
金科汤姆猫与世嘉「SONIC DASH」
系列产品签署独家代理协议

金科汤姆猫获得全球知名游戏发行商、研发商世嘉公司（以下简称

“世嘉”）旗下王牌IP索尼克的跑酷游戏《SonicDash: Endless Ru-

       nning(暂译名：音速快跑)》《Sonic Dash 2: Sonic Boom（暂译

         名：音速快跑2）》在中国大陆的独家代理运营权，届时，两款

       游戏在中国大陆上线的iOS和Android版均由金科汤姆猫负责独家

   发行与运营。这一举动也标志着公司线上移动应用增量业务的蓄势

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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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公司成功引进的《音速快跑（暂译）》

《音速快跑2（暂译）》，是由世嘉旗下的

HARDlight围绕刺猬索尼克IP开发的跑酷精品游

戏，该系列游戏成功沿袭了“刺猬索尼克”产

品经典的跳跃和翻滚躲避障玩法机制，其首作

《音速快跑（暂译）》自2013年3月全球发行

以来，受到了大量玩家及行业媒体的一致赞

誉。精美的画面、匠心独具的关卡设计以及简

单易上手的操作方式使音速快跑系列将“刺猬索

尼克”IP的口碑人气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截至

2021年9月，《音速快跑》（暂译）全球下载

量已超5亿次，是索尼克IP系列作品中下载量最

高的游戏产品之一。其续作《音速快跑2》沿用

索尼克系列动漫《Sonic Boom》的人物及关卡

设定，并在前作玩法框架基础上创新添加竞赛

模式和多人合作模式，故事形式与竞速元素的

完美融合使该游戏再度成为焦点。发行6年内，

《音速快跑2》在全球iOS渠道的下载量已超1.4

亿次。

        作为全球领先的休闲游戏研发商，金科汤姆

猫深耕休闲游戏领域11年，在打造精品游戏标

杆、IP长周期运营以及游戏行业发展趋势洞察

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丰富的经验。在全球虚

拟宠物养成、跑酷品类领域更是拥有领先的市

场地位，是全球前三大的跑酷品牌之一。其中，

汤姆猫家族IP旗下经典跑酷力作《汤姆猫跑酷》

上线5年，全球累计下载量已超过16亿次，是

中国2018年、2019年月活跃用户数前十的游戏

产品之一。

       此次取得世嘉《音速快跑》《音速快跑2》

的中国地区独代权，是金科汤姆猫在拓展发行

业务方向上迈进的重要一步，为公司进一步丰

富旗下精品游戏产品线以及发力移动应用业务

第二增长曲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公司

也将充分运用跑酷品类成熟运营经验，通过立

体化营销、定制化渠道、本地化运营等方式向海

内外高品质游戏展现中国市场潜力，为未来合

作发展打开更多可能性，促进全球游戏行业融

合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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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产游戏审批停发8个多月后，4月11日，国家新闻

出版署官方公示了2022年首批国产网络游戏审批信息，

本批次共计45款游戏获批，其中移动游戏共计39款，金

科汤姆猫旗下《弹弹奇妙冒险》位列其中。首批国产网络

游戏版号的下发，意味着国内游戏审批的逐步恢复，同

时也为金科汤姆猫丰富的产品品类和高质创新之作打开

了国内市场的广阔舞台。

    

2022年首批国产网络游戏版号公布 
金科汤姆猫旗下《弹弹奇妙冒险》顺利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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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汤姆猫继续从事
网络出版服务申请获批 依法合规从事游戏出版

      国家新闻出版署于4月下发批复文件，同意金科汤姆猫旗下子公司杭

州哲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继续从事网络出版服务，业务范围为“网络游

戏出版”。

       2016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布了《网络

出版服务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了网络游戏、动漫、音视频读物等

数字化产品的出版与前置审批机制。根据该规定，网络游戏出版单位取

得《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是其依法合规进行网络出版业务的前置条件。

为此，杭州哲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响应主管部门依法合规从

事网络游戏出版业务的号召，及时按照规定向主管部门申请《网络出

版服务许可证》并获得批准。

 

       此次《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的获批，意味着公司继续拥有网络游

戏出版必备的合法资质。未来，公司将顺应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依

托互联网出版业务资质，持续精进主营业务，为全球用户打造更多高

品质的游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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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猫跑酷》携手小鹏汽车
智创家庭娱乐出行

      2022年3月，金科汤姆猫与中国领先的智能电动汽

车制造商小鹏汽车达成合作，公司旗下人气跑酷精品

手游《汤姆猫跑酷》于今日正式登陆小鹏汽车P5、

G3i、G3等多种车型车载应用商店，以趣味盎然的跑

酷体验和多样化内容玩法丰富用户出行生活，共创家

庭娱乐出行新方式。

     小鹏汽车自创立以来致力于通过科技创新，做“未

来出行探索者”，坚持全栈自主研发智能辅助驾驶软

件和开发核心硬件，引领未来出行变革，为用户带来

卓越的智能驾乘体验。小鹏智能座舱的车载开放应用

市场，搭载了满足全方位娱乐、生活、工作需求的广

泛应用生态。作为率先开放硬件的车载应用生态，它

可以通过外接设备，让用户在车内一展歌喉，也可以

在大屏上来一场竞速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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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金科汤姆猫旗下明星力作之一，《汤姆猫跑酷》

以操作简单、趣味性强、制作精良等特点深受广大用户喜

爱。随时随地的沉浸娱乐体验和高品质制作水准使《汤姆

猫跑酷》自2016年上线至今一直保持着高频体验，更于

2018、2019年先后登上中国游戏月活榜单前十，2021年

上半年，《汤姆猫跑酷》月活跃用户达5000-7000万人次。

截至目前，该产品累计下载量已超过20亿次，为全球无数

玩家带去指尖畅游的欢乐体验。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创新科技改变着当代生

活方式，当代家庭对品质生活和娱乐方式提出了更为智能、

沉浸式体验的需求。金科汤姆猫始终坚持“寓教于乐，智

创家庭幸福”的初心使命，积极融合新技术、新平台，持

续创新娱乐体验探索与IP场景应用，以满足新时代亲子互

动及家庭娱乐新需求。2021年上半年，《汤姆猫跑酷》

携手华为高端智慧屏，以崭新的体验方式开启了家庭娱乐

新模式。此次携手小鹏汽车，汤姆猫再次突破娱乐场景，

登陆车机终端，以品质内容赋能小鹏汽车智能生态体系打

造，引领家庭娱乐出行。



《汤姆猫跑酷》荣获首届 “青山奖”
优秀游戏美术设计奖 匠心精品再受肯定

      3月30日，浙江省游戏行业协会第三届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21年度青山奖颁奖典礼顺利召开，首届奖项得主正式

揭晓。群英荟萃之际，金科汤姆猫旗下匠心精品《汤姆猫跑酷》凭借生动有趣的动漫类绘画设计风格和核心玩法的艺术

阐释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获颁2021年度“青山奖”优秀游戏美术设计奖。

         2021游戏产品“青山奖”由浙江省游戏行业协会组织举办，旨在积极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发展浙江健康游戏的品牌形象，

促进游戏行业稳步发展，持续推动以游戏为主要代表的数字创意产业创新

升级。

 

    会上，浙江省游戏行业协会副会长任政明、副会长朱衡分别就游戏出海

以及沉浸式娱乐相关主题进行了分享，并再次强调本届“青山奖”获奖产

品经过层层遴选和严格审核，不仅代表着游戏产业蓬勃发展的成果，也是

浙江游戏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新高地和新起点。

      此次获奖的《汤姆猫跑酷》是金科汤姆猫旗下精品力作之一，美术风格

别致、文化内涵丰富。在治愈系卡通画风和灵活多变的场景基础上，产品通过将“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多个经典IP角色

形象的性格爱好特征与玩法内容融合，打造出益智有趣的快节奏跑酷体验。其中，每个登场角色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绝技与

百变造型，以提升玩家审美、反应以及专注度等综合能力。在收集、闪躲、建造家园、角色解锁、赛道解锁等丰富的玩法

以外，《汤姆猫跑酷》还额外引入了赛道上偷金子的浣熊这一重要的角色，浣熊的可爱形象与魔性的笑声，极大地提升了

用户的新鲜感与沉浸式娱乐享受。

       本次荣获2021年度“青山奖”优秀游戏美术设计奖项，是行业及玩家对产品品质、运营模式和综合体验的再度肯定，

也是对金科汤姆猫坚持精品化并持续创新破局的认可。 

29 Business Updates 业务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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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由中国文旅行业专业杂志《游乐界》主办的2021

年游乐界·金冠奖获奖名单公布，经公开征集、评审提名、

专家及大众投票等多个严格评比流程后，金科汤姆猫旗下

汤姆猫亲子乐园成功斩获“2021年金冠奖·优质服务乐园”

荣誉，丰富多样的主题课程、暖心细心的高品质服务以及

“寓教于乐”的核心价值理念获得用户及业界的一致认可。

      据悉，“金冠奖”由中国文旅行业极具影响力的专业媒

体《游乐界》杂志主办，旨在通过表彰游乐行业中的优秀

企业和人物，鼓励行业涌现更多高品质游乐产品、驰名游

乐品牌、优质供应商、创新科技和优秀管理者，助推中国

游乐游艺以及文旅行业高质发展。因其公信力和代表性，

“金冠奖”也被国内公认为游乐行业最高奖项之一。

      近年来，在亲子消费体验持续升级的背景下，线下亲子

游乐业态面临着创新破局和体验性的革新。作为室内亲子

乐园行业的引领者，汤姆猫亲子乐园依托“会说话的汤姆

猫家族”IP在全球巨大的流量基础、广泛的知名度以及成员

Q萌阳光的形象，通过海岛、宫廷等多样主题设计、个性化

的IP角色分区、丰富的IP主题活动和趣味性课程，在众多传

统乐园门店中脱颖日出，赢得众多亲子家庭用户的肯定与

赞赏。

      除了融合IP主题特色，创新开发多媒体亲子项目、职业

体验区、科技馆等多元场景空间，为亲子用户提供沉浸式

游乐体验外，汤姆猫亲子乐园还持续通过营销、服务等多

维升级逐步打造标准化、精细化的综合运营方案，以丰富

活动项目、完善课程体系、融合最新育学理念、细化服务

流程全方位提升用户体验。与此同时，在疫情反复的国内

环境下，全国多家乐园门店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为入园家庭用户打造安心、安全的互动游育环境，2021年，

汤姆猫亲子乐园旗下自营门店接待家庭组数稳步提升。

       在优异的品质服务、丰富的体验项目和国际一线IP影响

力加持下，汤姆猫亲子乐园多家国内门店长年位列当地大

众点评网亲子乐园榜单前列，已发展成为引领当地亲子消

费行业发展的品牌标杆。此次荣获2021游乐界·金冠奖优质

服务乐园荣誉，不仅是业界和用户对汤姆猫亲子乐园匠心

服务和优质口碑的充分肯定，也再度彰显了其作为新时代IP

主题乐园的综合实力和领军地位。未来，汤姆猫亲子乐园

将继续贯彻“寓教于乐”的游育理念，坚持国际化的治园

标准，为更多亲子家庭提供极致的游乐体验，赋能中国室

内游乐行业发展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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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RESPONSIBILITY
公益责任



           近日，国内疫情呈现局部爆发态势，疫情防控面临严峻复杂形势。广州

近日发现新增本土病例，4月9日，广州市迅速响应，升级管控措施，多区陆续

启动全员核酸检测，以遏制疫情的进一步的发展。金科汤姆猫旗下子公司广州

金科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金科”）第一时间响应政府号召，迅速

组织相关人力、物资，开展抗疫支援行动，为抗击疫情贡献企业力量。

         在广州金科党支部的号召下，公司多名党员职工主动请缨加入党员突击

队。在天园街道各个核酸检测点，党员志愿者们全心投入、冲锋在前，协助完

成现场布置、秩序维护、粤核酸扫码指引、入场信息登记、轮候分流等工作，确

保了核酸检测有序开展。在志愿者们的倾力协助下，数百名群众顺利、高效地完

成了核酸检测工作。志愿服务当天，为感谢现场核酸检测工作人员的辛劳，广州金

科一行还提供了防疫点爱心物资，保障一线抗疫人员的日常所需。

      在此次与街道、社区干部的协同合作中，公司党支部及党员职工再度发挥

了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再一次向社会展示了广州金科

迅速响应、勇于担当、奉献社会的企业文化。

（图 金科汤姆猫旗下广州金科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党职工支援一线图)

齐心抗疫
广州金科党员志愿者投身疫情防控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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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Going to Plant 30,000 
Trees for Earth Day!

        As part of our Earth Day action this year, we’re going 

to help plant at least 30,000 trees around the world and 

rais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trees to the overall 

health of the planet. 

      We’re hosting a special in-game event called “Grow 

& Go” in our most popular endless runner, Talking Tom 

Gold Run. Players will be invited to run and collect 

special water droplets in order to care for their in-game 

trees, helping them grow and unlocking rewards along 

the way. We’ll then donate all of the game’s revenue 

from in-app purchases made during the event to help 

plant trees.

        Trees are vital to the health of our planet. They clean 

the air we breathe and meaningfully contribute to 

cooling the planet. Forests are also home to over 

three-quarters of the world’s terrestrial biodiversity. 

Their impact is massive. And yet deforestation is a 

serious problem worldwide; some estimates suggest 

that 46% of the world’s forests have been destroyed.

        “Our commitment to giving back is at the heart of 

our culture at Outfit7,” said Xinyu Qian, CEO of Outfit7. 

“Last year, employees from across the company came 

together to help us build a playground, plant trees, host 

a coding school for children, and more. Our Earth Day 

campaign this year is another great activation in which 

we can use the power of our brand to make a positive 

impact where it is truly needed.”

      To help with global reforestation efforts, all our 

Talking Tom Gold Run in-app purchase revenue gener-

ated during Grow & Go will go to the environmental 

non-profit, One Tree Planted. The organization plants a 

tree for every dollar donated, aiming to restore forests 

and biodiversity habitats, as well as making a positive 

social impact. 

         The Grow & Go event goes live in Talking Tom Gold 

Run today and runs until May 2, 2022. To play your part, 

Talking Tom Gold Run can be downloaded on all major 

platforms worldwid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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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RODUCT LAUNCH
新品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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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猫家族
潮玩风扇清凉来袭

汤姆猫家族潮玩风扇即将清凉来袭！

风扇造型萌趣mini

更有内置可爱猫爪内芯

融入浓缩固态精油

锁香驱蚊

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再度打破次元壁

打败热潮浣熊与聒噪小蚊

送来舒适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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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旗下“会说话的汤姆

猫家族”IP与国内知名的家

庭生活用品企业恒安集团合

作推出包括密实袋、保鲜袋、

懒人抹布、一次性浴巾、一

次性毛巾等多品类创意联名

款系列产品。其中，恒安集

团主打品牌——悦适&汤姆

猫联名懒人抹布于2月初上

线天猫悦适旗舰店。

悦适&汤姆猫

联名懒人抹布上线



此款创意联名懒人抹布采用多层压制、无污染、无

荧光剂和3D珍珠纹工艺，产品厚度升级，强力吸水

快速清洁，随用随抽，便捷清洁无压力。除了功能

强大外，产品包装融入灵动可爱的家族成员形象，

精致独特的设计、萌动有趣的款式展现出品质生活

理念，也将带给消费者们全新的产品便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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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猫家族 × Glam Ever联名首发 
永远奔跑的四季浪漫

Glam Ever

        Glam Ever是创立于2013年的英国潮流饰品品牌。其品牌创始人Delia与设计师Fabrice均毕业于伦敦

中央圣马丁学院，品牌专属设计师作品曾多次获得国际设计珠宝大奖，成为国际红毯影星常佩戴的珠宝品

牌之一。该品牌秉承品质、潮流的理念，已推出了鸟语花香、贝母四叶草、国王皇后、编织太阳、麦穗等

数十个系列潮流饰品，覆盖项链、戒指、耳环、手链、手镯、胸针、衬衫夹、配件、发夹等全品类产品，

目前Glam Ever遍布欧洲多个时尚之都，在伦敦、米兰等潮牌买手店均有销售。



        全球超人气IP“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 Glam Ever，《汤姆猫跑酷》联名系列首饰于5.1首发开售。这

一次，汤姆猫家族人气代表作《汤姆猫跑酷》携手时尚潮流引领者Glam Ever，将游戏中标志性的箭头、

金块、糖果元素与金属结合，推出耳钉、项链、戒指、锁骨链等一系列酷潮和品质结合的时尚单品，为

瑰丽五月携来独有的“奔跑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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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SH COMMUNITY
鲜活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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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到来，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弘扬伟

大党建精神，3月8日，广州金科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成员联同广东省游

戏产业协会、广州艺术品行业商会的党支部成员共同参加广州市首次举办的

“喜迎党的二十大‘光辉历程——广州美术大展’”，以艺术凝聚力量，以党建

引领方向，见证广州百年发展。 

        该美术大展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指导，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

州市美术家协会、广州艺术博物院共同主办。本次活动以迎接党的二十大

为契机，通过一幅幅聚焦伟大时代、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等题

材的艺术作品，生动展现了广州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浓郁的艺术氛围，也使

现场的党员们更为深刻地了解了不懈奋斗的中国故事和顽强奋进的中国精

神。

       重温百年党史，汲取党史智慧，通过此次活动，广州金科党支部成员纷

纷表示应延续历史主动精神，以顽强的奋进精神、担当的进取态度、务实的

工作作风做好本职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未来，广州

金科也将继续坚持党建领行，以高质量党建工作带动企业发展，为推动广州

互联网综合实力发展贡献力量。

（图 广州金科党支部参观美术展图) （图 广州金科党支部参观美术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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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金科党支部组织参观
“喜迎党的二十大‘光辉历程——广州美术大展’”



           3月12日，由中共广州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广

州红 幸福城”-2022年城市形象网络宣传活动之“虎牙荣耀杯”-广州互联

网企业王者荣耀大赛运动会顺利举办。本次活动旨在以电竞赛事等年轻人喜

爱的娱乐方式为纽带，促进广州市互联网企业员工互动交流，凸显出互联网

企业新形象。

 

       由广州金科员工代表组成的“峡谷肥猫”七人战队与三七互娱、科大讯

飞等共12支互联网头部企业员工队伍共同受邀参与比赛。大赛通过虎牙平

台进行全程直播，吸引了众多广州市互联网企业员工线上围观助威，累积

共计近百万网友在线观看，引发热烈讨论。

       赛后，广州金科参赛成员与其余参赛队伍进行了礼物互换，进一步增进

了企业员工间的了解与友谊。

（图 “虎牙杯”广州市互联网企业员工电竞大赛集体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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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金科参加“虎牙荣耀杯”
广州互联网企业王者荣耀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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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乐士文化区【童珍互动空间】

汤姆猫·春夏游园活动顺利举办

           阳春三月，珠海乐士文

化区【童珍互动空间】推出

汤姆猫家族·春夏游园主题活

动，丰富的亲子互动游戏吸

引了众多家庭参加，也留下

了一幅幅珍贵的春日成长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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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汤姆猫》内刊征稿

     《金科汤姆猫》内刊邀你执笔观心，用文字记录所

思所感。你可以科普众生，也可以以小见大；你可以

情怀肆意，也可以天马行空。  

       征稿内容：公司内外热点事件、团队动态、业务成

果、个人心得分享、活动纪实等。当然，还有吃喝玩乐

的强力安利、感怀伤时的文艺小文，只要主题鲜明、

三观正、有深度，我们来者不拒！

     征稿要求：文体不限，字数不限，内容积极向上，

兼具文学性和可读性；如需附图，JPG、TIFF格式均可，

精度300dpi以上，建议压缩打包发送。

      投稿福利：原创作品稿酬标准分类结算：工作心得、

专业技能类每千字200元，千字以内200元；诗词歌赋

类每篇150元；其他为每千字200元，千字以内100元。

来稿请控制字数，稿件字数以最终刊登字数为准。稿

酬于刊物发行后15个工作日内发放。

        征稿时间：不限时间，精彩文章将刊登在最新一期

内刊（本刊为季刊）。

      投稿方式：电子邮箱：lvjieni@jktom.com,稿件

请用Word格式提交，并注明公司、部门及姓名，便于

稿酬发放；同时也可添加小编微信：18852728026，

欢迎随时沟通。

微信扫码-查看往期内刊



金 科 汤 姆 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