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全球及中国动漫产业研究报告

2010年，中国动漫产业总产值达470.84亿元RMB，比2009年增长了27.8%；预计

到2015年，中国动漫产业将达1200亿元，整体产业链市场规模将超2000亿元。不过，

目前国产动漫市场占有率仍较低，2010年中国国产动漫的市场占有率仅为12%，较此

前两年出现了大幅下降。

《2011年中国动漫产业研究报告》主要内容：

• 动漫产业概况和美日等国动漫产业研究，以及中国动漫产业的产业规模、

市场占有率 产品类型分析等市场占有率、产品类型分析等。

• 电视动画行业的制作备案情况及创作生产情况、动画电影市场概况及制片

状况分析、漫画出版行业分析、新媒体动漫分析、动漫衍生品分析、动漫产业基

地分析地分析。

• 7个国外重点动漫企业分析，如Disney, Bandai Namco Group, Pixar 

Animation Studios, DreamWorks, ANIMATION, Production I.G, Sotsu等；12个

中 析 奥 维信息 威中国典型动漫企业分析，包括奥飞动漫、拓维信息、炫动传播、骅威股份、环球

数码、原创动力、江通动画、宏梦卡通、天络行、央视动画有限公司、三辰卡通

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南集团卡通影视有限公司。



图：2004-2010年中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完成情况

来源：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水清木华研究中心

自2004年以来，中国动漫制作企业数量大幅增加。其中，制作完成国产电视动画片的企业数量从2004年的15家

增长到2010年的200家；同时，中国动画电影制作机构数量也有大幅增加，2008年制作备案机构有25家， 2010年已

进一步提升为68家。



奥飞动漫：2011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802万元，同比增长54.66%，实现净利润5,934 万元，同比增

长30 22%，目前，奥飞动漫主打“动漫+玩具”的商业模式，核心价值在于动漫内容，利润主要来自动漫玩具的销长30.22%，目前，奥飞动漫主打 动漫+玩具 的商业模式，核心价值在于动漫内容，利润主要来自动漫玩具的销

售。

拓维信息：2011上半年，公司手机动漫业务营业收入5201.8万元，同比增长81.23%。拓维信息： 0 上半年，公司手机动漫业务营业收入5 0 .8万元，同比增长8 . 3%

骅威股份： 2011年上半年，公司各项业务中，智能玩具以近8000万元的营业收入位列第一；动漫玩具则在毛

利率排名第一，已达到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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