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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在暑假黃金檔期舉行的香港動漫電玩節，已成功舉辦了十六屆，
輝煌成績有目共睹，在推動動漫電玩產業發展、為參展商開拓商機、
為動漫電玩愛好者提供最佳搜購機會等各方面都照顧周全，
被譽為大中華區最成功及最具規模的展銷會之一，
動漫電玩企業視之為銷售及推廣業務的黃金機會。

國際化定位： 世界知名的國際及香港動漫電玩品牌雲集、國際名家全力支持及現場參與。

專業化管理： 專業團隊籌辦，經驗豐富，協助參展商順利運作，保障每個參展商的權益。

多元化項目： 大會籌辦眾多現場活動，吸引更多觀眾入場，數十萬人流為參展商帶來超級商機。

嘉年華會氣氛： 加強展銷會的活力和凝聚力，令香港動漫電玩節變成萬眾期待、好玩、
 收獲豐富的暑期盛事。

香港動漫電玩節集合最受歡迎的動畫、漫畫、電玩、遊戲、玩具模型、精品及一系列多元化的精彩
表演及活動，是香港最多人參與的夏日嘉年華。

憑著享譽國際的名聲、專業的營運、多元化的活動及創新的產品，為業界提供一個絕佳的
平台，推動行業發展。香港動漫電玩節不但獲得香港各政府部門鼎力支持，更吸引了
來自中國、台灣、日本、韓國及歐美等地的動漫電玩龍頭企業參與，開拓無比商機。 

國際一級場館，配套先進完備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是全球公認最出眾和具規模的
世界級會議及展覽場館之一，以卓越服務、多元化的
先進設備而馳名國際，獲獎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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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動漫畫聯會是香港動漫電玩節的
協辦機構，連年鼎力支持。
公司會員名單如下：

‧社交平台
‧網絡宣傳
‧電視廣告
‧電台廣告
‧年輕人雜誌
‧全港暢銷動漫電玩書刊
‧廣告與推介篇幅
‧報章廣告
‧各式公關採訪

由籌辦階段開始即透過各種媒介，
以不同策略分階段廣作宣傳，
覆蓋面及頻率，非其他展覽可比。
歷年的展銷會，展前展後均獲傳媒
熱烈追訪，參與採訪的中港及海外
傳媒機構及採訪人員數以百計，
宣傳效力驚人。

‧ 玉皇朝出版有限公司
‧ 天下出版有限公司
‧ 鄺氏製作有限公司
‧ 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
‧ 文化傳信有限公司
‧ Gameone Group Limited

‧ 同德企業有限公司
‧ 凌速傳播有限公司
‧ 木棉花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 天極數碼影視製作有限公司
‧ 香港角川有限公司
‧ 福龍動漫畫有限公司

‧ 火狗創意有限公司
‧ 曼迪傳播有限公司
‧ 壹本創作有限公司
‧ 一漫年出版有限公司
‧ 艾力達動漫文化娛樂(香港)有限公司
‧ 3 Piggy Company Limited
‧ 智樂動漫文化發展(香港)有限公司

跨媒體宣傳，
效力驚人



參展商類別
‧ 動畫 / 漫畫刊物
‧ 動漫衍生產品 
‧ 網絡 / 電視 / 電腦 / 數碼遊戲
‧ Apps
‧ 玩具 / 模型 / 人型手辦 
‧ 文具 / 精品 / 影音
‧ 網絡 / 電訊產品

1C

1A

大會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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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漫名家現場簽名會
‧明星、名人、偶像現場活動
‧獨立漫畫家原創匯展
‧高達模型製作家環球盃
（由大會及BANDAI總代理瑞華行聯合主辦）
‧動漫繽紛嘉年華
（由大會及Animation International合辦）
‧女僕書房
‧大會舞台五日不停精彩節目

HeartBeat 青年音樂祭
香港最大型的動漫音樂表演，
邀請國際級動漫音樂組合
傾力演出，讓動漫迷跟偶像在台上
台下唱成一片，留下難忘經驗。

Dance Power 勁舞大賽 
國際級大師表演及比賽。
廣邀國際級街舞高手親臨作
評審，更會即席作現場表演。
星級陣容包括來自美國、法國、
日本、台灣、韓國及香港的知名
舞壇高手。

香港原創漫畫新星大賽
2009年開始與香港動漫畫聯會
合辦本比賽，旨在鼓勵創意
發展，發掘漫畫壇新星，
推動原創漫畫創作。

亞太區Cosplay 嘉年華
及動漫Cosplay大賽
全港最大型動漫Cosplay
大比拼，歡迎型男美女競逐
最高榮譽，並吸引數以千計
COSPLAY愛好者盛裝赴會，
盛況無可比擬。

動漫Art Idol – 
香港原創動漫人型設計比賽
香港動漫電玩節多年來一直鼓勵
人型設計創作，每年邀請人型
及玩具設計師展出作品。
2009年首次舉辦「香港動漫
人型設計觀摩賽」，2010年開始
舉辦公開賽，推動業界發展，
為業界發掘新血。

2O15展場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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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動漫電玩節本著推動香港本地創作文化發展的使命，於2014年初建基於日本 Comic Market 的活動理念
並與其理念同步，訂立推廣香港本地同人文化的「Creative Paradise 活動理念」，
並決定於2014年第16屆香港動漫電玩節展期內舉辦第一屆Creative Paradise同人展售會，以貫徹以下理念。

Comic Market 活動理念
Comic Market是以同人誌為中心，以接納所有類型表演者及持續發展為目的並以此擴展表現的可能性的「平台」。

Comic Market 遵守並自我規範為由組織參加者，一般參加者，工作人員參加者，企業參加者等所有參加者互相協力
而營運的「平台」。

Comic Market 以不違反本地法律及最低限度的營運守則下，儘可能接納參加者參與活動。

Comic Market 以期望能成為所有參加者的「晴天」持續營運。

Creative Paradise 主辦單位將本著上列理念，為保障表現文化、同人文化的持續發展而營運並舉辦活動。

同人 從業餘到專業之路，由 愛 出 發！

活動內容: 
綜合主題同人誌即賣會、
角色扮演／座談會小舞台等

參展分類:
原創動漫畫作品、愛好者創作
（又稱FC/二次創作）、

評論／情報、Cosplay角色扮演、
興趣（旅遊之類）、
音樂／演藝

http://doujin-c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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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Paradise 是一個屬於同人，由同人支持，為了同人而設的發表「平台」！
網羅漫畫、動畫、遊戲、音樂、小說、評論、角色扮演等等各類創意，
必能遇上各位喜歡的作品的心儀表現！能在此遇到與自己一樣喜歡相同作品的
夥伴，這就是CreativeParadise！誠邀您一同參加，共同尋覓您所喜愛的東西！

2015年7月25-26日（星期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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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LOGO，開放使用
參展商如欲配合第十七屆香港動漫電玩節，而推出紀念產品，
可向大會申請「第十七屆香港動漫電玩節」標誌的使用權。
請與大會聯絡
Tel: 2344-0415 / Email: exhibitor@ani-com.hk

租金優惠
10%OFF

於2015年4月10日或之前訂位參展，

租金九折，選訂攤位總面積

較大者更享有優先

選擇權。

協辦機構： 香港動漫畫聯會

電話： 852-2344 0415     
傳真： 852-2951 4142
電郵： info@ani-com.hk
籌辦機構地址：
香港九龍荔枝⻆長沙灣道883號
億利工業中心3樓12-15室

主辦機構：

籌辦機構：

同德企業有限公司

凌速博覽有限公司

大會舞台
由大會或參展商安排各類精彩表演、比賽、遊戲、歌影視偶像及名人與眾同樂等活動，每日玩不停。 
如有興趣自辦或贊助特備節目，請與大會聯絡
Tel: 2344-0415 / Email: exhibitor@ani-com.hk

星期五至星期二，一連5天
展出日期：2015/7/24-28 場地面積：170,000+平方呎

10:00am-9:00pm
展出時間：7/24-27（星期五至星期一）

10:00am-8:00pm
7/28（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