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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形势极为严峻，整个香港

按下了“慢行键”。危急之时，香港

社会各界、驻港中资企业等各尽其

能、倾力援助。集友银行作为著名

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倡办的银行，

迅即进入战疫“快节奏”，坚决响应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一切、两

个确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传承

和发扬“嘉庚精神”，捐资捐物支援

香港抗击疫情，并积极发声号召香

港社会各界同心抗疫、共克时艰。

高擎“嘉庚精神”旗帜

共筑香港社区抗疫防线
进入 3 月份，香港每日新增

确诊患者以万计，这场艰苦的战

疫，牵动着全国人民和海内外华

侨华人的心。集友银行作为“嘉庚

精神”的积极践行者，积极响应中

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号召，在最短

时间内从境内外紧急采购紧缺的

防疫物资支持香港抗疫社团、医

护人员、社区群众及青少年等群

体抗击疫情，努力为香港当前最

艰难的时刻贡献力量。

3 月份以来，集友银行联动

陈嘉庚基金联谊会、集友陈嘉庚

教育基金、香港金融科技青年协

会多次捐资捐物驰援香港福建

社团联会、香港医管局辖下博爱

医院、香港直接资助学校议会、

全港青少年抗疫连线等，累计捐

赠快速检测试剂盒、N95 口罩、

连花清瘟胶囊等防疫抗疫物资

共计 2.8 万件；并捐资赞助“中

医医疗车义诊日”，通过博爱医

院派出其辖下中医服务团队及

35 部中医医疗车于香港、九龙

及新界各区进行义诊活动，为广

大市民免费提供中医内科诊症

及两剂浓缩中药。

集友银行行政总裁郑威先生

说，希望“一辆辆开往春天的爱心

车”更多地惠泽社群以减轻弱势

社群之经济负担，积极履行中资

机构使命和责任，用行动带动香

港社会各界同心抗疫。

与香港同呼吸、共命运

持续服务企业及市民
面对前所未见的新一波疫

情，集友银行积极响应香港中

联办“16 项支持特区政府防疫

抗疫举措”的号召，及时推出“同

心抗疫”金融服務十大措施，包括

参与支持中小企融资担保计

划、预先批核还息不还本、百

分百担保个人特惠贷款计划

等纾困援助计划等等。

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客

户和个人客户提供应急周转

资金、特惠贷款利率、豁免手

续费，以及对医护人员和特定

行业人员提供“绿色服务渠

道”等一系列的金融优惠和便

利措施，聚焦民生金融保障，

加大对企业和市民纾困帮扶

力度，努力发挥金融抗疫力量

助力社会各界共渡难关。

（中国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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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控股与京东达成战略合作
国贸控股集团与京东集团将在产业数字化、

供应链与产业投资、数字乡村、大健康等领域展

开深度合作。近日，双方在厦门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这不仅意味着双方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也将

为厦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

根据协议，国贸控股集团和京东集团将携手

构建政产学研用结合的数字科技创新机制，加快

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同时，双方将共同探索产

业片区开发的合作模式，拓展工业与物流用地、

产业配套用地、产业园建设、物流园建设开发等。

在金融、保险业务层面，双方携手将数字科技融

入金融服务领域，探索金融产品的运用场景开

发。

“智能空间检测”上线
今后检测意向项目预选址将更方便了。近

日，厦门市资源规划局上线“智能空间检测”1. 0

版。

之前，经办人员在办理项目预选址审核时，

需套合几十个与项目选址有关的空间图层，进行

逐一比对分析，分别得出审核结果。釆用这种比

对和检测方式，不仅工作量大、耗费时间长，且因

不同人员对审核标准理解不一，使审核结果的统

一性、精准性与科学性难以得到保障。

为此，厦门市资源规划局根据建设项目落地

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准入要求、审批要求及各类空

间要素的管控要求，系统地列出“土地利用现状

分析”“合规性分析”“参考要素”3 个大类、26 项

检测指标，涉及相关空间检测图层 54 个，逐项制

定检测规则，统一审核标准，明确各项检测指标

对应的空间图层和图层时效要求。同时与各项指

标管理单位建立数据与检测标准更新机制，确保

“智能空间检测”工具科学配置、与时俱进。

翔安胡萝卜

3月顺利出口 1.38 万吨
厦门翔安区是中国冬春季保鲜胡萝卜的主

产区，也是冬春季胡萝卜主要出口地。4 月 6 日，

厦门海关所属翔安海关关员来到辖区一胡萝卜

加工厂，对一批即将出口的保鲜胡萝卜进行现场

查验，并快速签发植物检疫证书。这意味着，这批

胡萝卜抽样检验后可先行放行，确保该批胡萝卜

顺利装柜远航。据统计，今年 3 月份翔安海关累

计监管出口保鲜胡萝卜 417 批、1.38 万吨。

据了解，仅翔安海关关区内注册登记的胡萝

卜出口企业就达 25 家。今年翔安区胡萝卜种植

总面积近 3.5 万亩，预计产量将近 30 万吨，年出

口量 5 万 -10 万吨，占厦门市蔬菜出口量的 50%

以上。

色彩明快的视觉布置、三层楼高的

滑滑梯、充满设计感的错落空间……走

进位于厦门软件园三期的梦加网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立刻感受到企业创新

开放、富有创意与年轻朝气的氛围。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中国数

字文化出海头部企业，梦加网络在游戏

领域不断探索创新，将游戏内容与质量

摆在首位用心经营，做到了游戏业务出

口体量全市第一，也搭建起优质文化产

品出口海外、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桥

梁，助力中国文化出海产业健康发展。

细致打磨高质量动画效果
一个空旷的房间内，两名工作人

员身着动捕服、关键部位戴上跟踪器、

做踢打出拳等武打动作，一旁的计算

机显示器上，他们化身成的虚拟人物

进行着同步动作……这是许多电影中

常用的“动作捕捉”技术，梦加网络将

其应用在了游戏动画制作中。

另一层楼，美术部门工作人员小

刘正对着电脑上一个纹样精美的花瓶

做建模，并还原出灯光质感。小刘介

绍，做好一个花瓶大约要花上一天，而

这花瓶仅是游戏某一场景中桌上的装

饰品之一。“经过美术设计、策划及一

系列设定，能呈现出包括昼夜变化、灯

光效果等更细致逼真的美术效果。”

梦加网络技术负责人Alzq 展示了

美术效果预演。正是无数此类细致又繁

复的工作，让梦加的游戏产品画面精美

细腻，在视觉上就先吸引了众多用户。

除了美术和制作，梦加在游戏机

制设计、世界观架构、程序、音效，乃至

游戏的策划、研发、发行、运营等各个

环节都有一套独具优势的“打法”，也

成为国内少数集文化创作、技术研发、

美术制作、产品发行和运营等网游全

栈技术能力于一身的企业。

至今，梦加已成功上线 7款游戏产

品，并取得一系列成绩：自 2015年推出

第一款手游《盗梦英雄》，梦加就重点部

署俄罗斯、土耳其、中东等“一带一路”

沿线和金砖国家市场，迎来海外市场的

首度爆发；2018年《苏丹的游戏》全面上

线，继续锁定俄罗斯等国家为主推区

域，长期位居下载榜第 1名，月活用户

逾百万，在全球多个国家累计注册用户

数已超 5000 万；2021 年 2 月，《可汗的

游戏》在俄罗斯上线，仅三天便荣登下

载榜Top10，并同期在全球其他市场取

得亮眼成绩。目前，梦加网络多部优秀

作品畅销俄罗斯及全球 80多个国家和

地区，全球下载量超 1亿次，位列多个

国家畅销榜第一名。

用游戏讲好故事传递中国文化
伴随游戏一起“走出去”的还有中

国文化。

除了近年来在海外发行领域不断

取得突破性进展，梦加网络在新游戏策

划、设计和开发等方面，巧妙将游戏场

景和故事等元素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

合，做到在融入中国文化的同时，也能

被其他国家文化所轻松接纳。如在《苏

丹的游戏》中，梦加制作团队在中秋、春

节等节点植入带有传统节日元素的玩

家奖励，让全世界的玩家从游戏中体

验、感受和探索中国文化的魅力。

“如何做出一款好的作品？首先在

于好的故事。”梦加网络公共事务总监

谭玉坤说，要给玩家创造感受，最直观

的就是世界观的塑造，甚至对白设计，

“塑造得越细致、越有风格、越有你想

表达的东西，玩家的感受就会越深。”

梦加网络董事长卢珊说，游戏是

一种国际化交互的“语言”，中国游戏

出海越成功，大家越会发现，游戏的文

化能量超乎想象。“一款承载优秀文化

的网游产品，能把中国故事、中国形象

推介到世界，也能让世界了解中国。”

因此，梦加坚持用更有趣、更容易被接

受的载体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组建多国研发团队强化本地化
“好的故事不是唯一答案，一款优

秀的游戏其他环节同样重要，所以我们

仍然继续发掘、探索和打磨。”谭玉坤介

绍，为了更好地实现对目标市场的本地

化，梦加组建了一支涵盖中国、新西兰、

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多国、集研发与

发行于一体的团队。在现有近400名员

工中，外籍员工占比超过10%。

据介绍，梦加团队制作《苏丹的游

戏》时，主推区域是俄罗斯，配音、世界

观等内容都是请当地人来做，后期运

营活动也都请当地人来体验评价，“一

切都是以当地人的口味为准，看是否

符合本地用户的偏好。”

来自英国的雷珍妮在梦加从事剧

本策划。“做好中西文化和语言的沟通

是我们工作的关键核心。”她说，能够

把中国的思想和价值观融入游戏中并

让玩家所理解，这是让她觉得十分有

意义的工作。

董事长卢珊说，未来，梦加网络将

继续坚持正确的文化导向，履行文化

出海社会责任，发挥数字文化榜样力

量，不断提升游戏内容出海竞争力，为

全面推进全球文化交流持续输出力

量。 （厦门日报）

企业名片

梦加网络成立于 2011 年，是一家

网络游戏研发商和发行商，总部位于厦

门，在香港、新加坡、俄罗斯、土耳其等

地成立子公司。产品发行 20多个语言

版本，覆盖包含全部金砖国家及大部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 80多个国

家和地区，全球累计下载超过 1亿次。

近年来陆续获得国家文化出口重

点企业、国家服务外包百强企业、国家

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福建省数字经济领域瞪羚企

业、福建省互联网企业 30强、福建省科

技小巨人领军培育企业、福建省最具成

长性文化企业、福建省战略新兴性企业

100强、福建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厦门

市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厦门市重点软

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厦门市创新成

长型文化企业、厦门首批“三高”企业等

荣誉。

梦加网络用游戏讲好故事传递中国文化 □吴君宁

集友银行以金融力量助力香港抗击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