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支持方向 企业名称

1 品牌提升 央视创造传媒有限公司

2 品牌提升 北京聚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品牌提升 德丰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4 品牌提升 英皇（北京）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品牌提升 视袭时代（北京）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6 品牌提升 北京龙马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7 品牌提升 中科汇金数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8 品牌提升 司麦澳（北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9 品牌提升 北京广电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10 品牌提升 中视鸿图（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1 品牌提升 北京华映星球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2 品牌提升 北京梵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 品牌提升 北京集媒互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信用体系 北京瑞诚广告有限公司

15 信用体系 竞园视觉（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6 信用体系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17 信用体系 北京久禧科技有限公司

18 信用体系 北京金色池塘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9 信用体系 北京国际广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20 信用体系 北京中视东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1 信用体系 北京启泰远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2 信用体系 北京中视浩诚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23 信用体系 北京鱼子酱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24 信用体系 璧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 信用体系 北京龙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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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信用体系 世纪新峰影视器材租赁（北京）有限公司

27 信用体系 华夏文广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 信用体系 天畅自然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29 信用体系 北京海湾绿洲国际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30 信用体系 华视娱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 信用体系 北京互联港湾科技有限公司

32 信用体系 北京迪思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33 信用体系 北京卓然影业有限公司

34 信用体系 世纪大象群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35 信用体系 北京容子木服饰有限公司

36 信用体系 北京欢乐源泉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37 信用体系 宣亚国际品牌管理（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38 信用体系 北京盛夏星空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39 信用体系 北京汪氏德成国际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40 信用体系 北京优森美驰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41 信用体系 中酿品致（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42 信用体系 北京仁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3 信用体系 北京芝麻开门儿童摄影有限公司

44 信用体系 北京万合天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45 信用体系 北京七娱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6 信用体系 优卡（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7 信用体系 华夏新国际体育娱乐（北京）有限公司

48 信用体系 睿晟广告（北京）有限公司

49 信用体系 北京洛德时代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50 信用体系 北京利群影视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51 信用体系 北京指尖时光广告有限公司

52 信用体系 北京联合友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3 信用体系 北京日知图书有限公司

54 信用体系 北京创新瑞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



55 信用体系 北京东亿天弘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56 信用体系 美格国际公关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57 信用体系 北京橙果岭广告有限公司

58 信用体系 北京府佑影业有限公司

59 信用体系 永和丽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60 信用体系 北京光速时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1 信用体系 北京森博明德营销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62 信用体系
众为智诚国际品牌管理顾问（北京）有限公
司

63 信用体系 北京一言一默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64 信用体系 北京鼓润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5 信用体系 北京百思必达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66 信用体系 艾博思川力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67 信用体系 北京十一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8 信用体系 华娱时代影业投资（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69 信用体系 合生优势（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0 信用体系 北京卓然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71 信用体系 北京仕道嘉人传媒有限公司

72 信用体系 力拓乐狮（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3 信用体系 北京红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4 信用体系 德峰时尚文化（北京）有限公司

75 信用体系 趁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76 信用体系 索斯光影（北京）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7 信用体系 波士顿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78 信用体系 北京麦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79 信用体系 赞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80 信用体系 东方嘉业（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1 信用体系 新普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82 信用体系 北京尚博地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83 信用体系 体育之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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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信用体系 北京嘉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5 信用体系 北京大玩家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86 信用体系 大业创智互动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87 信用体系 京广天众（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88 信用体系 北京达毅思创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89 信用体系 电商（北京）广告有限公司

90 信用体系 北京橘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1 信用体系 北京皮皮鲁总动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92 信用体系 北京华山论剑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3 信用体系 体窗水岸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94 信用体系 北京名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5 信用体系 创立方惠众（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6 信用体系 数字王国文霆（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7 信用体系 耀视（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8 信用体系 北京大业良辰影视传播有限公司

99 信用体系 北京五星传奇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00 信用体系 北京元纯传媒有限公司

101 信用体系 中辰远瞻（北京）照明设计有限公司

102 信用体系 北京留白时代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3 信用体系 智品天下图书（北京）有限公司

104 信用体系 北京冷杉梦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5 信用体系 北京上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6 信用体系 北京红龙影业有限责任公司

107 信用体系 北京鑫宇创世科技有限公司

108 信用体系 北京鼓润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09 精品园区 北京塞隆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10 精品园区 北文时代（北京）文化有限公司

111 精品园区 北京工艺艺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12 精品园区 四季花园里（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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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精品园区 北京枫林梦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114 精品园区 北京鲲鹏大雅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15 精品园区 北京星影联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6 精品园区 北京瑞驰嘉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17 精品园区 北京铭基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18 精品园区 北京智汇时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19 精品园区 佳卓（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20 文化贸易 汉雅星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21 风投奖励 北京圆心科技有限公司

122 风投奖励 北京太合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23 风投奖励 北京乾坤星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24 风投奖励 北京分子互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25 风投奖励 雪乐山（北京）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126 风投奖励 亚洲偶像工场（北京）文化有限公司

127 风投奖励 北京雄孩子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128 风投奖励 北京澎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29 风投奖励 北京友和卓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30 风投奖励 映美传世（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31 风投奖励 北京环宇万维科技有限公司

132 风投奖励 北京英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3 风投奖励 燃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34 风投奖励 北京致趣科技有限公司

135 风投奖励 北京十三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36 风投奖励 北京飞博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7 风投奖励 北京一起智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38 风投奖励 智线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39 风投奖励 北京鑫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140 风投奖励 北京来跑吧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41 风投奖励 北京诵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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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风投奖励 北京极创引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43 风投奖励 北京元嘟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44 风投奖励 北京舞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45 风投奖励 北京湃乐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46 风投奖励 北京大玩家计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47 风投奖励 北京喂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8 风投奖励 北京鑫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49 风投奖励 时间知道（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50 风投奖励 北京惊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51 风投奖励 北京乐纯悠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152 四板奖励 星熠天河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153 四板奖励 北京橙知乐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54 四板奖励 翰龙彬（北京）广告有限公司

155 四板奖励 北京华力必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6 孵化创新 北京恒瑞永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7 孵化创新 北京磨坊工场投资有限公司

158 孵化创新 京师嘉业商务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159 孵化创新 星影空间（北京）文化有限公司

160 文化金融 北京国棉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161 文化金融
北京朝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
伙）

162 文化金融 北京市朝阳区文创实验区企业信用促进会

163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164 公共服务平台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公司

165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影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6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世纪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

167 公共服务平台 中视金桥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168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合润德堂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169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众鸣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170 公共服务平台 耳东影业（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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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172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九合互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73 公共服务平台 影时光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74 公共服务平台 动艺时光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75 公共服务平台 环球时报在线（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76 公共服务平台 《环球人物》杂志社

177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思维造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78 公共服务平台 人民健康网络有限公司

179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玖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80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世联君汇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181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中视瑞德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82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乐自天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83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时度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84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牧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85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大石音乐版权有限公司

186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金诺佳音国际文化传媒股份公司

187 公共服务平台 《人民周刊》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

188 公共服务平台 首开文投（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89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泰禾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90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中传英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91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艺恩世纪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2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拿索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93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朝阳传媒影视技术服务中心

194 公共服务平台 国安创客（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95 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中视星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96 重点企业落户奖励 时趣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97 重点企业落户奖励 保利艺术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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