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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文化振兴院简介

韩国文化振兴院是大韩民国文化产业振兴的主管部门，其业务范围主要包括：为影视、游戏、音
乐、时装、动漫、卡通形象、漫画、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等文化相关产业的企划、制作提供支

援；为文化产品的推广及进军海外市场，企业的扶植，人才的培养，文化、著作权及运动观光领
域的研究开发提供政策金融方面的支援和政策支持。

引领K-文化的创新发展，致力于建设文化强国。

文化产业不再局限于文化领域，现已成为带动国家经济创新发展的未来朝阳产业，备受瞩目。
韩国文化振兴院为了推进韩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的适应瞬息万变的产业环境，助力产
业界向数字化产业转型，为新型文化产业的发展和革新奠定坚实基础。

另外，通过与产业界、相关机构、地区振兴机构的紧密合作，以需求为基础，打造稳定且体系化
的产业支持。

将通过ESG管理

建立可持续的管理体系。

为使文化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将带头营造公平互利的产业环境，创造优质岗位，
实现地区均衡发展。

加快步伐，努力创建优良的ESG经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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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下设分支机构简介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于2009年5月依据韩国《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第三十一条成立，旨在统筹推进韩国文化产业振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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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扶持成果

01 机构介绍

经营战略

ESG推进体系

任

务

致力于振兴文化产业，进而建设文化强国，为国民造福。

愿

景

引领K-文化创新发展的振兴机构

核心价值

2030
目标

销售额2万亿韩元
投资融资1400亿韩元

战略
方向

战略
课题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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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商业化销售额6佰亿韩元
带动5万人就业
（累计)

向企业提供
个性化支持

05

海外拓展扶持
多元化

06

分阶段扶持
初创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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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价值为中心
促进投资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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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振兴机构

内部职员

客户满意度最高等级
安全评估最高等级

构建可持续的
管理体系

支持技术型
新产业领域

09

培养下一代
专业人才

10

提升地区
据点的能力

11

加强产业
政策功能

12

内化道德及
人权管理
提高安全和
环境水平
推广共同
发展的文化
提高机构
经营效率

文化内容企业·供应商·合作机构

当地社区·国民

ESG各领域核心目标/战略课题

包容和成长

夯实文化产业的
未来发展基础

增强文化
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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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

未来和领先

创意和创新

ESG管理愿景

E

S

G

领域

面向未来的环境

携手共进的社会

备受信赖的机构

方向

引领文化产业的
碳中和

营造共同发展的
产业环境

确立国民信赖的
机构地位

目标
(~2025)

环保制作及服务指南10种(+a)
符合环保指南的扶持/
外包项目占比30%  
机构温室气体减排率40%

为促进文化的地区均衡发展投入
1千亿韩元
确立共同发展领头机构地位
机构安全事故清零

机构客户满意度最高等级
违规合同和招聘清零
信息公开评估最高等级

各领域
战略课题

01 面向未来的环境(环境)

• 按类型开发和普及环保制作和服务指南
• 发掘及推进符合环保价值的新扶持项目

• 确立机构的环保管理体系并内化员工环保文化

02 携手共进的社会(社会)

• 为文化产业的人权、劳动环境及安全环境改善提供支持

• 扩大对文化地区均衡发展的支持并加强与地区据点机构的合作

• 推进并拓展大中小企业、文化振兴院、供应商、当地社区共同发展型项目
• 进一步支持提高文化内容制作及享受的多样性
• 为全体员工营造幸福安全的工作环境

03 备受信赖的机构(治理)

• 建立独立审计体系并基于员工清廉文化实现道德管理创新
• 升级非财务性管理成果的测量披露体系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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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机构介绍

经营战略及ESG推进体系

主要扶持成果

|

影视 恋慕

· 2021年 创下半年KBS迷你剧最高收视率
（12.1%）
· 奈飞全球最高排名第4位
· 2021年 提供影视文化内容制作支持

|

游戏 天天玩乐园(Play Together)

· 2021年4月上线，年销售额达到226亿韩元
· 全球累计下载量超过1亿，日活跃用户破400万
· 2020年 扶持新一代
（全球领域）游戏内容制作

|

故事 红鞋

· 韩国动画电影票房排名第七（累计82万人次）
· 2010年 荣获韩国故事征集赛大奖（原作：七个小矮人）
· 2019年 荣获韩国文化内容奖动画单元总统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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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flix

|

影视基础设施 Cube工作室

· 2017年 设立韩国最大规模的影视制作支持设施
· 为奈飞原创作品
《鱿鱼游戏》
《
、甜蜜家园》和电视剧
《智异山》、
《阳光先生》等作品提供拍摄场地

|

动画 逗比僵尸

· 在奈飞、迪士尼亚洲等230多个国家网络平

台上线，中国腾讯视频播放量突破7亿
· 2018年 荣获韩国文化内容奖总统奖
· 2016、2020年 支持韩国国产动画制作

|

卡通人物 STAY PANGAH！

· 在韩推出120多种周边商品，并在中国、泰国、日本、香港推进全
球授权
· 2020年荣获韩国文化内容奖卡通人物单元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奖
· 2020年 支持文化内容IP授权

|

沉浸 ARTE博物馆(济州/丽水/江陵)

· 累计销售额创149亿韩元，累计观众数约为113.8万人次
· 荣获第57届韩国贸易日“百万美元出口塔
（总统）
”奖，2021
年 荣获世界三大设计奖德国IF“金奖”
· 2020~2021年 支持沉浸式文化内容制作，2021年 支持沉浸
式文化内容商业化

|

音乐基础设施 KOCCA音乐工作室

· 2021年 在线演出专用工作室
· 应用XR(扩展现实)、元宇宙、立体音响等高新沉浸式技术，
推出 ‘ON THE K’ 系列演出
· ‘The First Stage’演出创92万播放量,‘let’s trot’演出创149
万播放量

|

文化内容金融MILLIE

· 韩国电子书订阅服务排名第一
· 2021年 入选谷歌Play“年度最佳应用程序”
· 2018年 以文化内容特色保证方式提供商业化资金

|

文化技术 Afun Interactive

·开
 发3D立体卡通人物APOKI和 “基于实时渲染的数字虚拟人
技术”
· 2019年入选韩国百大国家优秀研发成果，获得50亿韩元的投资
· 2017、2019年 为文化技术研发提供支持

Ⓒ Netflix

|

时装MINJUKIM

· 奈飞(Netflix)全球时装设计师真人秀《时尚的未来(Next

in Fashion)》冠军
· 2019、2020年 支持制作创意品牌试制品
· 2020年 支持参与海外接单会及展销会

|

初创企业孵化 Spoon Radio

· 2016年3月 推出音频广播平台"Spoon"服务
· 服务覆盖全球20个国家，累计下载量超过1000万
· 2016~2018年 入驻CKL企业支援中心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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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字看文化产业规模

文化产业销售额规模
2019年

销售额

126兆7123亿韩元

文化产业出口额规模
2019年

出口额

102亿5388万美元

文化产业企业从业人数
2019年

从业人员

68万2644名

2020年

128兆2870亿韩元

2020年

119亿2428万美元

2020年

64万2086名
资料来源ㅣ2020年文化产业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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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文化企业竞争力
• 向企业提供个性化支持
• 海外拓展扶持多元化

• 分阶段扶持初创企业发展

• 以价值为中心促进投资和融资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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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文化企业竞争力

02 战略课题及业务简介

向企业提供个性化支持

发掘和支持有望引领文化产业未来的K-文化内容。

主要提供制作支持的文化类型

影视

支持制作纪录片、网剧网综、
沉浸式作品、OTT专用作品、
ESG、影视格式等

游戏

时装KODE Fashion KODE

亚洲最大规模的时尚文化展会，
介绍作为文化的时装
(每年3月(F/W)、10月(S/S)举办)

3月

光化時代 AGE OF LIGHT

可在韩国历史、文化、旅游中心光化门享
受大规模沉浸式文化内容的体验空间
(全年无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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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月

7月

ITS游戏

ITS GAME

支持韩国优秀游戏内容进军海外
的出口洽谈会

支持构建并运营海外平台等

支持制作ICT-音乐内容等

支持海外拓展等

支持举办空间策划性演出，

支持制作及流通时装文化内容，

沉浸式文化内容

发掘文化、体育、旅游领域的

培育创作新人, 举办故事征稿赛,

优秀沉浸式文化内容, 提供商业化支持，

为Storyum优秀故事制作牵线搭桥

进行海外推广等

运营故事创作发电厂,

韩国国际广播电视节目交易展

8月

发掘新人设计师，

支持制作试制品，支持可持续时装，

发掘优秀故事IP,支持国内外商务对接，

亚洲最大规模文化内容授权展会，
旨在宣传优秀的韩国卡通人物

6月

发掘音乐新人(MUSEON)，

支持制作在线演出及视频内容，

故事

卡通人物授权展览会 Character
Licensing Fair

时装

支持国内外商务对接，

举办漫画及故事IP博览会，

文化内容IP、授权文化内容

新技术及功能性游戏等

音乐

发掘优秀漫画IP，

使用独立、新一代IP，

支持制作韩国国产动画

支持制作原创卡通人物IP、

主机游戏、街机、

2月

漫画

卡通人物

支持制作手游、电脑游戏、

举办国内外活动

动画

亚洲最大规模的国际广播电视节目
交易展会, 旨在引领K-文化内容海
外拓展

BCWW

建设沉浸式文化内容基础设施，

首尔国际音乐节

MU:CON

旨在促进韩国大众音乐海外拓
展的全球性音乐市场
10月

K-文化内容博览会 K-CONTENT EXPO
旨在支持韩国文化内容海外拓展的
B2B及B2C综合性活动
(每年7月、11月举行)

9月

文化内容推介平台

11月

初创企业节 STARTUP:CON

旨在帮助韩国优秀文化内容初创企
业进军海外,进而盘活相关生态系统
的国际性会议

K-博览会

K-EXPO

由相关部门联合举办的当地韩流综合
活动, 文化内容、消费品等相关产业共
同参与

KNock

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内容领域推
介平台, 帮助韩国有潜力的文
化内容企业招商引资

12月

文化内容IP博览会

旨在盘活漫画、故事、影视、游戏等
文化内容IP商务的全球性IP综合活动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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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文化企业竞争力

02 战略课题及业务简介

海外拓展扶持多元化

为提高K-文化价值，携手韩国文化企业迈出韩国走向世界。
海外支援中心

外派专员

莫斯科
(俄罗斯)
北京, 深圳
(中国)
巴黎(法国)
东京(日本)
阿布扎比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宣传及营销

+

一对一
商务咨询

+ 出口实力咨询 + 本地化支持

运营海外商务中心

在主要国家和地区运营海外商务中心, 派遣专员, 支持企业海外拓展

13

商务中心(8个)

美国中心(洛杉矶)、中国北京中心、中国深圳中心、日本中心(东京)、
欧洲中心(巴黎)、印度尼西亚中心(雅加达)、越南中心(河内)、阿联酋中心(迪拜)

外派专员(2处)

泰国外派专员(曼谷)、俄罗斯外派专员(莫斯科)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曼谷
(泰国)
雅加达
(印度尼西亚)

提供个性化海外拓展支持
提供海外市场
+
动态和信息

河内
(越南)

LA(美国)

运营文化内容出口营销平台Welcon

WelCon.kocca.kr

- 构建在线出口洽谈体系, 以缩短海外拓展空白期, 为后疫情时代做准备
- 完善在线营销功能, 常年支持展会、商业对接、招商引资、会议等
- 按文化内容类型和市场区域提供调查分析资料

WelCon

支持参加国外线上线下展会

- 支持参加国外各类主要展会的韩国联合馆
- 开发新兴及潜力市场, 支持参加展会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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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战略课题及业务简介

分阶段扶持初创企业发展

以价值为中心促进投资和融资

通过分阶段对初创文化企业进行扶持，培养其自立更生能力。

营造生态系统，促进对文化内容企业的投资和融资。

按发展阶段扶持

基于文化内容价值评估扩大投资和融资

初期初创企业
创业培育

创作素材内容
策划和创作
支持创意的
초기 (재)창업
商业化

단계

支持重新
성장·도약
挑战创业

초기 (재)창업
初期(再)创业
단계
阶段

아이디어
단계

성숙 단계

分区域提供
全球加速器服务
성장·도약

성장·도약
成长和发展
단계
阶段

단계

아이디어
创意阶段
단계

디어
계

성숙 단계
成熟阶段

성숙 단계

面向文化内容初创企业运营入驻空间
及制作支持设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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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容价值评价中心
콘텐츠가치평가센터

단계

中期初创企业
创业跃进
초기 (재)창업

支持初创企业
参加全球展会

提供文化内容
加速器服务

assess.kocca.kr

文化内容特色保证

在文化内容的策划、制作、
商业化阶段提供定制型担
保支持

为文化内容初创企业提供培训、
商务咨询、关系网支持

文化内容价值评估中心

建立文化内容政策性金融制度

对接文化内容
领域领先企业
促进同步发展
（开放型创新）

CKL商务中心

금융기관 및
金融机构与投资机构
투자기관

建设文化内容金融生态系统

단계

运营文化内容创作及创业空间

CKL企业扶持中心

콘텐츠기업
文化内容企业

文化领域就业中心

为提供优质文化领域就业岗位，提供
咨询服务，强化技能培训，提供招
聘、求职配对服务支援。

文化产业完成保证

向已与流通商签订流通协
议的文化内容企业提供完
成资金

影视振兴资金融资支持

面向影视类提供管理费用
融资支持

文化内容利息保全

提供金融机构贷款商品
利息

支持对接优秀文化内容投资
文化内容推介平台
KNock

- 支持文化内容企业提升定向引资能力
- 举办推介会, 对接投资商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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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基础

01 경영목표

增强产业政策性功能

制定可快速应对文化产业变化的政策，以及可以引领未来的战略。

应对政策未决问题并制定中长期计划

- 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劳动时间缩短等未决问题, 进行深度分析、调查和研究
- 立足于新一代文化产业愿景, 制定中长期计划并采取后续措施

政策研究与实况调查

- 按类型和功能发掘主要热点、开展政策研究
- 内容产业趋势分析及实况调查

发行白皮书和期刊

夯实文化产业
未来发展基础
• 增强产业政策性功能

• 支持技术型新产业领域

• 全过程支持文化体育旅游研发生态系统
• 培养下一代专业人才

- 发行各类产业白皮书

(影视、游戏、音乐、动画、卡通人物、漫画)

- 结合文化产业最新热点和趋势发行期刊

政策共识

- 围绕文化产业主要热点和政策举办研讨会及论坛
(文化产业总结与展望研讨会、文化产业论坛等)

• 提升地区据点的能力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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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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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战略课题及业务简介

夯实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基础

支持技术型新产业领域

全过程支持文化体育旅游研发生态系统

将拥有历史象征性的光化门一带打造为沉浸式内容文化体验空间。

确立治理制度, 构建创新发展基础。

以沉浸式文化内容为未来主力产业提供增长动力，

通过综合支持内容(文化)、著作权、体育、旅游类研发,

基于5G技术的沉浸式文化内容先导项目“光化時代”

根据“一部门一研发专职机构”方针，整合内容(文化)、著作权、体育、旅游类研发业务，
由文化产业振兴院下设文化体育观光技术振兴中心(2021年11月)。

在光化门一带建设全民共享的5G沉浸式内容文化体验空间

光化門
光化門

5G
5G

制作基于5G技术
5G 기반
的实感文化内容
실감콘텐츠 제작

运营常设展览
상설 전시체험
体验空间
공간 운영

设置可用多国语言
다국어 쌍방향 소통
双向沟通的导览系统
안내시스템 마련

发掘并培养以沉浸式内容及新技术为基础的文化内容

支持制作沉浸式内容和新技术(元宇宙、MR、XR)融合文化内容, 创造领先模式, 奠定创新发展基础

沉浸式文化内容

基于创新技术和优秀文化内容,
支持制作沉浸式内容

对接元宇宙

支持利用游戏、动画、音乐等
制作元宇宙内容

运用内容IP

运用各类IP,
展示沉浸式文化内容,
并提供体验支持

核心技术研发(指定公开招聘)

产业现场定制型研发(自由公开招聘)

地区创新研发

培养研发人才

通过扶持文化、体育、旅游、
著作权领域的中长期技术开发，
提高竞争力，创造新服务模式

以技术开发创造社会价值、
支持优秀课题后续开发等，
以中小企业为中心进行技术开发并促进
产业发展

通过扶持地区公共文化空间及文化内容，
建设地区研发生态系统

培养艺术、科学、游戏领域核心研发
专业人才及现场业务人才

面向沉浸式内容企业运营支持基础设施
新文化内容中心

19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 面向沉浸式内容初创企业提供入住空间及基础设施
- 运营商务支持课程, 帮助入驻企业提升实力

营造创作环境

推进企业附属创作研究所及企业创作
专职部门认证制度，以促进文化产业
的创作开发

促进技术商业化

以咨询为基础提供技术商业化支持，
增强文化体育旅游类研发机构的国内
外技术竞争力

管理体系以研究人员为核心

营造优良就业环境，整顿原有研发体
系，如：完善各项规定及体系，开展
预防科研经费误用的培训课程等。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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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战略课题及业务简介

夯实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基础

培养下一代专业人才

提升地区据点的能力

培育引领文化产业发展的定制型人才, 带动创造能力。

扶持地方文化产业, 致力于地区均衡发展, 保障并增进国民享受文化的权利。

运营符合现场需求的专业培训
青年/预备人才

- 基于产学研政合作体系运营文化
内容校园
- 为青年人才提供学徒式教育, 以激
发创作能力
- 运营培养文化内容出口及营销相
关未来人才的专业培训
- 提供教育、实习等就业对接项目,
培养动画一线人才

统筹管理地区分支机构
在职人员

- 运营旨在提升文化产业界在职
人员能力的专业教育

综合型创作人才

- 培养沉浸式内容创作人才
- 培养文化技术专业人才

在16个广域市道运营地区分支机构，
在地区主导下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江源文化财团

仁川科技园

京畿文化产业振兴院
忠南文化产业振兴院
忠北科技创新院
世宗科技园

庆尚北道文化产业振兴院

大田信息文化产业振兴院
全罗北道文化融合振兴院

大邱数字产业振兴院

庆南文化艺术振兴院

光州信息文化产业振兴院

蔚山信息产业振兴院

全南信息文化产业振兴院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在线教育

- 运营Edu Kocca

edu.kocca.kr

正规课程332个/开放讲座579个

edu kocca

釜山信息产业振兴院

济州影像文化产业振兴院

运营文化内容培训及试运行基础设施

文化内容人才园

运营培养和教育综合型人才的
基础设施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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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容广场

运营用于展示综合文化内容的
租赁型基础设施

游戏人才院

运营现场主导型教育和基础设施，
以培养游戏产业专业人才

运营地区文化产业基础设施

运营文化内容企业培育中心和文化韩
国实验室, 培育地区文化内容企业,
促进创作和创业

发展地区游戏产业

为大力发展地区游戏产业，
特运营全球游戏中心、
建设和运营常设电竞场等。

开发特色文化内容

支持应用地区特色素材开发多种类型
的文化内容, 为地区文化产业均衡发
展奠定基础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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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可持续的管理体系

01 경영목표

推广共同发展的文化

作为公共机构, 带头创造社会价值, 致力于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运营社会价值创造中心(驿三)

据点中心综合管理社会价值项目，以改善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工作条件，保护人权，保护社会弱势群体
人权

安全

健康与福利

劳动权

社会弱势群体
支援

公正共赢

就业服务

促进团结

地区经济贡献

责任伦理

环境保护

市民参与

增强公共性

产业发展

人才培养

国民文化共享

文化内容公平相生中心

受理举报，提供咨询支持，以保障文化产业内公平交易秩序

文化内容性平等中心(BORA)

受理受害举报, 开展教育，提供咨询支持，在文化产业营造性别平等的环境

大众文化艺术扶持中心

负责大众文化艺术策划业的登记及教育，保护从业人员的权益，提供法律和心理咨询支持

构建可持续的
管理体系
• 推广共同发展的文化

• 提高道德人权管理/安全环境水平

文化内容纠纷调解委员会

提供纠纷调解支持，以确立公平的文化内容交易及流通秩序，进而保护用户

运营国民行政服务中心(罗州)
文化内容综合扶持中心(Ieum)

企业成长应答中心

流通等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企业, 解决关于监管政策的举报及困难

帮助解决在文化内容策划、制作、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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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振兴院制度及项目涉及的文化内容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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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战略课题及业务简介

构建可持续的管理体系

提高道德人权管理/安全环境水平
建立符合文化产业特点的ESG管理体系，

提高道德人权管理、安全环境水平,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内化道德人权管理

建立ESG管理体系

发布机构内部人权管理宪章和道德宪章，
开展人权影响评估，进而识别和反馈人权改善课题

发挥文化产业人权保护功能

发掘文化产业内部性别平等、弱者保护、工作环境改善等
人权保护政策并营造相关文化

通过建立符合文化产业特点的ESG管理体系，
创造社会价值, 实现可持续管理

机构
管理效率

道德
人权管理

以沟通与参与为基础，实现机构的高效运行及创新

促进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与参与，并形成体系化；通过运营
创新决策机构推进相关制度的完善。

ESG
建立安全环境管理体系

完善安全环境管理推进体系
由员工主导落实碳减排，营造环保工作氛围

加强共同发展推进组织，发掘扶持方案，
与文化内容企业、供应商、当地社区加强合作

落实文化产业公平交易, 促进大中小企业的共同发展

加强机构安全活动

推广反腐败活动及清廉的组织文化

为保护机构信息及信息通信网络，
预防并应对网络攻击， 奠定信息保护基础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完善共同发展推进体系

普及文化产业安全环境管理意识

支持文化产业营造安全制作环境并采取预防措施, 规划并落
实振兴政策，以推广环保文化

25

安全和环境

同步发展的
文化

改善文化产业内部不公正惯例, 营造公正环境,
推进合作型共同发展扶持项目

运营高层清廉委员会和清廉实务推进团，
开展劳资合作清廉活动，扩大清廉教育等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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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主要成果及ESG管理案例

대표 성과 및 ESG 경영 사례

主要成果及ESG管理案例
在文化旅游中心光化门邂逅未来文化内容

打造沉浸式内容的地标“光化時代”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策划“光化時代”，旨在提高国民对文化旅游内容和沉浸式技术相结合

开发符合文化产业特点的ESG

引领以文化产业为基础的ESG管理

的沉浸式内容的认知度，将具有历史象征性的光化门地区打造成大规模沉浸式内容体验空
间。为此，振兴院建立民官合作推进体系，与大企业和沉浸式内容领域中小企业合作，全
力开发文化内容，最终利用第五代移动通信(5G)、增强现实(AR)、全息图等技术，成功开发

8种沉浸式文化内容，展现出光化门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光化時代"向所有国民开放，人
人都可以体验沉浸式文化内容。由此，振兴院致力于让国民有更多机会享受文化。

世界瞩目的K-文化内容重生为《寄生虫》和防弹少年团演唱会沉浸式文化内容

全球首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楼举办“韩国:立体想象”展览

为纪念2021年联合国(UN)指定的"国际创意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年"，韩国作为代表举办

展览，以强调后新冠时代未来文化和创意性的作用。该展览以扩展现实（XR）内容呈现
电影《寄生虫》和防弹少年团的《BTS MAP OF THE SOUL ON:E》演唱会。该展览是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楼举办的首个公开展览，全场门票售罄，备受当地和韩国媒体关注。
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助理还极力赞赏道：“K-文化内容的全球性成功直接体现
出韩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成果。”

依托“K-文化内容+α”带动相关产业共同发展

各部门联合举办综合韩流活动“K-博览会”

为扶持K-文化内容和相关产业的海外拓展，进而扩大韩流产业波及效果，相关部门联

支持可持续的
K-时装品牌

立ESG管理战略和推进体系，还新设了专职

化内容解决社会问题的初创企业，在初期创

装的趋势，将"可持续的时装制作扶持项目

另外，为发掘文化产业独有的ESG案例，

“海女厨房”通过该项目获得扶持，以济州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在韩国机构中率先建

部门——ESG战略团。

振兴院还与业界从业人员及相关机关开展合
作，成功推动"用文化内容勾勒"活动。

2021年，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为培育以文

业扶持项目内新设了社会风险投资单元。

海女为素材开发演出内容和饮食体验空间，
进而探索地区问题的解决方案。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为反映重视环保服

"列入2022年正式项目。与此同时，振兴

院还积极支持环保K-时装品牌进军纽约、

巴黎等海外主要时装市场。

超越地区和障碍，无差别享受沉浸式内容

人人都能享受的文化内容体验空间“想象乐园”

为超越地区和障碍，让所有人享受到沉浸式内容，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设立了"想象乐

园"。2020年和2021年，振兴院在韩国8个地区面向残疾人设立了沉浸式内容体验空间。

在线演出、视频出口洽谈会、直播带货等活动，带头提高活动关注度并扩大出口成果。

兴院还针对残疾学生进行了改良，如营造残疾人友好型空间、添加字幕和音效等。

由大企业推动，初创企业行动

文化内容开放型创新将引领大企业和初创企业共同发展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为建设自生型文化产业生态系统，正在推进"文化内容开放型创

2022年，振兴院还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制作了2套走动式"想象乐园"体验馆。另外，振

由国民提议和制作的游戏内容

面向“银发一族”开发防痴呆游戏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通过听取国民意见的渠道"市民参与创新团"导出"开发改善老年

新（CON:FINITY）"项目，促进大企业和初创企业共同发展。

人文化享受权利的老年游戏"议题，并于2021年在功能性游戏制作支持项目中新设银发

美嘉欢乐影城等领先企业的参与下，该项目通过与初创企业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带

能性游戏——《那些年的暑假故事》。

2021年，在CJ ENM、乐天CULTUREWORKS、乐天酒店、乐天世界、韩国贸易协会、

动优质就业。作为对其成果的认可，该项目荣获总统直属工作岗位委员会"2021大韩民
国工作岗位有功表彰"。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新设 “文化内容社会风险
投资” 扶持程序

合举办"K-博览会"，让观众亲身体验到韩流文化内容、K-食品、美妆等相关产业商品。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以K-文化信息为核心，与相关机构携手推出多种合作项目，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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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ESG推进体系并开
展相关活动

文化内容单元。开发商Springsoft通过该项目获得支持，成功推出预防老年痴呆症的功
作为一家公共机构，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持续为弱势群体开发功能性游戏，带来国

民能切身感受到的创新。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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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机构主要设施简介

02 콘텐츠산업 규모

机构主要设施简介

⑨

⑥⑦

⑧
⑤

③④

⑫

⑩

⑪

主要设施（韩国）

❶ 文化体育观光技术振兴中心

❻ 文化内容人才园

❷ 文化内容综合扶持中心

❼ 文化内容广场

❸ 社会价值创造中心

❽ DMS

❹ 文化内容纠纷调解委员会秘书处

❾ 全球游戏枢纽中心

大田广域市中区中央路85号
1566-1114

首尔市东大门区回基路66号
02-6310-0600

全罗南道罗州市教育路35号
1566-1114

首尔市江南区论岘路525号
1566-1114

首尔市麻浦区世界杯北路54街12号
02-300-5902
京畿道城南市寿井区创业路54号
031-759-2028

❿ 新文化内容中

❺ CKL企业扶持中心

首尔市江南区驿三路217号
1566-1114

首尔市中区清溪川路40号
02-6441-3114

主要下设分支机构（海外）
5509 Wilshire Blvd. Los Angeles,
CA 90036, USA
+1-323-935-5001

印度尼西亚商务中心

APL Office Tower 11th Floor
Suite T3, Jl. S. Parman kav 28,
Kel. Tanjung Duren Selatan,
Jakarta Barat, Indonesia, 11470
+62-21-2256-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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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总部(光州全南创新城市)

首尔市东大门区回基路66号
02-6310-0776

首尔市江南区论岘路525号
1566-1114

美国商务中心

①

中国北京商务中心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光
华西里1号韩国文化院3层(邮
编:100020)
+86-10-6501-9951

越南商务中心

Unit 6, 10th Floor, Charmvit
Tower, 117 Tran Duy Hung Str.,
Cau Giay Dist., Hanoi, Vietnam
+84-39-226-4093

⓫ Cube工作室

主要网站

大田广域市儒城区大德大路480号
042-719-6114

①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 www.kocca.kr

②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社交网站 : sns.kocca.kr

⓬ KOCCA音乐工作室

首尔市松坡区奥林匹克路424号, K-艺术厅
1566-1114

③ 文化内容纠纷调解委员会 : www.kcdrc.kr

④ 文化内容性平等中心BORA : bora.kocca.kr
⑤ 大众文化艺术综合信息系统 : ent.kocca.kr

发行处

1566-1114

⑥ 文化内容价值评估中心 : assess.kocca.kr

⑦ 文化内容出口营销平台 : welcon.kocca.kr

www.kocca.kr

⑧ CKL企业扶持中心 : www.ckl.or.kr
中国深圳商务中心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
道滨海大道3378号盈峰中心23
层2318室(邮编:518000)
+86-755-2692-7797

阿联酋商务中心

Office 1501, Aurora Tower,
Dubai Media City, Dubai, UAE
+971-2-491-7227

日本商务中心

KOCCA Japan Office, Korea
Center B/D 7F, 4-4-10, Yotsuya, 
Shinjuku-ku, Tokyo 160-0004,
Japan
+81-3-5363-4510

泰国外派专员

U
 nit 3065, Level 30, Bhiraj Tower
at EmQuartier, 689 Sukhumvit
Road(Soi 35), Klongtan Nuea,
Vadhana, Bangkok, 10110, Thailand
+66-2-017-2856

欧洲商务中心

Centre Culturel Coreen A Paris
20 rue la Boetie, 75008 Paris,
France
+33-1-42-93-02-84

俄罗斯外派专员

Arbat St.24(3rd, 4th floor),
Moscow, 119002, Russia
+7-968-943-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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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58326)全罗南道罗州市教育路35号

⑨ 全球游戏枢纽中心 : www.gamehub.or.kr

策划/制作

⑩ STORYUM : www.storyum.kr
⑪ Edu Kocca : edu.kocca.kr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官方SNS

sns.kocca.kr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沟通宣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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