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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清宪一行来访德必

 5月14日，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清宪一行三十

余人来访长宁德必易园，调研文创、科创企业及产业发展情

况。德必集团董事长贾波、德必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院长兼

首席艺术总监苏荣带领王部长一行参观了园区，德必文化创

意产业研究院院长苏荣向王部长一行详细介绍了德必及企业

发展情况，以及长宁德必易园以多媒体与文创产业为主业

态，聚集了一批如美团点评、方糖小镇等业内具有较强影响

力的企业，企业的高速发展也带动了园区影响力的日新月

异。在随后的座谈会上，王部长提到：山西省是中华民族发

祥地之一，文化历史悠久，具有优越的先天条件，希望在新

媒体领域的发展能有进一步提升。德必集团董事长贾波表

示：未来，德必可以作为学习基地，分享创新服务经验，期

待双方在文创、科创领域能进一步沟通交流，助力产业发

展。

@芳华德必运动LOFT
 近日，在芳华德必运动LOFT举办了“‘零秒出手’—德必第一届企业联合篮

球赛”，吸引了多个德必园区的企业参与其中，此次篮球赛与专业的篮球机构合

作，还邀请了国外教练进行赛前培训，以球会友，增进园区企业间互动交流。运

动LOFT作为德必旗下园区产品线，以园区为依托，汇聚体育产业力量，集结更多

资源，并向园区外进行辐射，更好地助力体育产业的发展。

中共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戚哮虎一行来访

德必集团杭州东溪易园创意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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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必外滩WE”
 6月8日，德必外滩WE"邀请上海共益创业者Enrico Iaria先生，举办了一场名

为 “共益创新革命——可持续化未来的创业实践”的主题演讲，在活动中分享这

一日益流行的话题，并鼓励年轻学者和社会驱动型企业关注这一新兴商业模式。

德必WE”社群旨在通过整合资源，搭建多元交流平台，创造商业机遇，以此为国

内外文化创意领军企业服务，创造更多商业合作可能。 

韩正出席中意设计交流中心成立5周年
 德必助力中企走出去

 意大利时间6月15日，上海佛罗伦萨-中意设计交流中心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施特洛奇”别墅举行5周年庆典开幕仪

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上海）推进工作办公室和意大利佛罗伦萨市政府的支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瑞宇，中联部副部长李军，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波，上海市委常

委、市委秘书长诸葛宇杰，意大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佛罗伦萨大都会市市长、佛罗伦萨市长达里奥·纳尔德拉，佛罗

伦萨外事副市长安娜·保拉·孔洽，佛罗伦萨经济旅游副市长切绮丽雅·德莱以及德必集团董事长贾波等中意各界政商代表参加

开幕式。

 2014年3月，中意设计交流中心佛罗伦萨基地开园运营，德必集团是负责运营佛罗伦萨基地的唯一中方机构。德必集

团携手佛罗伦萨施特洛奇基金会、上海服装协会、上海时尚协会、佛罗伦萨华人艺术家协会等机构，为中欧两国的设计时

尚领域开拓了一个优质的B2B合作平台,搭建了一个产业交流和商务对接的平台。基地运营以来，共计30余家中方企业在佛

罗伦萨基地设立工作室或办事机构，近20家意方企业入驻上海孵化器，举办了近150场不同领域、类型的文化创意类活

动。上海佛罗伦萨-中意设计交流中心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欧洲企业“引进来”的桥头堡，为两国合作交流开辟了

一个全新模式，构建起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关系，促进了中意创意设计领域的深度交流合作，实现了对欧洲市场形成

以“一点带动多点”的走出去战略布局，为中意两国在设计、文化、商业等领域的深化合作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未来3年，德必将在全球10多个国际化城市，包括英国伦敦、以色列特拉维夫、法国巴黎、德国慕尼黑、日本东京、

美国纽约、澳大利亚墨尔本等陆续建立遍布全球的国际园区。德必希望构建全球服务平台，作为企业“大使馆”，为有意

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性的文科创企业铺路，也为国内企业走向国际开设绿色通道。德必不仅服务中国的文科创企业，同时

也服务全球的文科创企业，通过提供国际化的双向服务，实现双核驱动全球的发展战略。

 6月1日，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戚哮虎率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龚志南等一行十余人来访德必集团在杭州的首个大

型创意园区——东溪德必易园，并就江干区文创特色园区的

发展进行实地调研。戚部长一行先后走进园区企业莓兽科

技、海尔快捷通支付有限公司和杭州东赞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详细了解企业动态和未来发展方向。“产业集聚度强不

强？企业落税是否到位？”参观过程中，戚部长频频与企业

互动，关注园区和企业发展现状，并就相关问题提出建议。

杭州东溪德必易园是德必集团在杭州的首个文创科创产业

园，是集“创新企业”、“产业孵化”、“生活休闲配套体

验”为一体的国际互联创新微城。据悉，今年德必在美丽的

西子湖畔还将有新动作，未来会有更多的项目落户杭州，带

动杭州的创业生态。

@市场人社群
 五月，市场人社群落舵虹口德必运动LOFT，以专业话题“如何将产品营销场

景化?”连接了来自多个德必园区的75名市场人参与其中，邀请来自甘泉德必易园

企业“LinkTea•啥茶”创始人及设计总监、虹口德必运动LOFT企业“创梦识堂”

创始人一起在分享中学习、在讨论中共创。市场人社群志在连接德必34个园区的

5000家企业，让社群不只是活动，不止于学习，更是资源的对接、合作的达成。

@老洋行1913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老洋行1913联合德必旗下上海市水分子公益基金会联

合推出了“爱在老洋行，情暖山中娃”活动。以爱心捐赠为主，汇聚了来自园区

内外白领们献出的爱心，让点滴的付出成为希望的光芒照亮他们的前程。水分子

公益基金会是上海德必集团发起成立的公益基金会，旨在“关注贫困家庭，青少

年儿童及教育方面，帮助青少年儿童心灵和学习教育成长”。



最美wehomer，发现身边的最美社群天使

 “最美wehomer”，是wehome联合2017第二届国际社群节联合发起的，

意在甄选“最美社群天使”的社群活动。在去年的首届评选中，三十多名德必各

园区企业的优秀代表参与评比。今年评选，wehome将通过线上与线下联动的形

式，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我们希望wehomer们：不仅能彰显在本职工作中的影

响力，还能展现你的社交魅力，通过参与社群活动，灵活运用职场中的资源，链

接更多的企业与人。通过一个月的评选，最终十强将在国际社群节闭幕式上角逐

三甲席位。最终“最美wehomer”冠军将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肩负起连接各种

企业与资源、助力轻公司生态圈的使命。更有可能成为社群的组织者与代言人，

将社群共生共长的精神传承。

2017.6.15 奔跑吧！周末！

 作为2017年第二届国际社群节预热活动，“奔跑吧！周末！”大型白领竞技

真人秀活动于6月17号拉开序幕。来自香港创客节、水分子公益基金、wehome 

等10组队伍共50余人参与活动。活动参赛选手所得积分将全数换成善款捐赠给水

分子公益基金会，用于福建山区失学儿童的救助，贡献爱心，意义非凡。

2017.7.11/12国际社群节开幕式&国际创交汇

 2017第二届国际社群节开幕式将于2017年7月11日在芳华德必运动LOFT举行。预计来自文

科创行业精英、资本市场、创新创业社群、媒体等千人参与开幕式活动。回顾2016第一届国际

社群节，“德必和它的伙伴们”带来了资本、企业的链接共创。本届开幕式将会沿袭此计划，

将目光聚焦为全球创新创业社群的发展，为白领、企业与资源的交互提供更多合作机会。“德

必和它的伙伴们“全球创新创业社群战略联盟的签署将带来十大战略社群，分别是创业邦、

WorkFace、来嗨、818公社、念聚场、大象微记录、樊登读书会、飞来即兴、猫财经、财经女

记者部落。

 ‧ 国际创交汇

 国际社群节的正式开幕，预示着国际社群节活动周的到来，随即开启的国际创交汇也将汇

聚国际创客、资本市场、业内精英以及媒体，带来一系列的有关此次主题的“全球创新创业社

群交流交易盛会”的路演和论坛活动。

 ‧  德必集团&中国民族贸易促进委员会的战略合作发布

 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作为有着30年历史的综合性国家一级社会组织，是国家质检总局批准

的“一乡一品”产业促进会计划唯一牵头机构。“一乡一品”产业促进计划是致力构筑国家品

牌体系为目标的战略性工程。德必将以园区物理空间为依托提供“一乡一品”产业促进计划全

国服务平台，此次战略合作将共同打造“一乡一品56+创新孵化基地”、“一乡一品”产品展示

平台以及企业智库平台三个基准点，集中各类优秀企业在民贸会统一协调下从管理、质量、技

术、设计、创意、品牌、销售、教培、金融等方面为试点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助力试点企业的

转型升级及品牌化建设工作。

  2017 第二届国际社群节

 2017 The 2nd nternational ommunity estivalI C F
国际社群节（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estival，简称 ICF）是由德必集团主办，汇聚众多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企业

和白领精英参与的大型文创科创企业盛会，旨在促进各国文科创企业间、文科创企业与金融资本间、文科创企业白领间的

互动连接，着力营造万物生长的生态集聚效应，助力文科创企业创新融合发展。

2017年第二届国际社群节将主题定位为“全球创新创业社群交流交易盛会”，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上海时尚之都促进中心、中意设计交

流中心、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上海市青年创意人才协会、上海工业设计协会、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研究院、上海交大-南加

州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院等各级政府及协会单位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布点在德必各大战略城市上海、北京、杭州、苏州、

意大利佛罗伦斯、美国硅谷等，全球战略携手打造此次盛会。此外，本届国际社群节已被纳入“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暨沪

港文化月”作为重要活动之一。双方将共同助力沪港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与促进。 与香港创客节形成战略合作，为沪

港两地的创客们打造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

2017.4—2017.7国际社群节全球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

 由上海市教委主办、上海交大文创学院承办的LIFE GEEK 2017“汇创青春”

数字文化创意大赛于2017年4月拉开帷幕。德必承办了大赛的国际商业分赛——

“2017国际社群节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本届大赛将聚焦国际化商业领

域，在全球范围内，挖掘有潜力的商业项目和创新人物。25位上市公司董事长和

投资大咖加入成为大赛导师和评审，最终将筛选出10个优质项目成为十强进入复

赛，进而在7月份“国际社群节”创交汇上评选出冠、亚、季军各1名，最具投资

潜力奖1位，最优创客人气奖1位。 截至目前，共计收到商业计划211个，其中国

内110个，国外101个。



 财经女记者部落是中国首个女记者微信社群和内容生产平

台，目前拥有近10万以媒体人、市场人、品牌人为核心的粉丝

群，在金融、职场、娱乐、时尚等领域有较高的知名度。社群成

立以来曾举办过两次上海女子图鉴女生主题活动，建立了国内首

个女子图鉴活动IP，并与凤凰直播、网易直播、梨视频等合作，

计划拓展脱口秀、热点短视频等节目。

 来嗨是以活动为纽带、专业提供创业项目融资路演及全栈型

互联网产品辅助活动的社群组织，影响力涵盖上海各个领域的创

业投融服务，已成功连接200个投资机构及投资人，2000个创业

项目，150家知名孵化器，300家创业服务公司，形成了“网站、

自媒体、社群、线下活动”与一体的完整创业服务社群生态圈。

02 来嗨
 WorkFace创立于2012年8月，现已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创业

者社群的自成长组织。以“所有人服务所有人，所有人向所有人

学习，所有人支持所有人”的理念，致力于在社会场域打造创业

生态系统，成为了最具有影响力的创业者社群。WorkFace目前

主要在上海等31个城市设有分舵，联结超过50000名成员。

03 WorkFace
 樊登读书会由央视主持人樊登发起创立，是基于移动互联网

的学习型机构，是倡导“全民阅读”的先行者。目前全国拥有

117个分会，36万正式会员。通过视频、音频、图文等多种形式

呈现书籍精华，分享传播。樊登读书会旨在帮助更多中国人养成

阅读习惯，通过知识的传播来改善自我。

04 樊登读书会

 创业邦成立于2007年，是中国创业服务领域成立最早，创业服

务项目类型最广的全维度创业者服务平台。已经与IDG、红杉、腾

讯、北极光、DCM、赛富亚洲等10余家世界顶级投资机构及企业达

成了战略合作关系。

 创业邦旗下拥有媒体、活动、培训、天使基金等业务。创业邦

媒体涵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以丰富资讯和创业邦星际学院，连接

数百万创业者群体并有力协助其创业进程；创业邦品牌活动“创新

中国Demo China”累积吸引超过数万优质初创企业报名参加，数

以千计的创业项目借此平台获得融资。品牌旗下天使基金专注于发

掘前沿科技、文体娱乐、消费升级、企业服务及其他科技领域的早

期投资机会，不仅为投资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依托媒体、孵化服

务、投融资于一体的创业全产业链服务平台优势，为已投企业提供

媒体、培训孵化、投融资及产业资源对接等投后服务。

01 创业邦

 大象点映由原上海电视台新锐纪录片导演吴飞跃发起创立，

是中国首个完全面向互联网的纪录片创作与传播机构。被业内人

士誉为“中国微纪录片的探索者和引领者”。在2015年6月的上

海电影节中,一部聚焦中国工人诗人的纪录片《我的诗篇》,收获最

佳纪录片，耀摘金爵。

05 大象点映
 上海第一家专业的即兴剧表演社群组织，通过演出、表演

课、演讲、创意工作坊等形式传播即兴剧文化。去年团队走进东

方卫视著名栏目“今夜百乐门”，亦将表演课程引进北京电影学

院和各500强企业中，用即兴剧表演营造一个友善和安全的氛

围，鼓励你在欢笑和互动中，体验自由、即兴创作的快感。

06 飞来即兴
 念聚场以沪上知名导演何念先生为主要核心力量，由众多年

轻优秀导演、编剧、制作人组成的专业团队，主要从事白领人群

为主的舞台剧、电视、电影及周边文化产品的创作、制作、推

广、宣传等相关创作。成立8年间，演出覆盖北上广深等城市，

累计观剧人数3000万。

 “818"创意公社是以白领为主要摊主及服务对象的上海最知

名的创意市集方之一。集市特色在于通过征集白领成为自由摊

主、增加活动体验，最大程度上将日常工作劳累的白领置于趣

味、体验及经历分享的轻松氛围中。

08 “818"创意公社 09 财经女记者部落

 猫财经是蓝鲸传媒旗下的自媒体社群，是网易、搜狐特邀自

媒体。社群成立以来，运用娱乐化眼光审视类财经新闻热点，采

掘社群成员信息及活动所需。目前泛财经领域精准粉丝20万。社

群线下活动以轻松话题切入，主推轻生活、趣味感的创意类分

享。线上内容注重观点输出，线下活动互动性强，为粉丝提供同

一社群环境下的特别体验。

10 猫财经

International 

07 念聚场

Community 

Festival
ICF
十大战略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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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二届国际社群节活动周精采活动

TUE.7.11
骓盟体育：白领足球联赛
18:00 ── 22:00

足球场@大宁德必易园

领导力演讲
13:00 ── 21:00

@德必外滩WE" 多功能厅

"一瞬"多媒体展览
10:00 ── 17:00

@上海佛罗伦萨中意设计交流中心佛罗伦萨基地

MON.7.17时装秀
:14 00── 16:00

@德必环东华WE" 中庭

WEN.7.12
WorkFace：创业私董会
18:30 ── 21:30

@德必外滩WE" 多功能厅

智合法律新媒体：企业合规法律实务论坛
13:00 ── 18:00

E 2@大宁德必易园 座 F 03会议厅

WorkFace：创客分享
18:30 ── 21:30

E 2@大宁德必易园 座 F 03会议厅

FRI.7.14818创意公社：白领快闪市集
10:30 ── 17:00

@大宁德必易园 I座

趣实习HR交流会：Intern&HR的奇葩说
14:00 ── 17:00

@德必环东华WE" 3F 会议厅

来嗨：如何成为运营老司机
14:00 ── 17:00

@长宁德必易园A座 8F 萃德厅

五感食堂：反噪音实验室
14:00 ── 17:30

@虹口德必运动LOFT九街区L座6F

水分子装置艺术公益展
10:00 ── 17:00

@大宁德必易园 wehome社群中心

创+精品专业沙龙讲座
16:00 ── 17:30

@虹桥德必易园 wehome社群中心

爱在德必,浪漫七夕
14:00 ── 16 00:

@虹口运动LOFT wehome社群中心

大象点映会：摇摇晃晃的人间
12:00 ── 14:30

@杭州东溪德必易园 2F 萃德厅 

THU.7.13
五感食堂：时间的镜子
14:00 ── 17:30

@虹口德必运动LOFT九街区L座6F

国际领导力演讲
15:00 ── 21:00

@德必外滩WE" 1F 多功能厅

版画艺术：从伦勃朗到安迪沃霍
意大利时间 10:00 ── 16:00

@上海佛罗伦萨中意设计交流中心佛罗伦萨基地

致匠心：DIY手工皮具
12:10 ── 14:10

@大宁德必易园I座wehome社群中心

大象点映会：我的诗篇
19:00 ── 21:00

@德必外滩WE" 3F FUNWORK

大象点映会：摇摇晃晃的人间
19:00 ── 21:00

@常德路800号八佰秀创意园区C3幢2F 202室

SAT.7.15
花间与你相遇最美时光
加州时间 13:00 ── 17:00

@德必 WE" 8407 2硅谷 加州纽华克市中央大道 号 F 会议厅

樊登上海大型书友会
13:00 ── 17:30

@ 2588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路 号

MO+后备箱创意集市
10:00 ── 19:00

@虹口德必运动LOFT主干道

非洲鼓乐音乐表演
15:15 ── 16:45

@德必外滩WE" 1F 中庭

摄影达人小袁同学的公开课
14:00 ── 16:00

@长宁德必易园A座 8F 萃德厅

音乐秀&印第安屋顶派对
19:00 ── 21:00

@德必静安WE" 7F 屋顶花园

FRI.7.21 创新教练班
:18 00── 21:00

@德必环东华WE" 3F 会议厅

TUE.
7.18
骓盟体育：白领足球联赛
18:00 ── 22:00

足球场@大宁德必易园

创始人互动俱乐部：营销套路
:19 00── 21:00

@ A  8F 长宁德必易园 座 萃德厅

爱心义卖
:12 00── 13:30

@ A  1F 七宝德必易园 座 萃德厅

Brain Tam演讲
:13 00── 18:00

@德必东湖WE" 2F会议厅

7.20

组合整合——

决策者专用会议
:16 00── 21:00

@德必 WE" 1外滩 F 多功能厅

WorkFace：创客分享
18:30 ── 21:30

E 2F 03@大宁德必易园 座  会议厅

THUR.大象点映会：我的诗篇
:14 00── 16:00

@常德路800号八佰秀创意园区C3幢2F 202室

SUN.7.16
MO+后备箱创意集市
10:00 ── 19:00

@ LOFT虹口德必运动 主干道

蓝鲸财经：网者荣耀──

新媒体时代品牌渗透策略分析
15:00 ── 18:00

@德必外滩WE" 1F 中庭+多功能厅

樊登读书会：白领阅读日
14:00 ── 17:00

@七宝德必易园A座 1F 萃德厅

飞来即兴：创意表演工作坊
14:00 ── 16:00

@长宁德必易园A座 8F 萃德厅

念聚场：剧本朗读会
18:30 ── 21:00

@德必外滩WE" 1F 中庭+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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