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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团法人 AnimeJapan 
 

AnimeJapan 2018 出展公司・出展作品发表!! 
与过往相比出展展位最多［出展公司总数 222 家、出展展位总数 960 间］ 

「AnimeJapan 企划发表会」决定于 1 月 26 日(周五)19:00 起 
在 Animate 池袋本店 9F Animate 大厅举行！ 

 

 

 

 

 

 

 

 

 

 

 

 

 

 

 

 

 

 

一般社团法人 AnimeJapan 近日发表了，将于 2018 年 3 月在 Tokyo Big Sight 举办世界最大规模的动画盛会

『AnimeJapan 2018』上出展的公司以及出展作品。 

代表国内外动画关联企业·团体将参加这次的盛会，计出展公司总数 222 家、出展展位总数 960 间［主区域出

展公司 158 家 885 间、商务区域出展公司 64 家 75 间］(前述数据更新至 1 月 12 日目前、包含赞助公司)，而

这次的盛会也已成为迄今为止出展数最多的一届展会。 

出展公司、出展作品等详细信息请查阅 AnimeJapan 2018 官方网站。 

=========================================== 

■主区域出展公司 (更新至 1 月 12 日※按公司名首字母 50 音度顺序排序) 

http://www.anime-japan.jp/en/main/contents/ 

■商务区域出展公司(更新至 1 月 12 日※按公司名首字母 50 音度顺序排序) 

http://www.anime-japan.jp/en/business/contents/ 

■出展作品 ※按作品名首字母 50 音度顺序排序 

http://www.anime-japan.jp/en/main/works/ 

=========================================== 

http://www.anime-japan.jp/en/main/contents/
http://www.anime-japan.jp/en/business/contents/
http://www.anime-japan.jp/en/main/works/


■AnimeJapan 企划内容 
有关「AnimeJapan 2018」的告知活动 

『AnimeJapan 企划发表会』将于 1 月 26 

日（周五）19：00 起，在 Animate 池袋本 

店 9FAnimate 大厅举行。 

本次活动中，将发表 5 个开放舞台全项目及 

主办企划的最新信息。 

另外，『AnimeJapan 企划发表会』全程内容 

也将在「BANDAI Channel」和「NICO NICO 

直播」进行直播。 

※本次活动一般观众也可观赏。 

欢迎光临现场，和现场的观众们一起参与到这次的发表会中。参加这次发表会的观众们，我们将为您送上

「AnimeJapan 2018」入场券（含舞台应征权）作为参会礼物。 

※在会场观看是免费的。但是只有先到会场获得参加券的观众才能进到会场观看。希望参加的观众请在当日至

Animate 池袋本店 1F 门卫柜台处领取参加券。 

另，观众人数有限，所以参加人员满额后将停止派发参加券。参加券一人一张。 

 

＜主要内容＞ 

・5 个开放舞台全项目发表 

・「AnimeJapan 2018」主办企划的最新信息发表 

及其他 

 

＜MC＞ 

・铃木崚汰（すずき りょうた） 

・藤田茜（ふじた あかね） 

 

＜直播 URL＞ 

・BANDAI Channel：http://live.b-ch.com/ajpresentation 

・NICO NICO 直播 ：http://live.nicovideo.jp/gate/lv310181105 

 

【AnimeJapan 企划发表会简要】 

名称       ： AnimeJapan 企划发表会 

会期      ： 2018 年 1 月 26 日(周五) 

会期时间    ： 预定 开场 18:30 开演 19:00 结束 20:30 

会场      ： Animate 大厅(Animate 池袋本店 9F) 〒170-0013 东京都丰岛区东池袋 1-20-7 

内容      ： AJ 公开舞台项目发表 

「AnimeJapan 2018」主办企划的最新信息发表 及其他 

预定登场者   ：铃木 崚汰（すずき りょうた） 

藤田 茜（ふじた あかね） 

AnimeJapan 实行委员会 

 

 

http://live.b-ch.com/ajpresentation
http://live.nicovideo.jp/gate/lv310181105


 

AnimeJapan 2018 开展简要 
 
活动名称     ： AnimeJapan 2018 

会场       ： Tokyo Big Sight (〒135-0063 东京都江东区有明 3-10-1) 

           东展示楼东 1-8 大厅 [主区域] 

           会议楼 1F 招待大厅 [商务区域] 

主区域会期       ： 2018 年 3 月 24 日(周六)・25 日(周日) 会期时间 10:00～17:00 ※最终入场 16:30 

商务区域会期      ： 2018 年 3 月 22 日(周四)・23 日(周五) 会期时间 10:00～17:00 ※最终入场 16:30 

特别赞助     ： Sony × Fate/Grand Order 

协助公司     ： ゴジラ・ストア × TOHO animation STORE／LIVE DAM STADIUM／株式会社 SANKYO／ 

d アニメストア／フィールズ株式会社 

后援       ： 一般社团法人 日本动画协会／漫画出版社之会 

主办       ： 一般社团法人 AnimeJapan 

展示内容     ： 出展展台（展示・商品销售・活动等)／特设舞台／ 

商务区域 ※会议楼 1F 招待大厅／预定开展主办企划等 

入场券      ： 2018 年 1 月 27 日(周日)起开始发售 

预售票   中学生以上：1,800 円(含税)／小学生以下：免费 

当日券  中学生以上：2,200 円(含税)／小学生以下：免费 

官方网站      ： http://www.anime-japan.jp  

官方 Twitter      ： @animejapan_aj (ハッシュタグ：#animejapan) 

事务局      ： AnimeJapan 运营事务局 

           [株式会社 索尼·音乐传媒公司] 

 

 

Family Anime Festa（家庭动画节）2018 开展简要 
 
活动名称     ： Family Anime Festa（家庭动画节）2018 

会场       ：Tokyo Big Sight (〒135-0063 东京都江东区有明 3-10-1) 

           东展示楼 东７大厅 

会期       ： 2018 年 3 月 24 日(周六)・25 日(周日) 会期时间 10:00～17:00 ※最终入场 16:30 

特别赞助     ： Sony × Fate/Grand Order 

协助公司     ： ゴジラ・ストア × TOHO animation STORE／LIVE DAM STADIUM／株式会社 SANKYO／ 

d アニメストア／フィールズ株式会社 

后援       ： 一般社团法人 日本动画协会／漫画出版社之会 

主办       ： 一般社团法人 AnimeJapan 

展示内容     ： 出展展台（展示・商品销售・活动等)／家庭舞台／家庭食品公园／ 

游戏区域／儿童工作室区域 等预定开展  

入场券      ： 免费 ※仅限小学生以下及其监护人入场  

官方网站      ： http://www.family-animefesta.jp 

事务局      ： AnimeJapan 运营事务局 

           [株式会社 索尼·音乐传媒公司] 
 

※Sony × Fate/Grand Order 是索尼株式会社和 Fate/Grand Order 的共同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