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時代》
Entrepreneurial Age
年代：2018
主演：黃軒 楊穎 週一圍
時長：54 x45分鐘
類型：現代情感

預告片：
https://vimeo.com/272287564
https://vimeo.com/298322917
第17集：
https://vimeo.com/296825569
第53集：
https://vimeo.com/297230012

簡介：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軟體工程師郭鑫年找到了新的靈感，他決心開發一款新

的手機通訊軟體，可以將手機短信以語音的形式在使用者之間傳送，這個想法讓郭鑫
年激動不已，他懷著一腔熱血，走上了創業之路。在天使投資人和舊日朋友的支持下，
郭鑫年經過艱苦的研發，終於令手機軟體誕生，起名為魔晶，並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同時也與投資分析師那藍，成為了莫逆之交。然而創業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在激烈
的市場競爭和技術更迭中，同行的競爭，技術上的難關，種種問題紛至遝來，郭鑫年
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磨難，終於令新技術得以推廣。在郭鑫年最艱難的時期，他收穫了
那藍的愛情，在愛人的鼓勵下，他意識到，眼下的困難並不是終結，而是新的開始，
最終，郭鑫年和那藍一起攜手，繼續走上了創業之路。
可售地區：全球（除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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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姐歸來》
Here Comes the Lady
年代：2017
主演：安以軒 朱一龍 侯京健 黃夢瑩
時長：36 x45分鐘
類型：現代情感

簡介：艾米爾（安以軒 飾）是自小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千金大小姐，肩上背負著支
撐家族企業運作的重任。父親將她許配給了隆科集團董事長的兒子何一坤（侯京
健 飾），可是何一坤已經有了深愛的女人夏青青，而艾米爾亦焦急的尋找著下落
不明的男友王特（王鈞赫 飾）的蹤跡。
離家出走的艾米爾在誤打誤撞之中邂逅了名為何開心（朱一龍 飾）的心理諮詢師，
巧合的是，何開心竟然是何一坤同父異母的弟弟。最終，艾米爾得知王特為了利
益將自己拋棄，痛苦和絕望之中，她回到家裡同意了這場商業聯姻。然而，最終
走入婚禮殿堂的，卻是夏青青，原來艾米爾為了成全何一坤，不惜犧牲了自己的
利益。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排除中央電視臺
所屬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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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聽懂你的語言》
Let Me Know You
年代：2019
主演：邱澤 陸怡璿 張小磊 劉德凱
時長：36 x45分鐘
類型：現代情感

預告片：
https://vimeo.com/323361249
第9集：
https://vimeo.com/326274570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排除中央電視臺所屬平臺

簡介：傣族姑娘玉波（陸怡璿
飾）一盆潑來的水和美麗的笑
靨讓富家公子徐浩甯（邱澤飾）
丟魂失魄。生性不拘的他從沒
有想到自己會在遙遠的西雙版
納愛上一個傣女，更沒想到的
是相愛的過程竟是如此艰
难……
這個叫玉波的姑娘是剛剛喝過
兄弟大酒的傣族朋友岩龍（原
維飾）追求的對象。
原女友張美嘉（陳潔饰)不甘
心愛情陣地的喪失攪局紛紛。
更讓徐浩寧崩潰的是，把玉波
帶大的姨媽玉兒香（張小磊飾）
竟是當年做知青的父親徐遠達
（劉德凱飾）30年前拋棄的
戀人。
在經歷過一連串的考驗之後，
徐浩寧從愛一個傣女開始，愛
上了傣族的文化 愛上傣家人
不嗔不怨 與他人 與大自然和
諧相處的生存哲學，把自己的
開發專案融入到熱帶雨林和動
物的保護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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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的餃子館》
The Grandma's
Dumpling House
年代：2019
主演：陳小藝 何政軍
時長：40 x45分鐘
類型：現代情感
預告片：
https://vimeo.com/297887628
密碼：dumpling2018
簡介：八十年代初，姜桂芳因為包得一手好餃子，成為了北車站國營餃子館廚
師長。後因政策改革，被處處與她作對的許大雯聯合經理把她擠兌走。下崗後，
為了一家老小穿衣吃飯，姜桂芳開了一家“姥姥的餃子館”。創業初期，處境
艱難，她始終咬牙堅持。期間，她遇到了餃子館拆遷和許大雯的針鋒相對，這
些困難不僅沒有讓她妥協，反而更加的堅強。在生活中，姜桂芳也遇到了大女
兒生病 二女兒離婚 三兒子結婚 四女兒出走 以及收養五兒子等家庭問題。姜桂
芳靠自己堅韌的性格和高超的智慧帶領兒女們闖過一關又一關，餃子館在起起
伏伏中始終維繫著家庭的情感，最終，兒女們生活漸漸步入正軌，姜桂芳也在
兒孫滿堂的家庭餃子宴中品嘗著幸福的味道。

第01集:
https://youtu.be/TsqL-6KeURk
可售地區：全球（除臺灣）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排除中央電視臺所屬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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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航》
Starting Up
年代：2019
主演：果靖霖 姚剛
時長：28 x45分鐘
類型：現代情感

預告片：
https://youtu.be/U7Mek9Yk_xQ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曾雁來臨危受命，空降到渤海市擔任市委書記。曾雁來對沿海經濟的發展
有獨到的見解，他上任之後便旗幟鮮明地提出“江海聯運，以港興市”戰略，主
張淘汰落後產能、促進產業升級，充分利用渤海的港口優勢，打造智慧城市與科
技新城。然而這一發展思路卻遭到市長金海東的反對，他認為這一發展戰略並不
符合寧州市的實際情況。其他常委也認為曾的構想過於超前，應當從長計議。曾
雁來表面上同意暫時擱置，但暗地卻走訪調研、步步為營。他先是逐步關停了排
汙企業，然後通過技能培訓，實現了下崗工人的再就業。最終吸引了行業巨頭企
業來甯州落戶。企業的需求倒逼渤海市轉型，最終使得“江海聯運，以港興市”
的戰略在市委常委會上通過，渤海市的發展掀開了嶄新的一頁，像一艘巨輪一樣
重新啟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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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刀》
Blade Warrior

年代：2016
主演：蒲巴甲 徐僧 王鷗 鄭亦桐
時長：38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簡介：綽號小刀的山寨青年江
昂泰，因自己深愛的姑娘江美
蘭打算和世仇蕭家寨的少爺蕭
以恒和親，攪黃婚禮 引發家
族械鬥，並導致蕭以恒父親重
傷。小刀被逐出山寨，後因時
局所迫，奉命從山寨召集了一
支隊伍加入國軍抗日，卻被編
到了仇人蕭以恒的麾下。蕭以
恒將小刀的隊伍屢屢推到戰鬥
最慘烈的第一線，但是小刀和
同族子弟兵不畏艱難 英勇奮
戰，一次次取得勝利。蕭以恒
和小刀之間的矛盾也隨著戰火
的洗禮逐漸消解。 但小刀對
蕭以恒的妻子江美蘭執著的愛
卻始終是一個插在所有人心裡
的刺。小刀甚至為此一再辜負
真正深愛著他的姑娘，共產黨
員沈沛琴。隨著戰爭越發慘烈，
小刀在沈沛琴的影響下最後加
入了中共的隊伍。兩個人也走
到了一起。 盧漢起義，小刀
奉命爭取蕭以恒，幾經波折後，
蕭以恒最終率部起義。一群熱
血青年在那段崢嶸的歲月裡，
演出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傳奇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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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蟄》
Shock
《驚蟄》
Shock

簡介：20世紀50年代初 國共兩黨的三個異姓兄弟——春城市公安局偵察科
科長陸愷 長期潛伏在敵特內部的我黨資深情報人員曹創與國民黨軍統局原
瀋陽站站長崔聖文——為了民族大義，懷揣起不同的政見與信仰，同仇敵愾
浴血奮戰，共同追緝日本間諜“麻雀”及其隱瞞了在日軍731細菌部隊作惡
經歷的父親，向他們討還血債，並為無數抗日烈士復仇。

年代：2018
主演：楊爍 陳創 遲嘉
時長：39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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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綻放吧，百合》
Bloom, Lily
年代：2019
主演：姚芊羽 朱曉漁 李成儒 佟磊
時長：44 x45分鐘
類型：現代情感

預告片：
https://youtu.be/mee0dtmOgmY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排除中央電視臺所屬平臺

簡介：上世紀70年代，在董家莊插隊的百合遭遇情變，並被查出懷有身孕，受
到村裡惡人欺辱。同村啞巴董大山伸出救援之手，默默關心和保護著百合。百
合生下兒子，母親要她棄子回城，她割捨不掉，抱子和大山成親。其他知青返
城後，她獨自留下來，和大山生下啞女。為給女兒治病欠下巨額債務，她走上
打工還債之路。還清債務後，她艱難創業，歷經坎坷，終於將父親當年創下的
“百家雞”幹得風生水起。與此同時，在百合的支持和幫助下，熱愛藝術的大
山獲得成功，叛逆的兒子重返課堂，美麗的女兒考上職業學院。百合返回董家
莊，攜手曾經插隊的同學們共建美麗鄉村。村民們舉行換屆選舉，一致推舉百
合為村委會主任。在第二故鄉，百合和大山相親相愛，如花綻放。
8

《我的父親我的兵》
My S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年代：2017
主演：張一山 劉威 傅淼
時長：43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簡介：1941年秋，日軍為報復百團大戰，在華北展開治安強化運動，對非治安區

進行大掃蕩。八路軍連長付子龍臨危受命，和加藤部隊展開激戰，旨在不惜一切代
價破壞日軍在晉察冀地區的軍事物資站，為抗日主戰場剷除敵人的後援。田守義是
實戰經驗豐富的國民黨逃兵，付子龍惜才將他招募到八路軍，他卻另有私心只想儘
早成家立業傳宗接代。付子龍既要改造又要巧用田守義，與之鬥智鬥勇。此時誰都
沒想到兩人竟然是失散多年的父子。戰事中身世之謎終於揭開，田守義在戰鬥中徹
底堅定了革命的信念，父子聯手對敵：智勇除奸 刺殺日軍頭目 徹查血案 策反偽軍
巧奪軍事物資 識破連環間諜案，戰績令日軍聞風喪膽。加藤策劃了新作戰計畫使
我根據地陷入危險境地。惡戰來臨，付子龍和田守義上陣父子兵鐵血中國漢，終以
正義戰勝邪惡，為抗戰勝利作出血染的貢獻。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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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骨頭》
Hard Bone
年代：2016
主演：吳其江 王強 李梅可
宮海濱
時長：43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
傳播權

簡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窮途末路的侵華日軍企圖
做垂死掙扎，修建了號稱
“東方馬奇諾防線”的軍
事要塞。漢奸陳文輝手中
掌握日軍要塞重要情報，
並對潛伏在日偽內部的我
黨臥底構成威脅。中國共
產黨領導下的抗聯雪狼尖
刀隊在隊長楊子良帶領下，
刺殺陳文輝，與狡詐瘋狂
的敵酋阪田 陰毒兇狠的特
務山口由美鬥智鬥勇。尖
刀隊在經歷了激戰草帽嶺
巧攻憲兵隊監獄 炸毀九龍
河鐵路橋 夜襲日軍金井師
團長等系列行動後，身邊
的戰友接連倒下，但他們
仍然堅持抗戰，最終取得
日軍要塞圖引導大反攻。
部隊攻克軍事要塞，獲得
最後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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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歲月》Ordinary Days
年代：2017
主演：沙溢 徐梵溪 斯琴高娃 辛雨錫
時長：44 x45分鐘
類型：現代情感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李大寶（沙溢飾）是紡織廠的機修工人，十多歲的時候父親
去世，留下了奶奶 媽媽和兄弟姐妹5個人。他幫媽媽撐起這個家，
中學畢業後直接選擇了工作，並成為北京市勞模和廠標兵。張朵朵
（徐梵溪飾）是歌舞團的舞蹈演員，在參觀紡織車間時，張朵朵的
頭髮不慎捲入織機，千鈞一髮之際，被李大寶救下。彙報演出時，
李大寶不慎撞上正在換衣服的張朵朵，被當做流氓關了起來。張朵
朵為了救李大寶，同意與他結婚。由於家庭背景相差懸殊，婚後張
朵朵與工人出身的李大寶和住在平房的這一大家子人總是格格不入，
同時事業上也迎來了業務水準拔尖的同事高歌（辛雨錫飾）的阻擊
自己出演舞劇女一號的夢想，但是李大寶用他淳樸善良的敞亮心胸
包容著張朵朵，經過不斷的磨合，一家人也用樸實寬廣的胸襟接納
了張朵朵。

《田姐辣妹》Spicy Sisters
年代：2017
主演：蔣勤勤 王陽 郝澤嘉 鄧英
時長：46 x45分鐘
類型：現代情感
預告片:https://youtu.be/lbI3LKQXoYo
第02集:https://youtu.be/PRV_VqmAVOc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由於父母早逝，並稱渤海三枝花的田佳敏 田佳慧 田佳韻三
姐妹從小相依為命，感情深厚。老二佳慧更是一肩挑起了家庭重
擔，不光包辦了大姐的婚姻大事，更為了三妹能在事業上站穩腳
跟放棄自己鍾愛的話劇舞臺。時光飛逝，田氏三姐妹們的女兒們
也長大成人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佳慧的女兒田夢個性開朗活潑，
面對眾多追求者，她偏偏選擇了胸懷壯志，卻身無分文的窮小子
甘哲。雖然這一決定遭到眾人的反對，但田夢已下定決心要和甘
哲一起憑藉自己的努力，腳踏實地的去創造屬於他們的美好時代。
最終，在田佳慧二十多年無音信的昔日好友 如今已是歸國華僑的
郝建功的幫助下，他們的夢想得以實現，二人也得到了親友的祝
福並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郝建功的出現，深埋田佳慧心底二十多
年的心結得以解開，最終與郝建功鴛夢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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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通天》 Exceedingly High Road(Available
年代：2015
主演：吳秀波 李光潔 殷桃 周海媚
時長：28 x45分鐘
類型：年代傳奇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簡介：民國時期，外地求學的酒坊傳人吳皖忠接到一封電
報，讓他迅速趕回家中，見病危老母，回到家之後，他才
發現這是父親的一個陰謀，想讓他和王家女子結婚，取得
藥酒“紅粉佳人”的配方。“紅粉佳人”佳釀重新出世也
是吳皖忠自己的想法，但他不屑於此種褻瀆愛情的行為，
為此他離開家，到省城從小工做起，力圖證明光明大道也
能實現心中理想。就這樣，在挫折和磨難當中，吳皖忠終
於成功。日本人侵略中國，為了堅守民族的信念，為了家
國 天下，吳皖忠把“紅粉佳人”美酒變毒藥，讓這些劊
子手在幻夢中走向滅亡。

《太行英雄傳》 Blood Out(Available
年代：2017
主演：王挺 唐曾 董苡萱 魏震
時長：50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from 2023-07-28)

from 2024-03-01)

簡介：1943年夏，在太行山晉察冀邊區下轄的武南縣境內，日軍駐紮重
兵以便掠奪鐵礦和林木資源，及修築公路。被俘虜至黑風嶺築路工區的
八路軍晉冀魯豫軍區二分區警衛連長楊樹生及數名戰士，在成功脫險後，
遭中佐松山率領的守備日軍一路追殺至青石窯村，正趕上村民趙鐵錘結
婚。松山率日軍屠村，大部分村民和戰俘最終喪命。青石窯村青年于大
喜發誓報仇，解救被抓走充當慰安婦的妹妹。楊樹生一路跟隨保護他來
到縣城，偶遇倖免於難的鐵錘。他們在反日軍官宋朝來和抗日青年魏金
秀的幫助下，設計營救慰安所的婦女們。楊樹生三人又解救出被日軍押
送的國軍炮兵連長謝魁及多名國軍戰俘，並與謝魁組織成立太行抗日大
隊，使侵略者損兵折將。為掌握這只隊伍，城內國 共 日三方情報組織展
開了激烈暗戰。楊樹與謝魁之間雖存矛盾，但為抗日的共同目標最終堅
持團結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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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聲槍響》 The First Shot
年代：2017
主演：朱泳騰 田野
時長：46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 1931年9·18事變之後，中國共產黨在東北組織抗日武
裝力量，東北抗聯打響了我黨反抗日本侵略的“第一聲槍響”，
由此展開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抗日戰爭。這部電視劇講述的就
是這十四年艱苦卓絕的戰鬥中，一段慷慨悲壯的傳奇故事。
抗聯名將楊震山將軍被叛徒出賣，不幸犧牲。日寇為打擊抗聯
的士氣，殘忍割下將軍首級。在一次次與日寇的鬥爭中，無數
普通的東北民眾被發動起來，前赴後繼，奮勇抗爭，形成了一
股氣勢恢宏的抗日洪流。貫穿故事始終的“奪首”行動，緊張
激烈 懸念迭起，讓觀眾時刻為主人公懸著心，同時又會不時
地為劇中人的英雄壯舉和家國情懷而熱血沸騰。

《傻兒傳奇之抗戰到底》 Foolish Legend 2 Resistance to The End
年代：2016
主演：劉流 于震 申軍誼 呂佳容
時長：46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簡介：1938年，抗日戰爭如火如荼，國民革命軍第88軍軍
長方哈兒率領部下出川趕赴浙江前線。88軍是一支空殼部隊，
但方哈兒以民族大義為重，自備糧餉，以頑強鬥志和日軍血
戰。在新四軍團長戴宗男的引領下，哈兒先是粉碎日軍的毒
氣計畫，接著取得了炸毀日軍軍火庫 擊斃日軍中將旅團長
等一系列勝利。和戴宗男的接觸中，方哈兒逐漸被共產黨以
民為本的信仰所感染。然而，哈兒的赫赫戰功以及他與新四
軍的親密關係，國民黨高層不斷給方哈兒設置阻力。哈兒一
面與國民黨周旋，一面又要應付日本人的進攻。最後，在戴
宗男的幫助下，方哈兒終於殲滅了日軍第16師團，為抗日戰
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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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親舅大》 Dear Uncle Sweet Home
年代：2018
主演：唐曾 黃曼 張譯 劉希媛
時長：56 x45分鐘
類型：現代情感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簡介：上世紀80年代初，剛從大地震中痛失雙親陰影中走出來的佟
家三兄弟，又失去了一直照顧他們的大姐，因難產去世的大姐給三兄
弟留下了一個女嬰——佟程程。大哥佟家庚因為堅持要自己撫養佟
程程，女朋友離他而去，二弟佟家陽又因故意傷人而入獄，所有壓力
都壓在家庚的肩膀上，既要工作，還要照顧程程和上學的三弟家良。
家庚沒有叫苦和放棄，憑著頑強的毅力，磕磕絆絆中，家庚終於把這
個大家庭帶入了正軌。家庚和喜歡他的姑娘賈麗紅成了家，家陽也出
獄了，程程也長大上了高中。現在佟家三兄弟面對的是佟程程成長的
煩惱，三兄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教育孩子的方式，可是程程卻想選擇
自己的成長道路。於是，三個舅舅在一個叛逆女孩的成長道路上，經
歷過風雨，也發生了一幕幕溫情有趣的故事，三個舅舅憑著自己的真
愛，終於給了程程一個美好的未來。

《我和她的傳奇情仇》Love and Betrayal（Available from 2023-06-01）
年代：2016
主演：祖峰 李建 顏丹晨 史光輝
時長：44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簡介：1936年，日寇緊逼華北。十年前因槍殺青島興安幫主薛安泰
成名的九龍商會少爺韓志傑，因母親被日艦炸死而對日仇視；他出其
不意奪回被日商藤澤強佔的碼頭，本想借碼頭販毒走私的藤澤視韓志
傑為眼中釘。薛安泰遺女蕭嵐忍辱接近韓志傑想報父仇，機緣巧合卻
與韓志傑相戀；九龍商會大佬曾念安因利要殺韓志傑；韓志傑的好兄
弟厲晨星因蕭嵐也與其反目。韓志傑陷入重重殺局，九死一生，蕭嵐
捨生忘死幫他化險為夷。不料在韓志傑和蕭嵐新婚之時，韓家卻遭藤
澤滅門，並嫁禍蕭嵐，有情人反目成仇。七七事變爆發，韓志傑和蕭
嵐在中共的引導下，放下恩怨，投身抗日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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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青青》I Will Be Strong For You
年代：2016
主演：于震 王茜華 何翯 張維伊
時長：55 x45分鐘
類型：現代情感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簡介：美麗的女孩何青青（王茜華 飾）邂逅了知青蘇衛東
（劉鈞 飾），兩情相悅的兩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高考恢
復後，這對情侶為了能夠考入理想的大學而展開了艱苦的
奮鬥，最終，蘇衛東金榜題名，可何青青卻與錄取通知書
擦肩而過。
生活的巨大壓力讓何青青不得不選擇了妥協，她放棄
了和蘇衛東的感情，轉而嫁給了名為趙春來（於震 飾）的
殘疾青年，雖然趙春來本質善良，但何青青的內心裡一直
惦記著蘇衛東，懷念著他們半途而廢的感情。一場可怕的
車禍讓何青青失去了丈夫，亦失去了唯一的情人何大牛
（郭東文 飾），悲痛之余還要承受嫂子趙喜鵲（何翯 飾）
的無端誣陷。

《別讓愛你的人等太久》Mr. Right
年代：2016
主演：張萌 田雷 高曙光 高寶寶
時長：35 x45分鐘
類型：現代情感
預告片：
https://youtu.be/fQp5bIO-05E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2013年的七夕，北京，因被母親逼婚逃出家門的王希
傑住進了合租屋，隨後回來的室友唐曉曉也正因為和他相同
的境遇而鬱悶。兩人碰面，同時記起兩年前的一段糾紛。化
解先前誤會的同時，他們邊喝酒邊相互傾訴，舊情複燃。隨
後，性格的迥異和生活習慣的大相徑庭讓他們由惺惺相惜又
迅速變成了死對頭，就在兩人矛盾不斷升級時，唐曉曉卻發
現自己懷孕了。對於懷孕截然不同的態度讓兩人經歷了各種
起起伏伏之後關係也變得微妙起來，同時先後得知此事的兩
個家庭也卷了進來，由此引發了一系列飽含著酸甜苦辣各種
情感的事情，經歷過風風雨雨的兩人漸漸地擦出了愛情的火
花，最終，挺著大肚子的唐曉曉在王希傑密謀的盛大求婚儀
式上成為了千萬線民眼中“最幸福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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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兄弟》Brotherhood
年代：2008
主演：任泉 車曉 劉鈞
時長：20 x45分鐘
類型：涉案懸疑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簡介：該劇反映了從我國計劃經濟到改革開放及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背景下，年青人的社會價值
觀及道德觀的巨大轉變，洞察了人性的善與惡。
劇情尖銳 深刻，不停留在向生活諂媚和刻畫表像
上，塑造的三個兄弟人物性格迥然不同，具有現
代感和時代烙印。

《家有一老》The Old Man in Our Family
年代：2015
主演：閆學晶 杜源 張少華 句號
時長：35 x45分鐘
類型：現代情感
預告
片:https://youtu.be/nbc6eJNT6ns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簡介：鉅款神秘失蹤直接導致餘志剛 一家陷入巨
大的財政與情感危機中，余家 長子立夏，長女立
春以及次女立秋在這場 危機來襲時，人性中善與
惡都漸露出來。 從小嬌生慣養的次女立秋卻毫無
怨言的承 擔起一切。立秋面對患病的老爸與變臉
的 丈夫以及各懷鬼胎的親戚朋友，笑著面對 與解
決一切，活出了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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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個孩子不容易》No Easy to Raise A Child
年代：2016
主演：田海蓉 江祖平 徐申東 朱佳煜
時長：50 x45分鐘
類型：現代情感
預告
片:https://youtu.be/A9cR_DVQy9Y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簡介：上個世紀70年代末，居住在小縣城裡的勤勞
婦女李新茹，在丈夫工傷去世 家庭的頂樑柱折斷後，
並沒有放棄對生活信念，也沒有被悲慘的命運折服，
而是堅強獨立 開朗樂觀地繼續拼搏。她含辛茹苦地
把五個孩子撫養成人，並幫一直待嫁閨中的小姑子，
找到幸福的歸宿。李新茹的孩子們長大後，各自建
立起自己的事業家庭；在這個過程中，李新茹也收
穫著酸甜苦辣，並與支教老師韓超，經歷了一場長
達十年的愛情長跑。最終，李新茹終於完成了自己
的人生“使命”，也終於收穫了與韓超的感情。

《遙遠的距離》The Furthest Distance
年代：2016
主演：張博 徐百卉 任東霖 徐小颯
時長：48 x45分鐘
類型：現代情感
預告片:
https://youtu.be/A9cR_DVQy9Y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簡介：1976年，下鄉的知青蘇揚（徐百卉 飾）愛上了名為
鄭向東（張博 飾）的男子，然而這段感情卻在歷經坎坷和
曲折之後最終走向了分道揚鑣。蘇揚傷心欲絕，此時陪伴在
她身邊的，是一直默默喜歡著蘇揚的司夢南（任東霖 飾），
在後者的陪伴下，蘇揚內心的傷口漸漸癒合，兩人順理成章
的走到了一起。 司夢南並沒有珍惜這段得來不易的感情，
在他不斷的傷害和背叛下，傷痕累累的蘇揚選擇了離開。在
知青時代，蘇揚曾經學習過縫紉和服裝設計，這一特長給她
絕望的生活帶來了一線生機。一晃眼數十年過去，蘇揚憑藉
著努力和手藝一躍成為了服裝界的巨頭，可她的心中始終有
一個難解的心結，它關乎于鄭向東，關乎於那個她曾經以為
失去卻意外生活在人世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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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永遠銘記》History Will Always Remember
年代：2015
主演：劉萌萌 羅偉 曹夢格 高媛
時長：34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排除中央
電視臺所屬平臺

簡介：美國醫生馬海德來到中國上海，經宋慶齡介紹，於
1936年夏到陝北蘇區進行醫療考察。在毛澤東等中共領導和
紅軍將領以及蘇區群眾的感召下，他毅然放棄美國的生活，
留在延安參加抗日戰爭。他曾經有三個夢想，第一個夢想是
娶中國妻子蘇菲；第二個夢想是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第
三個夢想是成為一個完全的中國人。在經歷了十四年的艱苦
奮鬥，馬海德由一個自由主義者變成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
者，他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紅軍 八路軍和解放軍，
和白求恩 柯棣華等國際主義戰士一同，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偉
大的貢獻。他不但實現了三個夢想，新中國成立後，他新的
夢想是為中國性病和麻瘋病的徹底根除而努力奮鬥。

《白雲飄飄的年代》The Soul Beyond The Clouds
年代：2015
主演：殷桃 王超 牛莉 楊樹泉
時長：30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簡介：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東北八路軍部隊 俘獲
了日本關東軍第二飛行總隊第四練 成飛行隊的全部
人員。在東總和東北局 領導及航空隊隊長陸好天的
不懈努力 下，終於感動了這支日軍教官隊伍，使 他
們留下成為第一代共產黨飛行員的教 官。教官隊伍
還是延安航空小組 國民 党起義人員 新疆航空隊被捕
釋放人員 等。這樣一個多方力量彙集一起隊伍， 在
缺少飛機 燃油，不斷躲避國民黨軍 的進攻和追擊，
克服種種生活困難的戰 爭環境下，培養出了新中國
的第一批飛 行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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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88路車回家》On Our Way Home(Available from 2022-05-05)
年代：2014
主演：張博 劉威葳 陳國坤 高亞麟
時長：40 x45分鐘
類型：現代情感
預告片:
https://youtu.be/OYUIiLsaRYA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簡介：黃元帥（張博 飾）本來打算去軍校深造，成為一名
軍人為祖國添磚加瓦，然而，大哥的突然離世和大嫂的失
蹤讓他對於未來的計畫徹底的泡了湯。為了撫養大哥留下
的三個可憐的孩子，黃元帥成為了一名公車司機，突然多
了的這三個拖油瓶讓黃大帥的女友選擇了離他而去。
一場意外中，黃大帥的家給一把火燒的精光，無處可
去的一家五口遇見了善良的女老師高山（劉威葳 飾）。高
山收留了黃大帥一家，就這樣，六口人開始了“同居生
活”。剛開始，個性冷淡的高山和風風火火的黃元帥之間
產生了許多的誤會和矛盾，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
都發現他們彼此身上不為人知的閃光點，並相互深深吸引。

《情謎睡美人》The Sleeping Beauty Sisters
年代：2015
主演：李彩樺 淩瀟肅 江祖平 楊
浩煜
時長：80 x45分鐘
類型：現代情感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卓越公司銷售員葉依姍（李彩樺 飾）和電視臺小有
名氣的主持人葉依婷（江祖平 飾）是一對美麗的姐妹花，
所不同的是姐姐依姍隨和可親，善良樂觀；妹妹依婷虛榮
浮華，斤斤計較。正所謂性格決定命運，而姐妹倆的身世
也造成了她們此後人生的跌宕與起伏。工作中，依姍重逢
當年的戀人秦明昊（淩瀟肅 飾），幾經周折後誤會化解，
兩人再續前緣。與之相對，依婷無論從事業還是愛情都陷
入了低谷，她對姐姐的美滿幸福升起越來越多的嫉妒。某
天，姐妹倆遭遇嚴重車禍，因面目模糊，二人的身份發生
錯亂。依姍陷入嚴重昏迷，更喪失記憶，而依婷經過一番
糾結決定冒充姐姐的身份嫁給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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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見人愛》Love Him If You Dare
年代：2014
主演：沈騰 王琦 馬麗 劉小光
時長：4 x45分鐘
類型：都市情感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簡介：洗浴城老闆的女兒黑妞（趙丹飾）愛上了郝建
（沈騰飾），無奈郝建卻只愛雜貨店的收銀員小蘭
（王琦飾）。為了得到郝建，黑妞設下計謀，令郝建
欠下鉅款。郝建想儘快賺到大錢為自己贖身，於是他
和老鄉閆究森（張子棟飾）一起踏上追求成功的道路。
這期間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成功人士，鬧出了不少笑話。
郝建驚訝發現小蘭其實是一名舞蹈演員，小蘭優越的
條件讓他望而卻步。最終，郝建認清自我，腳踏實地
幹出一番事業，也鼓起勇氣向女神小蘭表達愛意。

《女人的抗戰》Woman’s Resistance War
年代：2014
主演：溫崢嶸 陳昊 高明
時長：40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杜雪顏是一名年輕而堅定的抗聯戰士。她丈夫
曹子軒是她大學同學，北伐時期曹也是熱血青年，後
精神頹 喪，在父親的逼迫下，在佳木斯偽警察局任職。
杜雪顏受党指派利用特殊家庭關係回佳木斯為抗聯工
作。她很快打開局面，配合抗聯五軍攪得日偽坐臥不
寧。完成任務後杜雪顏回到抗聯，任女子連指導員。
她帶領姐妹們堅持三江鬥爭，面對面地與敵人浴血奮
戰，成長為巾幗英雄。最後為掩護大部隊轉移，杜雪
顏帶女子連主動將敵引向相反方向，絕境中她們寧死
不屈，最終全部壯烈犧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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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獅吼》Battlefield Lion Roars(Available from 2023-12-15)
年代：2013
主演：張興哲 賈青 申軍誼
時長：32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簡介：張興哲飾演的獅子黑趙六，出身梨園戲班，作為
遠近聞名的花臉名角，身負高強武藝有著俠肝義膽，一
張臉譜成為他行俠仗義的標誌，他與師妹九歲紅杏兒(賈
青飾)青梅竹馬的愛情讓旁人豔羨不已。然而天有不測風
雲，“獅子黑”趙六先後經歷了父親被日軍殘殺，妻子
被惡徒霸佔生死未卜，師弟的背叛與陰謀算計，自己身
陷囹圄，受盡酷刑，九死一生。在被八路軍解救之後，
毅然投身革命，一身絕技、一腔熱血組建了自己的“獅
子營”，帶動起整個晉西北人民奮起反抗日寇和漢奸的
熱潮和風暴，成就一代抗日傳奇英雄。

《龍門村的故事》The Story of Longmen Village
年代：2014
主演：楊波 岳紅 白雪 肖劍
時長：30 x45分鐘
類型：都市情感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經濟富庶 民風淳樸的龍門村在全省“最具傳統
底蘊文化村莊”評比中以一票之差敗北。為了在下次
比賽中獲勝，一群本對戲曲一竅不通的農民們使出渾
身解數，展示十八般武藝，京劇 越劇 黃梅戲 豫劇，你
方唱罷我登場，一場文化建設大競賽紅紅火火地展開
了。唱戲過程中鬧出不少笑話，但村民們發現了其中
的樂趣，更領略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帶來的精神享受。
龍門村在第二年如願以償獲得勝利，鞭炮聲中，大家
相約，為龍門村今後的文化發展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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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傳奇奶奶》Me and My Grandmother
簡介：20世紀20年代，陝南地區，胡家村村民不滿官府苛捐
雜稅 橫徵暴斂，與官府發生衝突，遭官兵追殺，全村被迫逃
到豫西山區狗娃山，自立山寨為夥。大家一致推舉大黑騾（範
明 飾）為大當家，女當家被尊稱為山寨的“奶奶”（寧靜
飾）。逃亡途中奶奶撿到一名將要餓死的男孩，為好養活遂起
名狗娃（羅晉 飾）。狗娃長大成人，時逢當地遭百年不遇的
大旱，張家堡農民因交不起地租遭惡霸吃人賊（李耕 飾）血
洗，奶奶率山寨一干人馬馳援張家堡。吃人賊之子李冬青（蘆
芳生 飾）留日歸來，繼承惡父衣缽，率保安團圍剿狗娃山，
大當家殞命。狗娃義憤填膺，率眾五戰五捷。抗日戰爭爆發，
狗娃和奶奶一起投入到民族解放戰爭的洪流之中......

年代：2014
主演：寧靜 羅晉
時長：40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說書人》Storyteller
年代：2013
主演：小瀋陽 趙本山 吳建 李立群
時長：34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簡介：金凳十幾歲在北平的書館當夥計，拜評書名家孫鶴亭為
師。孫鶴亭因說抗日書逃亡關外，抗戰勝利後金凳毅然攜家出
關尋師，並遵從師父遺囑，娶師父的兒女福絨為妻，從此開始
獨闖江湖。為養家糊口，他四處趕書場，雖擁有大量聽眾，成
了評書大腕兒，卻依然被惡勢力壓榨盤剝，以至債臺高築。解
放後，藝人翻了身，金凳帶頭說新書。他走進中南海為國家領
導人說書，入朝為志願軍戰士說書。他的名氣越來越大，聽眾
越來越多，書座一票難求，人稱金板凳 淨街王。文革爆發，
金凳全家下放農村，他卻因禍得福，受到農民群眾的愛護和追
捧。改革開放，評書不僅上了電臺，還上了電視和互聯網，傳
統藝術重獲新生，金凳也重新煥發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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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英雄》Heroes Flames
年代：2012
主演：印小天 楊童舒 邊瀟瀟
時長：32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輔仁大學的吳海有一顆報國之心，卻因為公子哥的秉性而被
“青年抗日救國團”排斥。他隻身回到家鄉吳鎮，想憑一己之力實
現抗日救國的抱負。機緣巧合下，他救下了青梅竹馬的李草兒，並
想通過李草兒加入李鐵漢的遊擊隊。豈料，事與願違的他因為父親
和李鐵漢之間的深仇，不被信任而被趕出了遊擊隊。同時，吳海的
親姐姐吳媚一方面堅信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能救中國，一方面也
因為弑父之仇對新四軍極端仇恨。她不擇手段地利用日軍的龜井聯
隊，還允諾給康麻子部隊一定的好處。康麻子部隊為利益背叛了新
四軍，還對遊擊隊進行了瘋狂的掃蕩。而吳媚的所作所為也讓最親
的弟弟所不齒。 吳海的毅然讓姐弟兩人的親情破裂，他投身新四
軍歷經艱險艱難成長，最終以巨大的犧牲保住了吳鎮，雖春草再生，
但逝者已矣。吳海在戰爭中逐漸成熟，將目光投向更長遠的未來。

《石光榮的戰火青春》Youth in Flames of War
年代：2012
主演：邵兵 楊若兮 林好 王幹友
時長：31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1942年，得知自己的父母和童養媳桔梗被投奔日軍的漢奸
劉老炮抓走，身為獨立團連長的石光榮俘虜了劉老炮。國民黨24團
的沈團長曾被劉老炮救過，他以國共合作為由出面調解，讓劉老炮
放了桔梗等人，也將劉老炮偷偷放跑。這讓石光榮不再相信沈團長。
桔梗參軍當護士陪在石光榮身邊。但石光榮只把桔梗當妹妹，他喜
歡上衛生隊的護士王百靈。劉老炮將石光榮的父母燒死，憤怒的石
光榮和桔梗發誓要抓住劉老炮。日本宣佈投降，劉老炮投奔到國軍
沈團長部下。內戰爆發，石光榮升為師長，和沈師長為接收東北展
開激戰。沈師長率殘部逃上山和劉老炮當了土匪。淮海戰役打響後，
團長石光榮奉命回東北剿匪，終於剿滅了沈師長和劉老炮的殘部，
而王百靈為了救石光榮，犧牲在石光榮懷裡。石光榮在進城的秧歌
隊伍中，發現了極像王百靈的褚琴，石光榮騎著馬奔褚琴家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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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家親家》 Quarrelsome Lovely in Laws
年代：2014
主演：陳瑾 儲智博 施京明 李淨洋
時長：30 x45分鐘
類型：都市情感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簡介：八十年代初期，劉素珍 王國勝 周宏偉三人是中學同學。王國勝和
周宏偉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們都愛上了劉素珍。劉素珍陰差陽錯地嫁給了
王國勝，之後，老王家和老周家住在了一個院子裡。劉素珍經常因為初戀
情人周宏偉而被老伴挖苦。王國勝和劉素珍生了兩個孩子：女兒王靜文，
兒子王慶林。周宏偉和妻子生了一兒一女：周力陽 周雪梅。周的妻子早已
離世，是劉素珍照顧他一家的縫縫補補。周力陽大學畢業和王靜文結婚，
後隨著力陽事業陷入困境，兩人婚姻破裂。王慶林高中時意外捲入打人事
件，他愛同學周雪梅，但不善於表達，最終為周雪梅的深情所打動，兩人
走到了一起。

《巍巍興安嶺》 The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
年代：2014
主演：王超 金玉婷 楊波
時長：26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抗日戰爭末期，阿爾山的原始森林遭到了日本侵略者更加瘋狂的採
伐。地下黨員陳森海帶領眾人殲滅了日軍，即將被掠往日本的大批木材又
回到中國人手中。 新中國成立後，陳森海和巴圖展開了一場社會主義勞動
競賽，櫻桃也不甘示弱，組建三八砍伐隊和男人們開始競賽。林業專家周
京南帶領科研小組來到阿爾山，建議森海邊伐樹邊種樹。一段動盪的歲月
結束，全國各個戰線百廢待興。森海被任命為林業局局長，林場的各項工
作逐步走上正軌，阿爾山林場實施國家天保工程，減少砍伐面積並進行全
面的轉型。

《魔戒》 Ring of Fate
年代：2014
主演：王思懿 郭廣平
時長：7 x45分鐘
類型：都市情感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元天晴結婚前夕遭遇未婚夫去世，又被繼父陸大志趕出家門，她
搭上了一對新婚夫妻杜宇凱和李雨晴的車，陰差陽錯的戴上了李雨晴的
結婚戒指，此時發生車禍。天晴活了下來，卻因為這枚戒指被誤認為杜
家媳婦，肚裡的孩子也被當成了杜家孫子。天晴冒著別人的身份在杜家
留了下來，卻跟宇凱的弟弟宇航開始了一段感情。這引起了宇航繼母錢
玉容的不滿，她無意中認識了陸大志，由此揭開了天晴的身份之謎，天
晴和宇航被趕出杜家。為獨吞財產，錢玉容聯合陸大志氣死了丈夫杜博
民，卻又被陸大志出賣人財兩空。她幡然醒悟，真誠地向天晴和宇航道
歉。宇航和天晴走到了一起，原諒了錢玉容,一家人和睦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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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婚禮》 Perfect Wedding
年代：2010
主演：牛莉 賈一平 朱宏嘉
時長：22 x45分鐘
類型：都市情感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簡介：年過三十，相貌平平的田可馨是一家婚慶公司的職員。她的夢想就是
成為一名優秀的婚禮主持人，然而田可馨在經過一番波折才得以接下主持的
一場婚禮上，因偶然發現相戀五年的男友與某地產公司老總的女兒舉止親密
而非常失態，婚禮現場一片混亂。
田可馨因此被公司開除。失戀又失業的田可馨做起了售樓大姐，並在一系列
的陰差陽錯中，與公司老總麥芒產生了戀情。但麥芒前女友的意外出現使田
可馨與麥芒的感情突起波瀾……田可馨被迫面對一次又一次事業及情感的危機。
終於在經歷了痛苦的尋找真愛的過程後，田可馨和麥芒的“完美婚禮”在祝
福聲中舉行了，而婚禮的主持人就是新娘田可馨本人。在實現人生夢想的同
時，田可馨也收穫了真正的愛情。

《明星危情》 A Star in Danger
年代：2009
主演：溫崢嶸 董勇 姚剛 楊斯
時長：26 x45分鐘
類型：涉案懸疑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某影視頒獎典禮上，女演員何曉慧再次獲得最佳女主角，她迎來
了事業的黃金階段，媒體的跟蹤報導及鐵杆粉絲的瘋狂崇拜讓她成為風
靡一時的大眾偶像。但何曉慧的幸福很快就被打碎，何曉慧竟然發現了
丈夫趙子健出軌的照片。何曉慧難以接受這個事實，二人只好協議離婚。
但何曉慧不知道，在趙子健離婚的背後，是另外一雙伸向自己的罪惡黑
手……

《春桃的戰爭》 A War for Chun Tao
年代：2009
主演：馬雅舒 賈乃亮 張恒
時長：40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故事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戰火紛飛的華夏大地一片焦土。放眼望去
硝煙彌漫，民不聊生。在西北出生的春桃在未出嫁前便經歷了重大的人生變
革，未婚夫大龍遭遇土匪生死未卜，她幾經輾轉流離甚至淪落到妓院。在得
到惡霸軍閥陶正遠的歡心後，春桃暫時從泥坑中逃脫，繼而重逢與之有過一
段戀情的大龍的弟弟二虎。已成為共產黨員的二虎和春桃對面相逢卻無法相
認，有情人近在咫尺天各一方。在時代的洪流中，弱女子春桃完全無法主宰
自己的命運，她隨波逐流，飽受欺淩，卻也竭盡全力保有一份追尋真愛的勇
氣。 歷史終將印證一個善良女子奮力求生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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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的海》 Ocean of Joy
簡介：漁家店主海裕廣和姚大發僅為一牆之隔，兩個人一個熱情大度，
一個精明算計，競爭中也是矛盾也不斷。兩家的兒女卻十分要好，大
有結成連理之勢。另一位漁家店主郎琴是個年輕漂亮的寡婦，帶著一
個有點弱智的小叔子度日，她熱情開朗 敢愛敢恨，一直喜歡海裕廣。
鄉旅遊助理何久樂則對郎琴一往情深。鄉黨委書記相海是個年輕漂亮
嚴厲幹練的女強人。她熱愛家鄉的海島 人民，熱愛自己的事業。在實
施鄉旅遊興鄉的工作過程中，這個高傲的大齡女單身竟愛上了有些大
大咧咧卻熱情豪爽 大智若愚的漁家漢子海裕廣……

年代：2008
主演：郭冬臨 閆學晶
時長：24 x45分鐘
類型：都市情感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女人淚》 The Woman in the Spy Game
年代：2007
主演：陳寶國 梅婷 宋春麗 高明
時長：27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該劇以發生在抗戰初期的金融詐騙事件為背景，講述
了新中國成立前夕，地下工作者與國民黨特務在金融方面鬥
智鬥勇的故事。

《非親父子》 Father and Son
年代：2007
主演：杜淳 潘虹 張鐸 杜志國
時長：24 x45分鐘
類型：涉案懸疑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勝利集團老總喬勝利的兒子喬曉東過生日，同一天生日的
維修工劉成無意中帶走了一份重禮，因此鋃鐺入獄。出獄後的劉
成適逢農村家中變故，父親重病不起。劉成因此對喬勝利充滿了
仇恨，開始醞釀報復喬勝利 奪取喬家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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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和陌生人跳舞》 Don't Dance with Strangers
年代：2006
主演：何政軍 溫崢嶸 姚剛 丁柳元
時長：24 x45分鐘
類型：都市情感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電臺主持人于萍萍和丈夫李儒軍結婚多年後因生活太過平
淡無味而出軌，但她沒有料到自己的出軌卻給家庭帶來了難以承
受的後果，自己同丈夫李儒軍的事業遭到沉重的打擊，甚至因此
而影響到了兒子李曉軍的健康成長。發生的一切令於萍萍開始反
省自己，最終幡然悔悟，意識到平平淡淡的真愛才是永恆，重新
找回了昔日平淡但卻幸福的家庭生活。

《七尺男兒》 Man with Justice
年代：2005
主演：郭柏松 張立君 楊樹田 孫星
時長：22 x45分鐘
類型：涉案懸疑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延疆出現了一個專門殘害年輕婦女的殺人狂魔，金剛鎮被
緊急調來延疆任公安局長。延疆是他的老家，當地響噹噹的大企
業家宮德滿就是他從小的朋友。金剛鎮上任後，延疆又不斷的出
現了汽車走私案 交通肇事逃逸案 綁架爆炸案，黑惡行為已在延
疆形成一股勢力。經過縝密的偵查，金剛鎮終於抓獲了殺人狂尹
春日，並發現黑惡團夥的頭目居然是從小玩大的朋友……

《刻骨銘心的愛》 Never Forget
年代：2005
主演：李小璐 張鐸 孫松 潘雨辰
時長：25 x45分鐘
類型：都市情感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林小溪未婚先孕，一年後當她抱著兒子找到了久無音訊的
男友唐進時，唐進已經有了一個富有的女友葛虹。小溪無意中發
現了唐進製造搖頭丸，她倉皇中誤殺了唐進。絕望的小溪開始了
她的逃亡之路，被胡大媽收留。唐進的屍體被發現，葛虹覺察到
唐進還有一個女朋友，她發誓要找到這個人為唐進報仇。肖東亭
則懷疑唐進之死同製造搖頭丸有關，更懷疑葛虹可能就是當初因
販毒而害死自己姐姐的童年至交陸小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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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鱷無形》 Don't Dance with Strangers
年代：2004
主演：陳寶國 高明 楊立新 張恒
時長：25 x45分鐘
類型：涉案懸疑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一個游刃於權力場的黑幫老大，一條隱於黑道的兇殘巨鱷，
殺人於無形如冰刀沁入骨髓；翻雲覆雨縱橫黑白，黑幕遮天鹿死
誰手？牽一發，萬惡俱出……該劇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中國
企業股市為背景，通過一個負債累累 瀕臨破產的集團公司是如
何利用股票上市這一途徑最終達到“圈錢”的目的，全面地展示
了股市的風雲變化和爾虞我詐的激烈競爭，以及複雜多變的人際
關係。

《與誰共眠》 Man with Juctice
年代：2004
主演：陶虹 任程偉 蓋麗麗 侯天來
時長：22 x45分鐘
類型：涉案懸疑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本市接連發生了數起強姦殺人案，員警趙國青苦苦搜尋犯
罪嫌疑人。當紅偶像章靜雯遭遇強暴，姐姐章靜蕾卻不允許報案。
狗仔隊將章靜雯事件曝光，被趙國青發現，認定這是系列強暴案
件的突破口。章靜蕾卻拒不承認事實，自己尋找罪犯，但知情人
卻被先後滅口，她和丈夫也遭襲擊。章靜蕾最終向趙國青承認一
切。連環強暴案的兇手被抓獲，但卻不是章靜雯案的作案者，趙
國青終於明白，本市存在著一個模仿犯，試圖混淆警方視線的高
智商嫌疑人……

《橙色阻擊》 Never Forget
年代：2004
主演：田海蓉 楊立新
時長：27 x45分鐘
類型：涉案懸疑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公安部獲悉，代碼為”三D“的女子攜帶毒品配方及樣品
秘密潛入海陽市，該市定有其組織的毒品生產基地。海陽市公安
局立即展開搜捕。刑警在酒店內將”三D“抓獲，可她已身中劇
毒，臨死前只吐出”章魚“二字。警方全力調查”章魚“之際，
毒販山雞 飛狐得到指令殺死了”章魚“。隨後山雞 飛狐也相繼
被殺。販毒集團意識到內部存有臥底的事實，幾名臥底員警因此
被殺並公然棄屍。海陽市公安局被迫再次派遣臥底打入毒販中心，
警員安子臨危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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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喜事》
All is well

《他們的城市》
The City
They Live In

《奪寶》
Protect The
Treasure

年代：2012
主演：張舜堯 申澤華
時長：12 x45分鐘
類型：都市情感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年代：2012
主演：何丹 蔡沅江
時長：13 x45分鐘
類型：都市情感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年代：2011
主演：李乃文 呂夏
時長：29 x45分鐘
類型：戰爭諜戰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資訊網路傳播權

簡介：.趙媽一家是重慶最普通的工人階級家庭，丈夫早逝，
趙媽既要照顧公公又要撫養子女，辛苦操勞大半輩子終於把
兒女養大，可是三個到了適婚年齡的兒女卻更讓趙媽操心：
膽小懦弱的兒子春生的女友玉蘭找上門來，四處給兒子相親
的趙媽措手不及，無法接受比兒子大很多的玉蘭；小女兒春
燕找了個有錢人家的兒子，趙媽覺得門不當戶不對……趙媽
不得不應對各種突如其來的情況，最終用她的真誠和智慧讓
兒女們收穫了各自的幸福。
簡介：該片講述了剛走出大學校園的宮姿 吳四喜 楊招財急切
地希望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畢業聚會上，四喜誤傷了莊嚴，
但卻對他一見鍾情。搬出校園後，四喜 宮姿 招財三個女生與
一個男生龔啟發合租。宮姿同父異母的妹妹李思思喜歡葉開，
但是葉開喜歡宮姿。莊嚴找四喜假裝他女友，莊媽決定整四
喜讓她知難而退遠離兒子。龔啟發在社區被狗咬傷，他被招
財無微不至的關心感動，兩人漸漸有了好感……

簡介： 《奪寶》以真實的歷史事件為背景，講述了1942年日
本對中國發動晉察冀大掃蕩的歷史背景下，武僧趙和尚
與一眾身懷絕技的平民英雄組成八路軍特護隊，在日軍泯滅
人性的剿殺中，殊死護衛被日本天皇覬覦已久的世界佛教史
珍品《趙城金藏》，用生命和智慧捍衛中華民族的尊嚴，同
時也在對敵鬥爭的殘酷環境下完成了人格自我救贖和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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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幫你辦》
The
Matchmakin
g Agency

《今夜不設防》
Undefended

《失蹤女人》
The Lady
Vanishes

年代：2010
主演：瞿穎 謝園 宋春麗 韓影
時長：23 x45分鐘
類型：都市情感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年代：2006
主演：曾彬峰 秦丹 申澤華
時長：50 x45分鐘
類型：都市情感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年代：2005
主演：溫崢嶸 孫松
時長：23 x45分鐘
類型：涉案懸疑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推銷電腦軟體的工程師王松和心理學碩士夏妤及女
作家葉斯婕，總是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了糾葛。 這部系
列還穿插著一個個千奇百怪的故事，有為愛情失魂落魄的
天降豔遇 有青年人的青春騷動而付出慘痛的代價，有熱戀
的情人成為夫妻後卻反目成仇，笑料百出 餘韻悠長……

簡介：這是一部女性題材的電視劇，通過女性的視角，探
討在現實生活中女性複雜的情感和倫理道德問題。每一集
一個獨立的故事。每集故事都反映女性的個人情感上的不
幸遭遇和千奇百怪的婚戀現象。

簡介：皮影工人趙東風被美貌出眾的程麗娜看中並閃電結
婚，趙東風欣喜而困惑。他們很快便有了孩子，趙東風開
始滿足於自己突來的幸福。但趙東風開始發覺妻子不時接
到神秘的電話，她對此支支吾吾，趙東風漸生疑雲。程麗
娜突然抱著孩子不告而別，趙東風發瘋般尋找程麗娜，他
根據線索找到妻子租住房屋的位址，妻子卻帶著孩子倉惶
逃離。趙東風決心要找到程麗娜弄個清楚：她為什麼要逃
離自己？是否是另有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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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樂著》
Living with
Joy

《絕不放過你》
Never Let
You
Unpunished

《陽光代表》
In the
Name of Sun

年代：2004
主演：彭玉 王長立 任鳴 李勤勤
時長：25 x45分鐘
類型：都市情感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年代：2002
主演：任程偉 潘雨辰 趙恒煊 杜源
時長：25 x45分鐘
類型：涉案懸疑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年代：2002
主演：張嘉譯 鄭曉甯 李琳 劉昌偉
時長：20 x45分鐘
類型：涉案懸疑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宋家大院主人宋國生臨終前，交給大女兒一塊黃連，嘴
裡叨嘮著梅正秋的名字，然後撒手人寰。宋家大院辦喪事，院
內的兒女們卻發生激烈衝突。宋家老宅的繼承權問題成了敏感
話題，夫人張愛琴認為必須由兒子宋衛東繼承，二女兒宋雅娟
反感母親重男輕女的思想，母女倆常吵來吵去。衛東和媳婦蘇
青對雅娟非常不滿。不久二姑爺溫左強家因拆遷，二人強行住
進了宋家老宅，雙方的矛盾衝突從此揭開了新篇幅。
簡介：松江市官商勾結，黑白混淆。警察局邱副局長甘心充當
黑心商人陳一文的保護傘，縱容其經營的吉盛達公司幹著各種
的勾當。變本加厲的是，陳一文的弟弟陳一龍有黑道背景，充
當哥哥的爪牙，收拾清理一切作對的人，松江市烏煙瘴氣。陳
一龍在哥哥的安排下披上警服，如虎添翼，利用各種手段上位，
成為手握權力的黑社會大哥。身份低微的派出所片警魏濤不畏
強暴，正氣凜然，他幾次三番追查行兇歹徒，難免遭到暴徒們
記恨。而他和陳一龍的宿命對決終將拉開帷幕……

簡介：南高縣一把手的位置空半年了，上上下下都以為這把交
椅非副縣長劉超莫屬，劉超自己也做好了大展宏圖的思想準備，
可忽然間從上邊派來一個吳書田，人們都覺得此人來頭不小。
書生氣十足的吳書田卻是個認真的人，尤其對本縣已經司空見
慣而熟視無睹的制假販假活動，毫不妥協。這樣一來便觸動了
以劉超為首的地方勢力，他們以維持地方財政為名，憑藉其經
營多年的人事網路，給吳書田製造了一個又一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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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使命》
Ultimate
Mission

《從頭再來》
Begin Again

《玉人蕭》
Story Behind
the Flute

年代：2000
主演：馮遠征 尤勇
時長：18 x45分鐘
類型：涉案懸疑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年代：1998
主演：普超英 趙君 蔣竹青 謝園
時長：20 x45分鐘
類型：都市情感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年代：1993
主演：劉大衛 楊童舒 陸久棟
時長：18 x45分鐘
類型：古裝歷史
可售地區：全球
權利範圍：獨家全權

簡介：該劇以全面戰爭爆發前夕為背景，講述了由幾個不同
背景的進步青年組成的一支抗日殺奸聯盟，阻止日本侵略者
的故事。

簡介：安陽是一家國營服裝廠的先進工作者，丈夫德忠是她
當年下鄉從農村帶進城的。儘管德忠任勞任怨地伺候著岳母
妻子 妻妹（安月）和女兒（安安），並經營一家小菜店，但
安母還是看不上這個農民出身的倒插門女婿，而安陽則因忙
於廠裡的工作總是忽視丈夫的存在。在生活 親情的夾縫和角
落中獨自“掙扎”的德忠，與菜店雇工——農村姑娘白靈日
久生情……

簡介：唐文宗大和初年，進士杜牧偶遇白馬寺一瞎眼老僧。
老僧贈他一幅迎風自鳴的老僧吹簫圖。後來，這幅圖卻被新
任宰相李德裕騙去。而闕盟等十八位樂工早已殉葬先帝，從
圖看似又尚存人間，這引起了當年參與預謀害憲宗的大內總
管王守澄的緊張，他佈置滅掉活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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