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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寄语

衷心感谢您对ITEC娱乐有限公司的关注。我们长期不断的超越客户期望的服务态度和准则，

可以追溯到80年代中期。公司成立在世界主题乐园之都，我们旨在提供创新娱乐设计和生产

解决方案，从而点亮全世界亿万人民的梦想。 

 

我们已为全球顶级娱乐品牌和主题乐园完成了300 多项独创的作品。但我们对您的承诺将远

远超越我们已有的业绩，它将把您带进入ITEC企业文化的独特魔力中。我们的承诺是建立在

执行能力，独特创新和传统继承之上的。 

 

这一保证使我们能够不断将主题娱乐设计，生产和技术推向娱乐行业的崭新高度。 

 

请更多的了解我们独特的优势并希望您与我们合作。我们有几十年成功的经验，现在我诚挚

地邀请您与我们一起在不久的将来共创辉煌。

满怀感激与祝福，

比尔·科恩 总裁

ITEC娱乐有限公司 



ORLANDO SHANGHAI
Headquarters

LOS ANGELES

ITEC 客户
如果您询问任何一个我们的客户为什么选择
ITEC，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最重要的是我们声
名远播的名望和卓尔不群的表现。

国际知名品牌排行榜将 ITEC列为综合性娱乐
解决方案提供者一站式首选，包括项目计划的
设计和生产，如主题乐园，乘驾游戏和表演展
示；文化景点；度假胜地和综合游乐场；主题
餐厅及主题购物商场等。

我们的业绩已经惠及到世界各地亿万民众，赢
得了世界知名品牌企业的高度信赖，为此我们
怀着一颗谦卑之心深表感激。这些企业包括：

• 百视达娱乐公司
• 葛培理福音协会
• 可口可乐公司
• 大连万达集团
• Foot Locker商店
• 福克斯影城
• Herschend家庭娱乐
• 希尔顿酒店
• 乐高
• 梅西先锋广场店
• Meraas控股公司，迪拜公园
• 美国宇航局、肯尼迪航天中心
• 派拉蒙公园
• 好莱坞星球
• Parques Reunidos，马德里，西班牙
• 无线电城音乐厅
• 里普利娱乐
• 皇家加勒比游轮
• 佛罗里达海洋世界
• 芝麻工作室（芝麻街）
• 六旗公园
• 索尼
• 太阳集团公司
• 卡通网络
• 华特迪士尼公司 - 佛罗里达州，加利福尼亚

州，日本和巴黎
• 佛罗里达环球影城 - 好莱坞，新加坡，西班

牙和日本
速度与激情 - 环球影城好莱坞
© 环球影城



ITEC已经赢得了世界各地客户的信任和信心。我们的客户代表了跨越美洲，欧

洲，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地娱乐业的领先者。自1985年以来，在客户的鼎力支

持和帮助下， ITEC已经发展成为屡获殊荣的娱乐解决方案的全球行业领导者。

中国主题乐园



在主题娱乐的设计和生产领域， ITEC在行业

内享有的地位会为您的开发计划带来信心与保

障。我们的专业知识会确保您的设想得以实

现，因为我们会根据您的独特需求来定制最佳

的娱乐解决方案，包括主题乐园，乘骑和演

出，文化景点，度假村和综合使用，主题餐

厅，娱乐中心和主题零售。 

 

我们是创造三维虚拟实境，数字高清动画，三

维投影系统和现场特殊效果的大师级的设计

师，其新颖性和独特性会使您的娱乐项目与众

不同。 

ITEC的生产制作已经赢得了客户的嘉奖认可，

因为我们把每一个项目都作为一次挑战机会。

采用创新的理念结合与之相应的高科技支持使

之尽善尽美。

 

ITEC已经拥有大量的客户群，从大型的主题乐

园运营公司到商业开发公司。我们有丰富的经

验与业务纯熟的行业大亨或是刚刚涉足娱乐业

的新秀合作。

ITEC为实现客户的梦想实行的是从头至尾的全

程服务，提供最佳的项目方案，其方案如下： 

 

 阶段一：项目调研 

 阶段二：规划与创意开发 

 阶段三：设计开发 

 阶段四：景点的设计和生产

 阶段五：营造与施工 

 阶段六：项目调试  

 阶段七：项目售后服务 

木乃伊复仇记 - 环球影城新加坡
© 环球影城

ITEC 项目



ITEC已交付了超过300项最成功和最全面的客户体验作品，包括：主题乐园，

乘骑和演出， 文化景点， 度假村和综合用途， 主题餐厅， 娱乐中心和主题

零售。我们的项目已惠及遍布世界各地的数亿人。

世界海洋乐园



Shellhut’s Imagination Lab - Hero Zone

ITEC在业界被公认为具有非凡的经验，通过创

造生动的故事，让您的游客体验最令人难忘、神

奇的经历。我们特别注重最细微的细节的真实性

并将您的游客带入一个超出他们想象的世界。

在奥兰多的环球影城可以经历哈利波特惊险的

“禁地之旅”，而在日本三丽鸥“凯蒂猫主题乐

园”里游客们又可以乘坐主题游船。ITEC精湛

的技艺使得每一段惊奇的探险都独一无二。

ITEC团队是由才华横溢和经验丰富的人才组成

的多学科国际组织，为我们的客户在主题娱乐市

场中提供明显的优势。 

 

诚邀您浏览我们的网站，ITEC.com ，您会更多

地了解到 ITEC是怎样提供卓越的理念和创新，

从而将主题娱乐的前沿设计和技术创新推到一个

崭新的高度。

大岛 幽泉 - 越南

Kim Quy Entertainment DistrictKim Quy Entertainment DistrictITEC 游客体验



ITEC通过多样化的游客体验，创造并带给游客身临其境的故事情节。每一个

体验都是按照客户独特的要求量身打造的。同时致力于提高效率和安全性，最

小化风险并使收益最大化。

雷神王国主题公园 - 挪威



Hidden Springs at Thom Island - Vietnam

ITEC的员工为能激发世界各地人们的梦想深感

自豪。他们之所以加盟我们的团队是因为对从

事的工作和服务的客户怀有激情。

我们竭力提供当今市场上最新颖和最前沿的娱

乐解决方案 ，但我们仍然坚守从创业开始即深

深扎根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包括诚信，业绩，创新，客户成功

和真挚。 

我们的员工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因为他们每

天都将ITEC的价值观付诸实践，从而提供使我

们的客户成功的创作经验。 ITEC这些才华出众

的规划师，设计师，技术专家，以及注重细节

的生产和运营团队都是业界最具创造性和经验

丰富的专业人士。

ITEC团队拥有将每个项目提升到最高潜力所需

的多元化人才，经验和专业素质。

 

阿拉伯海岸水上乐园

ITEC 文化



ITEC 领导及股东

Bill Coan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Marc Plogstedt
首席技术官

Jeff Jensen
执行副总裁项目开发团队

Steve Alkhoja
执行副总裁娱乐技术

作为ITEC娱乐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比尔的主要职责包括公司监

管和业务发展。他的远见和行业知识促成了ITEC成为主题娱乐领域全

球领导者。此外，比尔负责所有ITEC主题娱乐项目的概念和设计的创

意开发，并管理ITEC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关系。

杰夫领导ITEC娱乐项目的项目开发团队。他通过将工程和项目管理技

能应用于各种开发，始终如一地为复杂的主题游乐设施和演出提供定

制设计和制作解决方案，为ITEC客户提供卓越游客体验的优势，从而

保持了公司在主题娱乐行业的良好声誉。

作为主题娱乐行业的创新者，当公司业务在日新月异的游乐景点行业中

持续扩张时，马克引领ITEC娱乐公司稳步发展。马克的眼界和经验在

ITEC娱乐的创意和技术项目的设计、管理、集成和实施方面至关重要。

史蒂夫指导ITEC娱乐公司的娱乐技术团队，包括演出、动画、特效，

音视频、灯光控制系统和持续工程。他在主题景点控制系统方面的丰

富经验使ITEC客户始终领先于当今景点不断发展的技术要求。他前

瞻性的工作风格使他能够指定最具成本效益、灵活和高效的系统，为

ITEC的客户提供先进的娱乐效果。



据说，想要把一个魔法成功的展现出来，你就
必须综合使用艺术和科学，再加上迷人的魅力
和技术才华。

无论是屠龙勇士还是童话公主，都见证了ITEC 
30年来的传承，那就是将所有的一切接近完美
的呈现并创造超出想象力的神奇体验。

在1985年ITEC初建之时，主题娱乐的商业运作
还处在初始阶段。从那时起， ITEC就作为行业
先锋者，通过前所未有的创新理念与技术以及
生产知识的整合，向客户提供了卓越成功的项
目，并以此确立了自己行业领先者的地位。 
 

通过与迪斯尼公司以及环球影城的合作，并从
那里吸引了大量人才， ITEC在国际主题娱乐
产业里作为先驱者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早
期的成功项目包括环球影城的“大白鲨”，六
旗公园的“蝙蝠侠”，以及迪斯尼世界的“迪
斯尼世界商场”。ITEC稳定的顾客增长证明了 
ITEC能够超越客户的任何构想和期待。 
 
多年来， ITEC在世界各地打造了300多项的成
功的作品，正在惠及数亿民众的运行中。ITEC
已经成为在娱乐解决方案建造行业领域中声名
远播的领先者。

ITEC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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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乃伊复仇记 - 环球影城新加坡
© 环球影城

霍格沃茨特快列车 - 冒险岛
© 环球影城

大岛 幽泉 - 越南

在ITEC 30多年的历史中，最成功、全面的客户体验项目遍布全球各地， 

涵盖主题公园，文化旅游景点，度假村，零售以及周边。历史传承的改革

创新与执行能力使ITEC作为行业先锋，继续带领主题娱乐设计，生产以及

技术达到新的高度。







8544 Commodity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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