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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是一个由两个岛屿组
成的国家，总人口约130万，这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文
化遗产和自然资源的国家，同时也是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

　　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在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结合在一起。现在，这里的人口
包括有东印度人、非洲人、中国人、中东人以及欧
洲后裔。这些结合创造了独特且充满艺术的地方文
化的混合产物。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娱乐有限公司（T&T Ent.）
是一家隶属于国家贸易和工业部的国营机构。在此
，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混合文化
的丰富多样性。

加勒比的娱乐之都

　　我们已经培养出世界闻名的表演者，举办过
世界著称的活动，还制作了我们的民族乐器——
钢鼓。狂欢节、钢鼓乐队、卡里普索音乐、查德
利音乐、凌波舞（limbo dancing）、文学、艺
术、舞蹈和戏剧的混合，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洋
溢着大都市的活力。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各种艺术国际明星的诞
生地。

我们的音乐和钢鼓音乐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音乐文化在国际舞台上
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索卡和查德利音乐的节奏
，以卡里普索和说唱音乐为形式的社会评论，基
于拉丁美洲的parang的圣诞音乐，这些只是我国
丰富的音乐混合曲风中的一小部分。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民族乐器——钢鼓，是在20世纪发明的的
唯一原声（非电力）乐器。我们的钢鼓表演家因
其精彩表演赢得了全世界的广泛赞誉，而来自世
界各地的音乐家都已经投身于学习钢鼓音乐的队
伍之中。

　　我们的歌手和音乐家在所有的音乐流派都表
现出色。我们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娱乐行业的专业
人才，包括有作曲家、编曲家、策划、制片人和
管理人员，等等。

舞蹈、戏剧和视觉艺术

　　无论是传统的非洲与东印度舞蹈、芭蕾舞还
是现代舞，舞蹈已成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娱乐生
活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舞台上、电影里和荧幕上，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培养了一批戏剧核心人才。我们的演员、剧
作家、电影制片人和电视制片人共同形成了迅速
发展并日益达到专业性与艺术性的行业。

　　同时，我们在音乐录像制作、摄影和时装方
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的摄影师的作品被刊
登在一些国际顶尖出版物的页面上。我们的时装
业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投资潜力的并受到加勒比
区域认可的行业。

我们的服务

　　　特立尼达与多巴哥娱乐有限公司致力于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娱乐部门的发展及其国际推广。我们的战
略计划包括：

• 一个交互式的网络门户：www.ttentonline.com，
  包括可下载的音乐和视频内容；

• 建立娱乐通讯录——国内的艺人及文化企业家的数   
  据库；

• 为国际娱乐项目而设的循环投资安排（RIA）；

• 为国际娱乐管理者安排考察旅行；

• 把我们的创作收集归档；

• 国际市场营销和推广；

• 如音乐会和戏剧作品等外资推广项目。

联系信息

电话：+1 868 628 1455
　　　+1 868 628 6554
　　　+1 868 628 1028
传真：+1 868 622 1080.

网址：www.ttentonline.com
Email：info@ttentonline.com

特立尼达与多巴哥娱乐有限公司
（Trinidad & Tobago Entertainment Company Limited）

地址：47 Long Circular Road, St James 
 Port of Spain, Trinidad, W.I.



Local Reggae Artist 
- Jah Melody

vibrant company that we are. Navigate our website to see the 

www.ttentonline.com showcases T&T Ent’s partnership 

with artistes and entertainers in a dynamic, modern forum. 

Cutting-edge graphics, eye-catching visuals and a 

user-friendly layout are just a few attributes 

of our new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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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tainer 
- Maximus Dan

(Courtesy Maximus Dan)

Downloads: Calypso, Soca, Chutney, Rapso, Steel Pan Mp3's

and more. Get the hottest music on instant download!

Streams: Watch and listen to the latest music video releases, 

with up-to-the-minute tour videos and performances.

What’s On? Find out what's on and where! Here is a calendar

of our annual events and venues with artiste details.
Podcast: Watch and listen to the latest music and video 

releases on your mobile device. Get artiste interviews and more.

Log On for the Ultimate Entertainment Experience
Our music can also be downloaded from:iTunes

Napster
Fine tunes
Music load
Amazon.com and other top download sites throughout the world.

T&T Ent’s national database of artistes and cultural entrepreneurs 

Artistes and all other entertainment practitioners (e.g. event 

producers, seamstresses for carnival bands, music video producers, 

artiste managers) are invited to submit their nformation by 

Application form. We advise all artistes, both emerging and 

persons who are registered with us because event managers often 

check our website for talent for their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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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Reggae Artist 
- Marlon Asher

Trinidad & Tobago, a twin-island state 

of 1.3 million people, is a country with a 

deep cultural heritage, natural resources 

and one of the highest per capita 

incom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Many people and much history are 

combined in Trinidad & Tobago. Today 

the population comprises peoples of East 

Indian, African, Chinese, Middle Eastern 

have created a unique and artistic mix of 

local cultures.

Trinidad and Tobago Entertainment 

Company Limited (T&T Ent) is a State 

agency of the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We take the rich diversity of our 

intermingled cultures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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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隶属于国家贸易和工业部的国营机构

地址：47 Long Circular Road, St James Port 
of Spain, Trinidad and Tobago, W.I.

电话：+1 868 628 1455
+1 868 628 6554
+1 868 628 1028

传真：+1 868 622 1080
网址：www.ttentonline.com

立即注册！

点击进入，

　　　畅享娱乐！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是一个由两个

岛屿组成的国家，总人口约130万，这是一个

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自然资源的国家，同

时也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人均收入最高

的国家之一。

　　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和悠久的历史

文化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结合在一起。现在，

这里的人口包括有东印度人、非洲人、中国

人、中东人以及欧洲后裔。这些结合创造了

独特且充满艺术的地方文化的混合产物。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娱乐有限公司是一家

隶属于国家贸易和工业部的国营机构。在此，

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混合

文化的丰富多样性。

艺人
——马克西姆斯丹
（Maximus Dan）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娱乐在线

（ttentonline.com）的发展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娱乐有限公司的网站已经更

新，以反映出我们是一家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公司。

浏览我们的网站，查看我们为您提供的令人兴奋的

新产品和服务。www.ttentonline.com在其不断变

化的现代论坛上展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娱乐有限公

司与艺术家和艺人们的合作。美观的页面设计，引

人注目的视觉效果和友好的用户界面布局，这些仅

仅是我们新网站的几个特征。

当地雷鬼艺术家
——扎哈旋律（Jah Melody）

《Orange Sky》主唱
——奈杰尔•罗杰斯（Nigel Rojas）

当地雷鬼音乐艺术家
——马龙•阿什
（Marlon Asher）

根源，摇滚，注册！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娱乐有限公司拥有全国艺术家和

文化企业家数据库，可以在线为您提供国家人才资料的

服务。我们邀请艺术家和所有其他娱乐从业者（如活动

演出者、狂欢节乐队的服装造型师、音乐影像制作人、

艺人以及经理）通过在网站上注册和填写电子注册申请

表来提交个人信息。我们建议包括新人和已走红的艺人

的所有艺人都参与注册。在我们的网站注册将会有很大

的益处，因为组织各种活动经理会经常查看我们的网站，

为他们的活动挑选合适的人才。

点击就能获得基金
　　循环投资安排（RIA）是一个机构，它是通过艺术家收到用于与娱乐业有关的国际项目的
资金来进行运作的。 

　　这些项目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市场开发项目、音乐制作、多媒体制作、戏剧创作、舞蹈作
品、各种作品和旅游项目，以及出口计划的实施等。循环投资安排可为任何项目提供高达70
％的资金援助。这个百分比将在分析所有的个案基础上做出决定，另外，提供的资金标准则由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娱乐有限公司自行处理。在申请人获得资金前，申请人需出示表明自己有能
力提升资金收支差额的文件，而此资金不是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娱乐有限公司提供的。 
　　　在申请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娱乐基金前，我们鼓励那些不作为商业实体注册或组建的申请
方以企业或个体户注册。 

　　了解具体情况和想得到更多信息，请在线下载RIA申请表格。

下载：MP3他格式的卡里普索音乐（Calypso）、索卡音乐（Soca）、

　　　查德利（Chutney）音乐、说唱（Rapso）音乐、钢鼓音乐及其

　　　他更多音乐。即时下载最热门的音乐！
潮流：欣赏和倾听最新的音乐视频以及最新的旅游影片及节目。

有哪些最新节目？找到最新节目安排和场地！这里有我们一年的活动

　　　　　　　　日期、场地安排及艺人的详细资料。播客：欣赏和倾听收录在您的移动设备上的最新音乐和视频。

　　　收看艺人访谈和其他更多节目。

立即登录，体验终极娱乐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网站下载我们的音乐：iTunes

Napster
Fine tunesMusic loadAmazon.com以及有其他遍布世界各地的高端下载网站。

爱情轮回（The Love Circle）
凯温•托马斯（Kevon Thomas）

联系方式

特立尼达与多巴哥娱乐有限公司

（Trinidad & Tobago Entertainment Company Limited）

地址：47 Long Circular Road, St James

　　　Port of Spain 

　　　Trinidad and Tobago, W.I.

电话：+1 868 628 1455

　　　+1 868 628 6554

　　　+1 868 628 1028

传真：+1 868 622 1080

网址：www.ttentonline.com

E-mail：info@ttentonline.com

特立尼达与多巴哥娱乐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