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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出特色、找到盈利点是两大难题
盈利模式尚在探索

“风口上”的电竞小镇
本报记者 刘媛媛 石英婧 上海报道

解决的难题。

期的投入较大，目前还处在“烧钱”

有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还出现了
包括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行业巨

此外， 从目前已公布的数据来
看， 平均一座电竞小镇的投入动辄

的阶段， 但其后期的产出效益也是
巨大的， 有利于龙港区经济发展的

从已经公布的几大电竞小

育赛事，电竞产业长期以来未能

头， 以及不少新晋创业者的身影。

几十亿元，而相比传统体育赛事，电

提升，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镇的规划来看，虽然都是主打电

找到真正的盈利点，同时还面临

竞产业长期以来未能找到真正的盈
利点，要想在电竞产业链中成功
“掘

太仓市科教新城则回应本报记
者称， 太仓天镜湖电子竞技小镇的

竞，但可以看出，根据当地情况

着盈利模式单一、人才缺乏等问

重庆忠县、安徽芜湖、江苏太仓、浙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 电竞小镇的
“遍地开花” 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电

江杭州、河南孟州、辽宁葫芦岛等地
相继宣布将加入电竞小镇的建设队

子竞技产业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
也面临着“形象工程”等质疑，如何

金”并非易事。
对此， 葫芦岛龙港区区委副书

核心产业不仅仅是电竞本身， 更多
的是发展大电竞产业， 从整个电竞

和需求的不同，各个城镇的发展
模式和发展方向也不同。
其中太仓毗邻上海，依托上

题。 在本报记者的采访过程中，
多个政府部门及企业负责人均
承认电子竞技是一个“烧钱”的

伍，并喊出了“电竞 + 赛事”“电竞
+ 工业”等多种业态的口号。

在风口下做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电

记、 区长王连民在接受 《中国经营

产业链的角度看， 还是存在很多盈

海的辐射，将高端赛事用户作为

行业，要想在这一产业链中成功

竞小镇成为这些城镇和企业需要

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电竞小镇的前

利点的。

目标用户，以扩大太仓自身的影
响力；芜湖的建设项目中则有电

“掘金”并不容易。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竞大学这一项，计划以泛电竞切

副院长陈少峰向记者分析指

入， 挖掘培养更多的电竞人才；

出，电竞作为体育的延伸，自从

重庆忠县则寄希望于借助电竞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摘掉“贫困

有了比较正式的名目后， 发展
势如破竹。 基于此，不少地区纷

县”的帽子。
太仓市科教新城方面向本
报记者表示，天镜湖电子竞技小

纷开建电竞小镇， 但想要借助
电竞之力推动一个地区的发
展，仅有电竞小镇还不够，必须

镇将重点放在了电子竞技的电
子商务、影视传媒及动漫、云计

向相关娱乐、 文化及其他配套
设施上延伸。“电竞小镇作为特

算和大数据、 人工智能与
AR/VR 以及基金金融等上下游

色小镇的一种， 要做到具有自
己的特色很难， 必须从内容上

产业。 目标是通过 3~5 年时间，
实现“产业 + 文化 + 旅游 + 社

下功夫， 做出不一样的电竞内
容，或者以赛事为核心，带动当

区”四重功能的融合，打造长三
角电竞旅游体验首选地、中国电

地旅游事业，形成产业链条。 同
时， 电竞产业链盈利主要来自

子竞技产业集聚区，国内一流的
电子竞技特色小镇。

于游戏公司， 电竞小镇可以与
游戏公司合作， 依托游戏公司

不过，虽然规划看似各有特
色，但最终能否实现还是个未知

的行业资源来带动小镇的发
展。 ”

数。 王连民坦言，目前大家都是
在摸着石头过河，每个地方的定

“尽 管 当 下 的 特 色 小 镇 风
潮很热， 但对于投资进入特色

位由于城市的客观条件不同而
有所变化，无法形成一个确切的

小镇的人士而言， 需要更多冷
静的思考。 ”陈根认为，特色小

标准。
在陈根看来，不论是对于电

镇的建设、 培育是一个相对长
期的投资， 与传统的房地产之

竞小镇，或是其他类型的特色小
镇而言，核心关键就是特色。“
当
下电竞小镇要想突出重围，在我
看来需要在以下三方面下功夫：
一是独特的游戏角本与角色设
计；二是需要强大与超前的技术

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尤其对
于相对比较新兴的电竞特色小
镇， 除了在电竞项目本身中获
利之外， 更多的要考虑用户全
过程的价值挖掘， 需要考虑打
造独特的 IP 模式， 并以此形成

研发与应用；三是需要为用户带

强大的旅游、体验、消费等附加
价值的放大与挖掘， 形成多元
全过程的盈利方式。

随着电竞小镇概念的爆红，近
两年国内掀起了一场电竞小镇热。
不完全统计，仅 2017 年以来，就有

在这些电竞小镇的背后，不仅

一直以来，特色小镇都面临着“形象工程”“千篇一律”等质
疑，尤其是电竞行业，对于地域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如何
在电竞的“风口”下做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电竞小镇成了难
题。

电竞小镇建设热潮
电竞已从曾经的“网络毒药”
变身为备受热捧的“
香饽饽”。
电子竞技是近年来最受关注、
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 《2016 中国
游戏产业报告》 显示，2016 年电竞
市场规模已达到 504.6 亿元， 占游
戏市场销售总额的 30.5%。国内电竞
总产值 269.1 亿元，用户达 1.24 亿。
Newzoo 数据显示，2017 年，全
球电子竞技观众将达到 3.86 亿人，
其 中 包 括 1.91 亿 电 子 竞 技 迷 和
1.94 亿偶尔收看的观众。 到 2020
年，电子竞技迷数量将增长 50%，达
到 2.86 亿人。
2016 年，随着三部委联合发布

承办电竞赛事作为引流的重要手段，已成为各大城镇打造电竞小镇的必备要素。 不久前，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就借举办“
竞迹 2017 嘉年华”之
本报资料室 / 图
机，对外宣布打造电竞小镇计划。

竞产业写入了“十三五”发展规划，

色的电竞小镇， 以丰富葫芦岛当地

信息显示， 该小镇吸引了多家公司

并计划今年引进省级创新平台 4
个，省级以上众创空间 2 个，举办电

的产业结构， 帮助当地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携手合作，其中就包括华体集团、阿
里体育、网易、巨人网络等。

竞赛事 600 场，引进知名俱乐部 10
家，培养电竞产业人才 4000 人。

王连民向本报记者透露， 中国
的电竞行业经历了起步和探索阶段

阿里体育 CEO 张大钟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电竞是阿里体育

太仓市科教新城在发给记者的
回函中表示， 电子竞技并非一项传
统的体育项目， 它是体育赛事也是
数字传媒，是时尚的文化产业，更是
全民参与的休闲经济。 太仓市希望

之后，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期，整个中
国的电竞产业前景大好。 建设电竞
小镇有利于龙港区经济发展的提
升，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记者注意到， 在这些电竞小镇

正在以及未来布局的重点。 在体育
小镇方面，阿里体育主要负责内容、
场馆的运营。
“电竞小镇之所以能吸引资本
与资源争相参与， 主要是借助于特

通过电竞小镇的建设， 有效推动地
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让电竞产业
能够成为太仓市重要的支柱产业之
一。
据了解，在今年 8 月 10 日国家
体育总局官网发布的 《体育总局办
公厅关于公布第一批运动休闲特色

的背后，不乏行业巨头的身影。比如
5 月份，安徽省芜湖市发布消息，将
与腾讯公司合作， 共同打造腾讯电
竞小镇。根据双方订立的框架协议，
该项目将探索建设集电竞主题公
园、电竞大学、文化创意园、动漫产
业园、 创意街区、 腾讯科技创业社

色小镇这一国家层面的新型发展战
略模式，对于各地方而言，特色小镇
是否能有效落地、培育，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接下来一个阶段区域经济
的活力、持续力与竞争力，因此地方
政府的参与热情非常高；其次，不论
是从压力排减， 或虚拟体验等方面

来独特的沉浸式感观体验。 ”
值得注意的是， 从已公布

区、 腾讯云大数据中心等新业态于
一体的特色小镇， 并引进举办
“
QQJOY （企鹅动漫游戏嘉年华）”
和“QGC （QQ 手游全民竞技大

来看， 电竞都将是接下来一个时期
持续增长的行业，在智能科技时代，
场景角度的沉浸式体验是未来趋
势， 电竞这种线上线下互相融合的

的数据来看， 重庆忠县计划在
电竞小镇上初期投入 14 亿元，

张大钟告诉记者，电竞产业
还处于埋在地下打基础的阶段，

仓市计划在科教新城规划 3.55 平
方公里， 着力打造海运堤游戏综合

小镇试点项目名单的通知》中，全国
96 个特色小镇上榜，太仓市天镜湖
电子竞技小镇也位列其中。
9 月中旬，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

总计 40 亿 ~50 亿元；江苏太仓
计划 5 年内投入 25 亿元；河南

阿里体育将继续加大在这一领
域的布局。“因为这一产业的运

体验区、 天镜湖电竞文化展示综合
区、 大学科技园电竞创意综合产业

港区举办了“竞迹 2017 嘉年华”活
动，借此契机龙港区宣布，将大力拓

赛）”等电竞品牌赛事活动。
6 月份，中国(杭州)电竞数娱小

产业需要一个实体的场景， 而特色
小镇刚好符合了这种趋势的需求。”

区三大功能区域。 太仓市高度重视

展互联网与当地经济社会各领域融
合的广度和深度， 打造具有龙港特

镇在杭州启动， 杭州电竞数娱小镇
正式落地杭州下城石桥街道。 公开

《特色小镇创建指南》一书作者陈根
指出。

孟州计划投入 20 亿元。 不难看
出， 平均一座电竞小镇投入都
动辄几十亿元。
而有观点认为，相比传统体

营不花时间不可能有效果，所以
我认为这个行业还有很多年可
以发展，不要太着急。 ”

了 《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
通知》，电竞行业更是与时俱进地瞄
上了电竞小镇。
仅从今年来看，2017 年 3 月，
重 庆 忠 县 率 先 宣 布 将 投 资 40 亿
~50 亿元打造辐 射 全 国 的 电 竞 小
镇， 表示将以举办 11 月的全国移
动电子竞技大赛（CMEG）总 决 赛
为契机，吸引相关企业落户，形成
以电竞场馆、电竞学院、电竞孵化
园等多业态整合的电竞产业链。 而
在此之前，忠县与“电竞”几乎没有
任何交集。
随后，江苏太仓、安徽芜湖、浙
江杭州、 河南孟州、 青岛西海岸新
区、辽宁葫芦岛等，亦宣布了各自的
电竞小镇建设计划。
根据今年 4 月太仓市对外发布
的“天镜湖电子竞技小镇”规划，太

电竞产业发展， 甚至把大力发展电

特约撰稿毛中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投控股拟“联姻”海润影视

孙俪离 A 股财富梦还有多远？
本报记者 刘颂辉 刘媛媛

欲布局影剧游联动

石英婧 上海报道

日前，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以 下 简 称 “文 投 控 股 ”，
600715.SH）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 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购买海润影视制作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影视”）的
股权。
公开资料显示，文投控股的前
身为松辽汽车， 这家老牌国企在
2011 年以后屡次亏损，随后松辽汽
车实施重组，通过收购耀莱影视和
上海都玩网络开始着力布局文娱
产业。 而收购标的海润影视曾出品
过《玉观音》《亮剑》《北上广不相信
眼泪》等多部热播电视剧，同时还
拥有孙俪、郭涛、赵丽颖等多名明
星股东。 在此之前，海润影视曾积
极寻求 A 股上市，但 3 次冲击都以
失败告终。
对此，《中国经营报》记者多次
致电致函文投控股及海润影视寻
求回应，但截至发稿，均未获得明
确回复。 文投控股在 9 月 20 日召
开的投资者说明会上表示，公司及
有关各方积极研究、论证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目前各项工作
正在有序推进中。
易观智库高级研究总监薛永
锋认为， 此次交易双方体量都较
大，并且有共同的诉求点，尽管表
面看来是双赢状态，但今年多个影
视公司并购重组遇冷，具体方案尚
有待时间考证。

资料显示，2015 年 8 月，上市
公司松辽汽车完成对耀莱影视和
上海都玩 100%股权的收购， 实际
控制人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国
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变为北京市国
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持股
比例为 20.35%， 目前主要从事影
视和游戏两大业务板块。
去年 4 月，耀莱影视的母公司
正式更名为文投控股。 在更名仪式
上，成龙、冯小刚、张国立、李冰冰、
黄晓明、曾志伟、唐季礼等 7 位演

19 日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 两
个月后，重组标的海润影视终于浮
出水面。 文投控股方面表示，重大
资产重组之前，交易对方与上市公
司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方案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构成借
壳上市。 但具体方案仍在论证过程
中，尚未最终确定，不排除未来增
加标的资产数量或者对标的资产
进行调整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宣布拟收购
海润影视之前，文投控股曾发公告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5 亿元，总
计增加投资 17 亿元。
通过不断地投资布局，文投控
股拿到了诸多王牌资源，尤其是得
益于耀莱影视与成龙的深度绑定，
文投控股通过影城、影片和体育产
业等方式，挖掘成龙的 IP 价值，先
后推出了 《铁道飞虎》《功夫瑜伽》
等影片。 其中，《功夫瑜伽》最终收
获票房 17.53 亿元，登顶国内春节
档单片票房冠军。
文 投 控 股 2017 年 半 年 报 显

对于收入变动的原因，文投控
股表示，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在
影院电影放映及衍生业务收入为
5.36 亿 元 ，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了
6671.58 万元； 影视投资制作业务
收入为 3.91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
长了 2.68 亿元； 游戏运营与研发
业务收入为 2.09 亿元， 较上年同
期增长了 2461.51 万元。
据文投控股透露，公司投资的
影视作品还包括成龙重返好莱坞
的影片《英伦对决》、冯小刚导演的

动画长片《许愿神龙》《摸金 》、中
美合拍片《尖峰时刻 4》等项目，预
计于今明两年开始拍摄。 文投控股
还计划未来就多部 IP 的手游、页游
和 H5 游戏改编授权进行合作。
由此可见，文投控股有意以耀莱
主导电影制作、发行，以海润影视主
导影视剧制作，以及以都玩网络主导
游戏开发，形成真正的影剧游联动。
“对于资本运作的文投控股而
言， 缺少影视内容制作的能力，相
反海润影视则是以影视制作见长

艺界大腕为其站台。
根据文投控股公布的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从 2017 年

向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增资，其中向
江苏耀莱影城管理有限公司增资
8 亿元，向上海都玩网络科技有限

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77 亿元，同比增长 49.63%；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0 亿

《芳华》、音乐纪录片《火力全开》、引
进片《空难余波》等，预计今明两年
推出。 此外，与爱奇艺合作的《神探

的公司，旗下的编剧、导演和明星
都为国内质量较高的团队。 ”在薛
永锋看来， 如果收购海润影视，此

7 月 5 日起停牌， 于 2017 年 7 月

公司增资 4 亿元，向北京文创汇智

元，同比增长 45.14%。

蒲松龄》、 与索尼哥伦比亚合作的

后的故事将能顺利讲下去。

收购标的海润影视成立于
2001 年， 是一家老牌的电视剧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刘燕铭。 公司曾
出品了 《亮剑》《永不瞑目》《玉观
音》《胭脂》等多部知名影视剧。 还
拥有孙俪、 连奕名等诸多明星股

云翔、赵丽颖等明星股东。
去年 4 月，海润影业登陆新三
板。 据其 2017 上半年年报显示，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0.62 亿元， 较去
年同期增长 2023.78%；实现归属于
挂 牌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0.05 亿

在香港上市，但由于当时市场低迷
未能达成计划； 后在 2012 年计划
A 股上市，但排队时遭遇 IPO 暂停
而撤材料。
2014 年 6 月份， 海润影视欲
借壳 *ST 申科进军 A 股， 根据当

于重组失败的原因，申科股份方面
称，是交易双方对于重组继续推进
时间进程安排，以及重组后董事会
安排等事项未达成一致。
沉寂 2 年后， 海润影视再度向
A 股发起冲击。 不过，自去年下半年

杂，故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海润影视作为老牌的影视公
司，在电视剧板块较强，但在电影
方面表现并不突出，虽然一直以来
都在谋求上市，但是问题较多。 文
投控股则一直是通过资本运作的

东。
在海润影视之外，刘燕铭旗下
还有一家以电影为主业的北京海

元。 海润影业表示，营业收入大幅
增长的主要原因系确认影片《大闹
天竺》的票房分账收入。

时申科股份发布的重组方案，海润
影视作价金额为 25.22 亿元，增值
率达 336.08%。 而根据当时媒体报

以来，监管层对于影视标的高估值、
高溢价情况询问力度加紧， 影视公
司并购屡屡碰壁，目前来看，这一情

方式在扩大影视版图，两者的体量
都很大，前者谋求上市，后者谋求
影剧游的融合，一拍即合，看上去

润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润影业”，836583.OC），曾投资
拍摄包括《毒战》《单身男女 2》《巴
黎宝贝》《华丽上班族》《我是马布

事实上，海润影视早在 3 年前
就显露出冲击 A 股的野心， 一直
积极谋划借壳上市事宜。 由于公司
拥有较多的“明星股”，其近年来在

道，作为股东的孙俪持有海润影视
701.62 万股，若成功上市可实现变
现约 2 亿元。
然而，2015 年 5 月，申科股份

况仍未有放松迹象， 因此海润影视
此次与文投控股能否顺利
“
联姻”还
有待观察。 文投控股也在投资者说
明会上表示，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涉

是双赢的状态。 ”薛永锋向记者分
析认为， 文投控股拥有“国有资
产”的背景，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
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而

里》等电影。 而海润影业除了孙俪
外，还拥有郭涛、海岩、刘诗诗、高

资本市场备受关注。
海润影视最先于 2011 年计划

突然宣布终止重组，海润影视和孙
俪的上市财富梦再次化为泡影。 对

及资产量巨大， 方案内容涉及多方
协商、谈判，审计、评估工作繁琐、复

且不构成借壳，这场交易成功的几
率较大。

海润影视曾三次上市折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