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2月1日～7日 责编张翼鹏 美编 张峰E-mail: yipeng188@126.com特别报道 A05

□本报记者 古筝
实习生 姜星星

再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12
月 11日，2016年第十二届大河
财富中国论坛将迎来12月季的
首秀“体育风口：新势力跨栏跑”，
届时，河南体育产业的新势力，将
齐聚中原之巅。

新势力迎聚新思想，新势力
引动新未来。2016年中国经济
新常态依然向纵深演绎，一些新
兴行业正在脱颖而出。

近两年，体育产业备受关注，
成为不折不扣的“网红”。作为今
年财富论坛的重要部分，本次圆
桌会议将紧扣体育产业这一当下
的经济热点。

根据规划，在“十三五”期间，
河南要争取建成1至2个国家体
育产业示范基地，5至10个国家
体育产业示范单位或项目，40个

以上省级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单
位或项目，产业规模将达到1500
亿元。力争到2020年，全省要培
育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体育骨
干企业或企业集团，建设一批集
聚效应明显的体育产业基地和项
目，打造一批知名体育品牌和中
原特色体育产业。

由此不难看出，河南体育产
业的发展，前景诱人。

如此看来，“体育风口：新势
力跨栏跑”的举办可谓恰逢其时，
将为河南体育产业的新势力提供
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也为资本
与项目的对接搭建了桥梁。立身
中原之巅，本次新势力圆桌会议
将是资本和思想的一次碰撞，进
而引发行业的一场激荡。

全 国 运 动 数 据 专 家 、
STATS China总经理王涛和中
国男足国家队科研教练、北京体
育大学博士杜立达更是作为“他

方来客”，从北京赶赴郑州，为本
次新势力圆桌会议建言献策。

作为河南本土体育产业先行
者，大河搏冠董事长吕琦、动量科
技董事长焦健、郑开马拉松组委
会执行主任刘斌也将在论坛畅谈
河南体育产业的市场突围路径。

阔别舞台，跻身商界，作为前
河南卫视主持人，郭晨冬在近期
完成“华丽转身”，如今已是万名
扬传媒CEO、WLF全球运营总
监的他，不久前还入选了“最具创
新精神企业家”。而此次郭晨冬
也将参加本次新势力圆桌会议，
带来他的创业经验以及对于河南
体育产业从另一个层面的理解。

作为河南体育产业市场层面
的盛会，此次论坛也吸引到一大
批投资机构的关注。

2016年 10月，邓亚萍团队
与中原资产旗下子公司中原股权
投资公司共同发起，在河南省设

立了邓亚萍体育产业投资基金，
将按市场化方式募集并运作，主
要对体育产业链的优质未上市企
业进行股权投资，主投领域为体
育、文化、旅游、科技、健康等。

作为河南体育产业发展的
“及时雨”，这个总规模达50亿元
的基金，将为河南企业创造集中
的资本环境，帮助企业优化商业
模式，进行资源对接，快速成长。

此外，作为中原证券旗下的
投资机构，中州基石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自打去年开始，也在关注
体育领域的优势项目。而点亮资
本同样在国内体育产业层面“舞”
得风生水起。

而此番，中原股权、中州基石
以及点亮资本的主要负责人也将
出席此次会议，在聊投资的同时，
还带着发掘项目的“重任”。

正因为如此，如果你是河南
体育产业中的创业者、合伙人，如

果你对自己的项目有信心，期待
资本带来的裂变效应。如果你还
在对前景以及商业模式迷惘，期
待着过来人的点拨。那么，就带
着你的项目来报名参会吧。

这里有思想、有模式、有投
资、有互动，也许“金蛋”就会砸到
你的头上！

会议时间：12月11日上午9：
00—11：30

会议地点：郑东新区CBD千
玺广场58楼

报 名 方 式 ：拨 打 电 话
0371-65795622 或是扫描下方二
维码，填写报名信息，均有望获得
入场券。

席位有限
报名从速

12月11日，大河财富中国论坛将迎来12月季首秀：“体育风口：新势力跨栏跑”，欢迎报名

体育创客：有料请登场

相比于全国层面体育产业
投资的风起云涌，河南在此领
域也已起步。

除了10月末成立的邓亚
萍体育产业投资基金以外，河
南的一些金融机构以及私募基
金也将目光投向体育产业。

中州基石作为中原证券旗
下的投资公司，投资过河南不
少企业。其总经理赵合功告诉
记者，目前中州基石虽然还未
在传统体育产业进行过投资，
但泛体育还是有涉猎的。“我们
之前投资了一家智能设备的公
司，虽属于外延性行业，但属于
同一个产业链，后续会涉及健
身等产品的开发。”

而建业东英新生活的负责
人张蓓蓓告诉记者，虽然他们
的投资涉及很广，也就是说只
要跟新的生活方式相关的项
目，他们都会关注，但一直以
来，建业都很注重足球的发展，
所以足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其

比较侧重的方面。
相比于此，河南的不少体

育项目开始频频获得资本的关
注。大河搏冠作为河南一家体
育综合服务商，在今年 10月
份，获得了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以及上市公司大智慧的投资。
而动量科技这家做体育可穿戴
设备、大数据的公司也得到了
风投的支持。

对于投资项目，张蓓蓓看
中的是其新的商业模式和团
队，只有这样，通过资本的介
入，才能实现快速成长。

赵合功告诉记者，科技的
进步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体
育产业带来生态的改变，也带
来了很多投资机会。对于河南
而言，在实现新产业突破的同
时，还要在原有的产业优势上
做文章，比如太极、少林武术
等，从而树立起品牌效应，带动
相关产业的发展。

逐鹿中原：资本推波澜
□本报记者 古筝 实习生 姜星星

如今，体育产业的火热是可以量化的。仅近两年，已有数百亿元的资本砸向了这个所谓的
“大风口”。一时间，互联网巨头、产业基金、风投机构大肆跑马圈地，从最为传统的场馆运营、产
品制造到互联网大数据、电子竞技、直播等外延产品，均得到了资本的“灌溉”。

也正得益于此，中国的体育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做大“蛋糕”。

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如雨后春笋

11月 29日，河北省体育产
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向全国发
出了征集参股子基金的公告，
希望通过与社会资本的合作，
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体育基
础设施建设、体育竞赛表演、体
育旅游、体育用品制造、体育消
费服务等优质企业和体育产业
投资。

相比于邻省，河南显然动作
更快。

10月29日，经河南省政府
批准，由省政府委托中原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出资与邓亚萍团队
共同发起的邓亚萍体育产业投
资基金已在河南正式成立。据
了解，这一基金目标规模为50亿
元，首期规模5亿元，将重点投资
于体育赛事、体育场馆建设及运

营、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体育
培训及运动康复、体育旅游、体
育传媒、体育会展等领域。

在河南体育界人士看来，这
一基金的成立，既能够有效发挥
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拓宽企业融
资渠道，实现政府投入的战略目
的，又可以依托专业管理团队，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降低投资风
险，对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体育
企业或项目予以支持。

而就在11月14日召开的健
身休闲产业政策宣贯会暨2016
年全国体育产业工作会上，国家
体育总局经济司司长王卫东披
露，下一步，体育总局将配合国
家发改委尽快完成国家体育产
业投资基金的设立、运营。

而除了各级政府设立的投

资基金以外，不少金融机构和上
市公司，也早早完成了在此领域
的布局。

今年10月底，光大体育基金
与浙江昆仑控股集团共同发起
设立国内体育产业首支PPP专
项基金，首期规模100亿元，一时
引发整个体育圈的热议。

而上市公司永大集团也在6
月3日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
公司永大创新拟与中欧体育合
作，参与投资产业并购基金。总
规模不超过45亿元，拟主要对境
内外的体育、文化产业领域开展
投资、并购与整合等业务。

据记者通过公开资料整理，
截至目前，目前国内已成立了超
过20只体育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基金规模累计已达数百亿元。

资本竞风流

眼下，中国资本可谓在世界
都出尽了风头。

今年8月5日，中欧体育投资
和意大利菲宁维斯特公司达成收
购意大利AC米兰足球俱乐部
99.93%股权的协议。同一天，云
毅国凯（上海）体育发展收购英超
西布罗姆维奇足球俱乐部控股公
司100%股权。奥瑞金包装股份
有限公司则以700万欧元的价格，
拿下法国欧塞尔的59.95%股权。

这还不算之前苏宁入主国
际米兰、万达入股马德里竞技、
联合睿康收购阿斯顿维拉等，一
时间，中国资本的扫货速度令全
球注目。

相比于跨国并购，各路资本
在国内体育圈掀起的风潮同样

猛烈。
今年以来，阿里、万达、苏

宁、乐视等企业在体育产业积极
布局。阿里方面，今年3月和蚂
蚁金服以24亿港元入股体育休
闲及体育彩票综合企业亚博科
技，占股50.70%；4月成立电子
体育事业部，并启动原创电子竞
技赛事WESG，并投入1亿元；
上半年，重金获得国际橄榄球比
赛独家转播权，并和中国乒乓球
协会、羽毛球协会达成合作。

今年6月份，阿里体育又宣
布启动100亿元资金，研发智能
场馆改造、升级及周边体育文化
设施的建设改造，并与国家体育
场、国家游泳中心分别签约，达
成战略合作。

除了阿里，乐视体育于今年
4月宣布正式完成80亿元B轮
融资，公司估值约215亿元，创下
国内体育产业B轮融资额和估值
双重纪录。

目前，除了BAT、万达、苏
宁、乐视等企业在体育产业展开
积极布局外，以红杉资本、如深
创投、创新工场、IDG、达晨创投
等为代表的创投机构也开始在
这一领域频繁出手。

以红杉资本为例，去年四季
度以来，已经投了4家体育类企
业，而由贵人鸟股份、虎扑体育
和景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
发起成立的动域资本，势头更
猛，在同一时间段，完成对体育
产业中14家企业的投资。

河南体育投资起步

截至目前，国内已成立了超20只体育文化产业基金，不少已现踪河南

体育产业成为近
来的投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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