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72019年1月11日 星期五 责编 王文捷 校对 宋利 电话 56568179 Email:zzrbty@163.com 体育新闻

版权江湖，“大鳄”横行
2018 年 5 月底，咪咕和优酷先后获得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新媒体版权，打破了此
前央视不会分销版权的传言。但对体育版权
江湖而言，世界杯只是“一锤子买卖”，更重要
的信号是——又有“大鳄”进场了。

咪咕背后是拥有 9 亿多用户的中国移
动，优酷则属于“阿里系”。对他们来说，花大
价钱拿到世界杯版权当然不是为了玩票，这
是一份进军版权江湖的宣言。

此后，二者都在体育版权市场上频频发
力——7月，咪咕和优酷先后与 PP体育成立
联运中心，在联运频道可以共享包括欧洲五
大联赛、欧冠、中超等顶级足球版权在内的诸
多版权。 10 月，咪咕和优酷双双拿到了
CBA版权。12月，咪咕获得 NBA在中国内
地的短视频权益和港澳地区转播权……

在 2018年出手的还有爱奇艺。通过与
手握英超、西甲、欧洲国家联赛等版权的新英
体育成立合资公司，爱奇艺及其身后的百度
在8月也一头闯进了版权江湖。

算上已经耕耘良久的腾讯体育、苏宁体育，
在乐视体育这个“先行者”已经成为“牺牲者”的
今天，新的体育版权江湖格局渐渐清晰——
BAT全部在列，加上咪咕、苏宁旗下的PP体
育，目前重要的体育版权几乎被这五家囊括。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实。在乐视体育
崩盘之后，版权市场一度被认为将会遇冷，但
随着进场“大鳄”的增加，似乎新一轮的繁荣
就在眼前。

在体奥动力首席执行官赵军看来，进入
体育媒体业务的平台增加让他们觉得信心更
足了一些。她说：“世界杯前后，像优酷、中国
移动这些大流量平台的加入，可能对于未来
整个体育版权市场和用户的进一步培养，帮
助都会非常大。”

在更多体育人眼中，这意味着版权市场
已经彻底成为“大鳄”的江湖，“有钱人”的游
戏场。在这里，资本是王道，没钱就意味着出
局——当然，这无关对错，只是现实很骨感。

版权真的很贵，越热门、越稀缺的版权越贵，
的确不是一般企业玩得转的。而“大鳄”之所
以进场，当然不是为了“救火”，他们花掉的每
一分钱，都有其自身的商业逻辑支撑。

这么贵的版权到底值不值？
当体奥动力 2015年以 80亿元人民币拿

下未来 5年中超全球全媒体版权时，所有人
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在猛烈的“值不值”的疑
问声中，版权市场却开始了一轮狂飙突进。

回首当年，现在被称为“80亿姐”的赵军
坦言，当时出这个价格也是基于绝对不能丢
掉中超的判断，确实存在一定泡沫，“但在当
时那个阶段，给中国体育推了很大一把”。

向前一步海阔天空。2018年初，体奥动
力通过调整合同，将 5年 80 亿修订为 10年
110亿。赵军说：“现在看是比较好的合同，
中国最核心 IP的 10年合约。这个价格也相
对挤掉了一些泡沫。”

赵军用“不傻”“不亏”来形容体奥动力的
大手笔。阿里体育创始人张大钟则表示，很
庆幸当初的“保守”。“当市场带来不同信号
时，产业界想保持冷静很难，在资本的浪潮中
很容易被裹挟。当时主流觉得体育春天来
了，只要投就一定有回报，我觉得一夜暴富是
不会有的，出来混都要还的，看失败案例也比
较多。其实也有很多人找我们，但我们有要
做什么不做什么的判断。”

不过，虽然阿里体育始终没有加入中超
这样的天价版权“战局”，但却投入超过10亿
元拿下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未来 7
年的版权，其价码也不可谓不高。优酷也高
调拿下世界杯版权。显然，对阿里系来说，远
离版权争夺并不现实，关键是寻找合适自己
的版权。

拥有 NBA新媒体版权的腾讯体育也自
认为是这一轮大潮中的冷静者。腾讯体育运
营总经理赵国臣直言，腾讯进入市场是要有
商业逻辑支撑的，但目前市场被大量非商业
逻辑所左右，市场很畸形。“很多版权被炒上
了天价，投入 100元回报 1块钱，甚至 1块钱
都赚不到，还有很多人在竞争，最终伤害的还

是这个行业。”
腾讯手中的NBA版权即将到期，谈及失

去这个 IP的可能性时，赵国臣说，假设真没
了这个 IP，可能在整个体育上会减少一些投
入，收缩一下战线，等市场什么时候理智了，
再来做这个市场是一样的。

手握大把顶级足球版权的 PP体育一度
被业内认为是乐视的“接盘侠”，也有声音认
为他们走的仍是乐视的“老路”。面对体育版
权贵不贵值不值的问题，PP体育常务副总裁
曾钢说，版权虽然现在看上去很贵，但相对于
下一个周期国内体育的发展并不一定很贵。

很有意思的是，支撑曾钢逻辑的恰恰是
腾讯的实践。2015年，腾讯用 5亿美元成为
未来 5年 NBA 中国数字媒体独家官方合作
伙伴，很多人也认为腾讯疯了，但现在这被视
为“白菜价”。赵国臣也透露，如果仅仅看版
权收支，目前已经接近打平了。

而另一个现实是，过去几年里狂飙突进的
版权费并非国内“专利”。在国际市场上，体育
版权也在大幅涨价，顶级体育IP的“吸血”能力
超强。如此看来，欧美成熟的体育媒体平台尚
且要“大出血”，尚处于起步和野蛮生长阶段的
国内市场更谈不上太多议价能力。虽然看似
不合理，但背后自有其商业逻辑在做主。

因此，在很多专家看来，目前摆在体育版
权玩家们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成了如何变现，
怎么赚钱。

从版权到赚钱有多远？
说到变现和赚钱，赵国臣说：“腾讯体育现

在也是亏钱的，如果按照公司标准来看，算上

人力、公摊、带宽等等，距离盈利还非常远。”

投入相对较小，受众颇为广阔的NBA尚

且不敢说赚钱，天价且分散的足球版权就更

难了。曾钢坦言，虽然PP体育的广告和付费

会员都有大幅增长，但现在还根本谈不上赚

钱。在业内看来，PP体育和咪咕、优酷分别

成立联运中心，推出 PP优酷联合会员，这种

战略合作既不同于以往的分销模式，又将很

大程度上缓解天价版权带来的成本压力。

大笔的投入，不赚钱到底图个啥？

具体答案各有千秋，有一点显而易见，

“未来”似乎是所有入局者的共同着眼点。

苏宁体育副总裁米昕表示，在苏宁的商

业逻辑里，零售仍然是其核心。“我们整体上

是把体育的投入当作一种大的品牌和年轻化

人群流量入口的投入。”在苏宁的逻辑里，用

体育提升品牌在年轻人中间的影响力，是比

体育在当下赚钱更重要的事。

赵国臣的方向是做大腾讯体育的媒体平

台，和 IP一同营造一个大的体育生态，为 IP

和用户都提供更好的服务。按照这个逻辑，

腾讯目前在演播室、运营商等方面投入的成

本甚至是版权的三分之一。显然，提升运营

能力也是比当下赚钱更重要的事。

换言之，“大鳄”们不是不要赚钱，而是可

以接受当下不赚钱的现实，并按照各自的逻

辑努力变现，在未来赚钱，或者至少不亏钱。

赵军就直言，通过版权分销，体奥动力其

实是没有负担的，但这是建立在播出平台都

亏损的情况下，下面就是要解决商业模式问

题。这个不解决，以后可能没有平台愿意背

这个亏损，这条线可能就完了。

好消息是体育付费观看的困局正被逐

渐打破，这或许也是“大鳄”们纷至沓来的另

一个原因。从这个层面来说，已经“牺牲”的

乐视体育得到了同行的尊重。正是他们大

刀阔斧的尝试，为体育付费观看劈开了一道

裂缝。如今，这道裂缝正在逐渐扩大。习惯

付费收看的观众从影视剧逐渐弥散到了体

育赛事。

不得不说，目前的变现环境相较三年前

有了大幅改善。PP体育在 2017年底的付费

会员数为 130 万，2018 年底达到了 600 万。

曾钢说，从体育版权的变现路径来看，广告变

现很快会达到一个天花板，而体育会员付费

观看的空间目前看还有很大，这其实也是国

际上版权变现的一个主要手段。赵国臣也认

为，会员收费将是未来中国体育在一段时间

内的红利期。

不过，他们同时也认为，和庞大的用户群

体比起来，消费者的付费意愿还没有完全被

激发。这个过程需要时间，甚至需要一代人

去扭转。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何发展增

量用户，已经成了各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

舞台。转播水平、运营水平、体育会员权益、

体育文化、体育的仪式感、对未来（孩子）的投

资、甚至体育的娱乐化……这些话题都是“体

育大咖们”接受采访中不时跳出来的字眼，他

们也都在这些方面做着很多努力和尝试，并

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刻一鸣惊人。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乐视“牺牲”了，BAT却纷纷入局
——欢迎来到体育版权江湖

2019亚洲杯足球赛 1月11日 21：30 中国VS菲律宾

国足今晚瞄准两连胜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新年刚
过，去年艰难保级的重庆斯威官方
宣布，由于合同期满，俱乐部不再与
35岁老将隋东陆和前建业名将刘宇
续约。昨日，记者从建业足球俱乐
部获悉，已经离开重庆的隋东陆目
前正在高原跟随建业进行冬训，由
于建业后卫顾操停赛 10轮，急需后
防大将补缺，在外援戈麦斯确定无
法回归之时，隋东陆这位高大后卫
很有可能披上建业的战袍。与此同
时，前建业战将刘宇将加盟家乡球
队成都兴城。

作为后防中坚，隋东陆骁勇善
战，凭借强壮的身体制霸空域，他经

验丰富，勤恳努力，曾多次血染赛
场。尤其是敢打敢拼，英勇善战，加
之高大如山的身材，重庆球迷亲切
地称其为“隋大汉”。对于这位高大
后卫，尽管已是35岁的高龄，但其后
防大局观和勇猛作风也深得建业主
帅王宝山的信任，如果不出意外，这
位猛将今年有望披上建业队的战袍。

据了解，由于 15日建业足球俱
乐部将在建业足球小镇举行大型年
终总结大会，届时建业一线队和梯
队全体将士将全部参加，因此本月
12日左右，全队将结束高原冬训回
郑，休整两周之后，全队将前往国外
进行热身拉练。

本报讯（记 者 陈凯）今 晚 ，
2018—2019 赛季全国女子篮球联
赛（WCBA）展开常规赛倒数第四
轮的争夺，河南伊川农商银行女篮
将做客渭南挑战陕西女篮，面对实
力并不算强的对手，河南女篮的目
标就是全力争取战胜对手，终结此
前两连败的颓势。

本赛季 WCBA 常规赛已经接
近尾声，季后赛席位争夺战也到了
最紧要关头。不过在最近两轮比
赛中河南女篮在主场先后输给上
海和江苏两队，尤其是输掉对阵上
海的比赛，直接导致被这个季后赛

“门票”主要竞争者反超了排名。
目前，排名联赛积分榜第六至第九
的山东（20 胜 10 负）、上海（17 胜
13 负）、山 西（17 胜 13 负）、河 南

（16 胜 14 负）四支队伍，都是本赛
季 WCBA 季后赛“门票”的有力争
夺者。四队中战绩最差的河南女
篮冲击季后赛的难度相对较大。
对于河南女篮来说，本赛季常规赛
最 后 四 场 比 赛 可 谓 场 场“ 生 死
战”。今晚对阵目前排名联赛积分
榜倒数第四位的陕西女篮，实力占
优的河南女篮只要正常发挥，战胜
对手应该不成问题。

谈及今晚的比赛，河南女篮主
帅汪蔚杰表示：“最近两轮比赛我
们没有打好，尤其是在目前这种关
键时刻。后面的比赛我们必须全
力争胜，对阵陕西队的比赛我们必
须拿下，为我们打好常规赛最后四
场比赛，拿到本赛季季后赛‘门票’
打下基础。”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日，记者从省足协获悉，
由河南省足协、河南青训联盟、登封市教体局主办，郑
州奔跑之星足球俱乐部和河南嵩皇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承办的 2019“嵩皇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将于 1
月 24日～31日在河南嵩皇体育小镇举行，目前各项
赛事的准备已经就绪，参赛报名队伍已全部结束，届
时，将有来自全国24支队伍的 100多名足球幼苗会聚
嵩山脚下展开比拼，通过校园足球的交流，搭建探索一
条校园足球、青训足球的持续发展之路。

据了解，本次比赛年龄段主要以 2007 年～2010
年出生的少年为主，比赛分为 U11八人制和 U9五人
制，届时刚刚落成的体育小镇足球场将迎来全国各地
的足球小将。这次首度举办全国青少年足球赛，将给
武术之乡带来浓浓的足球氛围。未来嵩皇体育小镇训
练基地将成为孩子们的足球乐园，通过对足球运动的
良性引导和持续发展，将对该地区的足球发展起到全
方位的推动作用。

全国青少年足球赛报名结束

24支小足球队
会聚嵩山脚下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
代。《双城记》这句被用烂了的开场白，如
今用来形容体育版权市场，似乎仍是最
恰当的。这也是新华社体育产业调研组
近期在采访体育界诸多大咖时获得的深
刻印象。

从2015年狂飙突进到2018年“大
鳄”云集，城头变幻大王旗，国内体育版
权市场看过了太多生死，似乎又到了另
一个重要节点。

当百度、阿里和中国移动杀进体育
版权江湖后，“BAT（百度、阿里、腾讯）＋
中国移动＋苏宁”构成了未来若干年的
体育版权版图。这个“江湖”是会更加惨
烈，还是会寻求多种合作模式，逐渐回归
理性，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

同时，引流能力超强的BAT和中国
移动也被视为带动体育版权变现能力提
升的强大武器。在今天的“流量时代”，
如果连他们都无法有效拉动体育版权变
现，“凛冬将至”或许不是危言耸听。

WCBA客场挑战陕西

河南女篮全力争胜欲止颓势

“铁血”后卫隋东陆建业试训

新华社马德里1月9日电 西班牙国王杯9日进行
了四场八分之一决赛首回合的较量，皇家马德里主场
3∶0击败莱加内斯，一只脚已踏进八强。

皇马本轮坐镇伯纳乌迎战莱加内斯，主帅索拉里
轮换多名球员。拉莫斯在上半时罚入点球，卢卡斯·巴
斯克斯和维尼修斯则在下半时为球队扩大优势。新援
迪亚斯在比赛中替补出场，上演自己在“白衣军团”的
处子秀。

第 42分钟，奥德里奥佐拉在禁区内被放倒，裁判
判罚点球，拉莫斯主罚命中，打入个人职业生涯第100
球，助球队 1∶0领先。第 68分钟，本泽马抓住对方后
卫的失误，禁区左路抢断后回传维尼修斯。后者将皮
球转移至中路，无人看守的卢卡斯·巴斯克斯跟上推射
破网。第77分钟，主队再入一球锁定胜局。奥德里奥
佐拉右路挑传，维尼修斯中路凌空将球垫入球门，比分
定格为3∶0。1分钟后，刚刚转会至皇马的迪亚斯替补
维尼修斯出场。

在当日进行的其他几场比赛中，马德里竞技客场
1∶1被赫罗纳逼平，比利亚雷亚尔主场 2∶2战平西班
牙人，赫塔菲则在主场1∶0击败巴拉多利德。

西班牙国王杯

皇马大胜莱加内斯
拉莫斯打入个人生涯百球

拉莫斯庆祝进球 新浪 摄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如履薄冰
取 得 开 门 红 之 后 ，北 京 时 间 今 日
21：30，中国队将迎来2019阿联酋亚
洲杯足球赛小组第二场比赛，对手是
貌似弱小的菲律宾队。本场比赛看
点很多，但最吸引人的是里皮和埃里
克森两大名帅之间的“斗法”，从意甲
到中超，如今又在亚洲杯上相遇，比
赛还没开始，已经隐约闻到火药味。

曾经多次成为国足“刀下鬼”的
菲律宾队，如今整体实力已大幅提
升，尤其令河南球迷关注的是，曾在
建业效力的前锋哈维尔依然锋芒毕
露，在与韩国队的比赛中，多次威胁
对手的大门，因此今晚国足与菲律宾
的较量，冻结这位杀手将是国足取得
两连胜的关键。

首轮战胜吉尔吉斯斯坦队后，中
国队的小组出线前景看好，不过目前
球队伤病情况却让主教练里皮为难，
尤其在首场比赛中肩部受伤的武磊，
是否有必要冒险让他在与菲律宾的
比赛中出场，也许答案只能在最后时
刻揭晓。

如果武磊轮休，谁来顶替他的位
置又成为一大疑问。这几天国足的
训练，韦世豪和肖智两名攻击手继
续缺席。此前，里皮曾表示，韦世豪
和肖智能够赶上第二场比赛，但他
们至今还未正常参加球队合练，在
整体技战术演练方面或存在一定问
题。如果韦世豪和肖智还是无法比
赛，上轮比赛替补出场的于大宝或
将挑起重任。

国足另外一个利好就是这一轮

老将郑智解禁复出，作为中场核心，
郑智的归位无疑给球队平添了争胜
砝码。在首轮比赛中，里皮正是看到
球队上半时中场控制不力导致防线
压力骤增，所以才将善于控球的蒿俊
闵替换上场的。从实际效果来看，蒿
俊闵提升了球队攻防转换的速率与
效率，从而为球队赢得更多的进攻空
间。实际上，在郑智缺阵的情况下，
里皮对球队可能出现的中场控制不
力作了充分预见。而随着郑智解禁
复出，里皮对于接下来比赛球队中场
得到良好梳理充满信心。里皮也希
望在几位擅长控球球员的带动下，球
队的攻防能通过技术流盘活。

小组赛首轮输给韩国队后，菲律
宾主帅埃里克森已将备战目标瞄准
了中国队，“与中国队交手，对我们来
说是特别重要的一场比赛。如果我
们输球，同时韩国赢下吉尔吉斯斯坦
的话，对我们来说亚洲杯就结束了。
下场比赛我们必须尽量做到更好地
控球，更多地投入进攻，更多地创造
机会。”以前被称为鱼腩的菲律宾足
球，如今已经焕然一新，菲律宾足球
的起色，归功于 23人大名单中有 20
名归化球员,而菲律宾的现任主帅是
曾经执教过中超中甲的埃里克森，对
国足十分了解。从对战韩国队就能
看出来，即使输了比赛，但实力有了
明显的提升，看来国足要想获得胜
利，需要好好下一番功夫。

“锋无力”的中国队碰上擅长“摆
大巴”的菲律宾队，能否取胜让我们
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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