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公司不仅帮我们解决了钱的问题，在
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环节上也帮了大忙，现在
我们有望跻身新三板，成为新能源领域的潜力
股。”山东烟台三和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国庆告诉记者。

陈国庆所说的投资公司，是由烟台开发区财
政部门主导的烟台源创基金投资公司。从 2014
年开始，烟台开发区实行财政扶持资金改革，逐
步取消对企业的无偿科技扶持，将新增科技专项
经费全部纳入区级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变过去的
直补为市场化的基金扶持。目前，基金扶持已成
为烟台企业创新的有力杠杆。

烟台开发区立足产业优势，瞄准产学研合作
层次提升，积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政府主导、
学研输出、金融杠杆为一体的“政产学研金”创
新体系。“给产学研合作插上翅膀，关键要充分
发挥‘政’和‘金’的作用。”烟台开发区科技
知识产权局局长丁慧说：“我们最大化释放政府
创新引导效应，强化科技金融一体化，推动各类
创新要素集聚。”

政产学研金体系中，政府引导作用举足轻
重。烟台开发区从人才引进、项目培育、载体建
设、知识产权创造、科技融资 5 个方面推出一揽
子高含金量的扶持政策，构建起全方位政策保障
体系；实施百家科技企业振兴计划，加大对科技
企业的培育力度；同步建立起政府“1+3”科技
服务平台，整合 100 多家高校院所、300 多名技
术专家以及 10 多家科技服务中介，促成企业与
科研院校联姻。目前，开发区 95%以上的重点科
技企业已建立产学研联合体，累计实施产学研合
作 899项。

为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烟台开发区探索形
成了“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
资本和民间资本竞相跟进”的多元化科技投融资
机制，制定了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股权投资引导
基金、信贷周转资金、重大产业化项目和知识产
权质押贷款贴息等政策，实现了创新与资本聚变
融合、裂变爆发。

“在引进创投机构的同时，开发区将财政出
资规模控制在 25%以下，这些投资基金不仅本身
可为企业解决难题，还能四两拨千斤，引导社会
资本跟进，形成更大科技扶持资金储备。”烟台开
发区财政局副局长贾磊说。目前，开发区已设立
财政引导基金 2 亿元，主要用于新设科技发展、
高端制造业产业发展及现代服务业发展等。

电竞企业“走红”容易，但进一步发展面临很多现实问题——

电竞创业，方兴未艾正道行
本报记者 温济聪

山东烟台：

构建协同创新体系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马双军

电子竞技在 2003 年被国家体育总局
正式列为第 99 个体育竞赛项目，发展到
今天，电竞已成为极具市场潜力的体育项
目之一。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
潮，电竞创业也如火如荼。作为体育竞赛
项目，电竞行业创业者如何占领市场，怎
样与资本对接？《经济日报》 记者就这些
问题进行了调研采访。

创业推动行业发展

在中国电竞圈，伍声的名字如雷贯
耳。这个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毕
业生是中国第一个 DOTA 职业世界冠军，
曾拿过联赛 12 个冠军头衔。如今，伍声
转身成为一个成功的电竞创业者，当电竞
主播、开淘宝店、创立第三方电商服务平
台⋯⋯自 2010 年底在优酷上发布第一个
解说视频至今，“伍声 2009”自频道的总
播放量已经超过 5.4 亿次，拥有了超过 99
万粉丝；他以“大酒神”为品牌创办的 4
个淘宝店一年的营业额超过千万元。

与伍声不同的是，创业达人潘婕开始
将触角伸向电子竞技周边服务领域。作为
LGD 电子竞技俱乐部 CEO，她于 2014 年
6 月正式创建名为 VPGame 的专业电竞服
务网站。“目前，平台的主要功能包括竞
拍抢购专区、游戏道具担保交易平台、数
据深度查询分析以及电子竞技玩家社区交
流等。”潘婕告诉记者。

VPGame 一直为挖掘电竞青年精英人
才进行布局，从为草根电竞玩家招募队友
到组建游戏战队，再到组织多元化的线下
联赛等，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电竞产业
职业化进程。潘婕说，未来公司将主攻产
品研发和推广运营等工作，为玩家提供更
为便捷完善的平台服务，逐步构建选手和
玩家的招募、交流、组建战队以及组织联
赛的完善生态圈。

不少创业公司业已登陆新三板市场。
英雄互娱是一家专注于互联网体育的公
司。英雄互娱的 CIO 吴旦介绍说，作为新

三板挂牌公司，该公司今年一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约 1.83 亿元。“今年，我们举办了
雄联赛 HPL 赛季全球总决赛，还发布了
多款移动电竞游戏。”吴旦介绍说，依托
重磅移动电竞产品的支持，英雄互娱全面
布局电竞赛事，通过整合移动电竞的优质
内容、各渠道环节，打造成集电竞赛事组
织、游戏研发与发行、电竞直播等为一体
的大型互联网体育公司。

深受创投资本青睐

人皇 Sky 电竞装备品牌钛度日前获得
5000 万元 A 轮融资，由普思资本、上海
汉铎投资中心投资；去年 12 月，由伍声
创办的“狂战”，获得了动域资本的 4000
万元 A 轮投资⋯⋯这两年无疑是电竞行业
的“爆发年”，有关电竞创业公司融资的
消息连绵不绝。

电竞创业公司为何备受资本青睐？在
招银国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达
晨创投南方片区原 TMT 投资部总经理程
仁田看来，国家体育总局大力发展移动电
竞并宣布举行移动电竞大赛，为电竞产业
发展带来巨大商机。

熊猫 TV 的 COO 张菊元表示，与电竞
最密切的游戏行业，投资风口也正逐步从
手游向电竞、直播平台转向，最重要的一
点原因是电竞聚集了大量用户。因此，在
手游的发展度过了一个高速增长期后，电
竞成为众多创投基金的新宠。

“电竞直播平台现在比较火热，比较
有前景。”张菊元认为，电竞公司都在努
力拓展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也许要与娱
乐结合，这也是电竞与传统体育产业不同
之处。

各自为战现象严重

虽然电竞创业企业“走红”容易，也
受到创投基金等众多资本的追捧，但他们
的发展之路并没有看起来那般美好，也要
面对厂商各自为战、利益模式同质化等现
实困窘。

由于大部分玩家账号和服务器均由厂
商把控，因此厂商几乎完全掌握整个电竞
比赛，赛事主办方则更多充当了比赛承办
方的角色。“被厂商主导后，各家运营商
对非本企业的产品更加排斥；而厂商大多
各自为战，在各大赛事中跑马圈地，均以

该厂商旗下品牌产品为主，因此很难出现
大型的综合性赛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不但影响了赛事内容的多元化，也影响
了赛事的总体规模。”潘婕直言。

北京一家电竞公司高管对记者说，由
于市场中对于移动电竞认识存在争议，现
阶段真正成规模、并且具有完整职业联赛
体制的移动电竞比赛还比较少，需要整个
行业一起去开拓相关市场。同时，由于优
秀电竞内容跟不上下游直播平台的发展速
度，导致大量直播资源被不良内容占据
等。不过，随着阿里体育、乐视体育等大
规模资本的介入，这个状况有望短期内得
到一定改善。

“还有一些存在的问题值得关注，有
些项目过度依赖某一款电竞产品，这是一
把双刃剑。另外，电竞与传统体育不同，
任何一款产品都有生命周期，或长或短，
这点需要注意。”张菊元对记者说，“现在
电竞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家都在各个领域
进行尝试。隐忧也好，瓶颈也罢，往往与
机会并存。随着电竞越来越被社会认可，
许多传统大品牌开始赞助电竞赛事和俱乐
部，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现象。我们相
信，电竞产业的未来值得期待”。

左图 在一场移动电竞联赛中，选手们正在

参加竞技对抗。

上图 英雄互娱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研发全

新的电竞产品。

本报记者 温济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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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武汉市鑫童诚商贸有限公司
枣庄市汇科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闽侯县茂发食品有限公司
明溪县君丰食品厂
福清市思亿达食品有限公司
政和县武夷三和食品厂
福建天岚工贸有限公司
福州市大林食品有限公司
莆田市涵江区新腾电子加工厂
惠安县洛阳逸轩食品商行
福建省武夷山御春园茶事业有限公司
泾县泾川王酒厂
太和六粮窖酿酒有限公司
青岛双惠利商贸有限公司
德州正味食品有限公司
济南奥科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冀州市康益应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浑源县绿源恒山土特产专业合作社
古田县锦松商贸有限公司晋中分公司
长春荆氏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鹏达食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帝奢瑞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双丰饮品有限公司
清苑县源生态农作物专业合作社
晋州市四杰农场(普通合伙)
河北沽源酿酒有限公司
沈阳易达天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市苏家屯区泰鸿食品加工厂
天津金旺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包头市广誉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开原市美亚生活用纸制品厂
天津速美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和德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
安新县同口镇御膳食品加工厂
武安市活水泉香醋酿造厂
曲周县安丰米业有限公司
成安县兴凯油脂有限公司
河北龙王府酒业有限公司
安新县天一水稻种植有限公司
阿荣旗麟瑞淀粉制品有限公司
洪洞县大槐树镇北辛堡村宇祥食品加工厂
广东恒盛兄弟织造实业有限公司
新宝电机(东莞)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奇骏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山田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沃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多龙行贸易有限公司
潮安县彩塘镇澳琪五金制品厂
肇庆市玮健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封开县广远家禽育种有限公司
佛山市从德服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食滋源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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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恒味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新富食品厂
潮安县彩塘镇越灿五金厂
潮安县金石镇豪派五金制品厂
中山市迪美卫浴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康运制衣厂
中山市豪骏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艾利丹尼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国立鞋业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雷火丰贸易有限公司
雷州市渔大福水产专业合作社
汕头市潮南区峡山锦兰制衣厂
宁夏红御萃坊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德富胜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宁夏中卫市沧海土特产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茅乡玉液酒业有限公司
河北荣珍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赛德食品有限公司
大连辉翔商贸有限公司
大连吉服梯贸易有限公司
大连荣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信达运腾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市甘井子区珍味馨食品厂
大连超越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大连馥龙酒业有限公司
大连报恩酒厂
大连超益水产有限公司
安徽浩然彩印有限公司
道县轩华纸品贸易有限公司
辽宁金汇满都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白鹿春实业股份公司
黄冈市遗爱食品有限公司
江阴丸三手套有限公司
湖北虾乡食品有限公司
黄梅县古岭食用菌生产经营专业合作社
巴东金茗农业有限公司
上海羊咩咩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威海冷静贸易有限公司
南通信达利商贸有限公司
赣榆县德盛花生食品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杨馥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南区胪岗好彩文具用品厂
汕头市潮南区胪岗金利文文具厂
汕头市潮阳区贵屿樱采妮针织厂
汕头市潮泰食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肯帝食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东良食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濠江区来裕电子厂
汕头市新能包装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莲下乾坤玩具塑料厂
汕头市澄海区联骏塑料玩具制品厂
汕头市澄海区群隆玩具厂

东莞市贺喜光电有限公司
东莞市棒晶灵日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格利玛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斯玛特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兴涛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潮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标冠润滑油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德昂糖果有限公司
梅县金麦田食品厂
韶关市曲江区沃尔拇日用品有限公司
韶关市浈江区中珍植物肥有限公司
广东英红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君宝食品厂
大兴安岭万鑫山特产品有限公司
友谊县丰茂农作物种植有限责任公司
庆安县高老庄米业有限公司
绥化市北林区三河镇兆忠精米加工厂
绥化市春华秋实烘焙坊
龙江县瑞丰米业有限公司
龙江县嫩江源谷子种植专业合作社
佳木斯市向阳区创业渔行
黑龙江苗府稻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大庆市龙凤区鑫庆宏肉类冷冻厂
密山东北人米业有限公司
佳木斯铁峰米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宝泉岭农垦国富精米厂
牡丹江市东安区迎门山昌盛粘玉米专业合作社
北安市黑土地土特产经销部
海伦兴安岭乳业有限公司
宁安市绿源饮品有限公司
五大连池市石龙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梨树区圣鼎稻谷香谷物种植专业合作联社
泰来县江宇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林口县林口镇家兴食品加工厂
嫩江县长江乡君正种植专业合作社
佳木斯吉庆粮油有限公司
海林市海河米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润丰米业有限公司
大庆市帅亿生物质技术有限公司
汤原县喜丰米业有限公司
克东县健桦洗浴用品加工厂
黑龙江浚裕农副土特产品有限公司
桦南县恒长河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拜泉县大自然食品有限公司
海林市圣源绿色食品加工厂
海林市山市镇洪源山产品加工厂
林口县凤祥制油有限公司
黑龙江农垦山泉水米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农道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铁力市金海粮米业有限公司
宁安市兰岗镇金成粉条厂
虎林市润丰源米业有限公司

牡丹江石韵米业有限公司
林口县恒福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鸡东县鹏程水稻专业合作社
吉林省乐自然农业有限公司
公主岭市南崴子宝峰大米加工厂
吉林省神化经贸有限公司
梨树县蔡氏食品厂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润东实业有限公司
宁晋县怡香源食品厂
潍坊盛唐寝装有限公司
成都菱果贸易有限公司
简阳市简城闲乐鱼诱饵厂
自贡市东源井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乐山市康泉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三友顺风食品有限公司
万源市立川食品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西昌市邛月酒业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仁和区翔盛米厂
成都胜乐利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成都泰银垦商贸有限公司
江油市五味蔬菜食品有限公司
盐亭香满园蔬菜制品有限公司
平武县永通酒厂
道孚藏地班马画材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四通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沈阳禹晟博林商贸有限公司
沈阳鑫叶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文登市文登营镇刘向军农家酒店
莒县百禾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临沂煌钢商贸有限公司
临沂高新区鸿美纸制品有限公司
阳谷谷山酒业有限公司
泰安市岱岳区嘚嘚牧畜禽专业合作社
沂水辰阳食品有限公司
东营市和昶商贸有限公司
高密市富龙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杜邦酒业有限公司
漯河市润康饮料有限公司
济源市吉祥食品厂
原阳县稻谷香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永城市宇丰豆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康达制药有限公司
周口永富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太康县味美星食品厂
商丘市长城面粉有限公司
河南美沃贸易有限公司
新乡市富冉油脂有限公司
安阳天顺食品有限公司
洛阳银州金银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鹤壁市淼洋食品有限公司
太康县粒粒香食品加工厂
沈丘县非凡食品有限公司

焦作市百事饮料有限公司
信阳市春茗馨馨茶叶有限公司
醴陵市杰田电暖器厂
湖南金湘权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博邦农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东一工贸有限公司
四川玉酿酒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德源蚕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金菜地食品有限公司
黄山市叙伦堂商贸有限公司
芜湖市以勒贸易有限公司
中粮米业(巢湖)有限公司
安徽馨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蚌埠市公泰调味品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悦豆坊食品有限公司
阜阳野花香植物香料有限公司
五河县正泰米业有限公司
莆田市杰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莆田莆吉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晋江市恒胜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漳州市龙文区迪亿好食品厂
漳州亿佳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漳州市龙文区双叶肉脯加工场
福建含羞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邵武市新建粮食收购有限公司
福建省武夷山深宝裕兴茶叶有限公司
福州华鑫迪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海峡出版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永安市碧青坊食品有限公司
古田县玉珍食品有限公司
古田县基仕达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政和遂应内塘茶业有限公司
南安市洪濑顺和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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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通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 4007000690

为了更加及时、高效解答有关物品编

码和自动识别技术方面的问题，更好地

为全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及企业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已开通全国统一咨询

服务电话 4007000690。

无论您在何地，无论您用固话、手机

只需拨打 4007000690号码，您提出的问

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答。您提出的是疑

问，收获的是答案，感受的是真诚！

商品条码前缀码不表示商品的原产地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厂商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