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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比重微调 腾讯继续“大象转身”

北京商报2020.8.13

入手茵宝中国 乔丹体育急撕“山寨”标签 分钟寺地块引战投落听
世茂金茂启动招聘 10万+成定局

急于收购茵宝（Umbro）中国业务的背

后，是乔丹体育战略转向，以及对品牌的焦

虑与野心。8月12日，乔丹体育官方发布消息

称，乔丹体育旗下全资子公司香港乔丹投资

有限公司已于7月31日完成对于美国品牌管

理公司IconixBrandGroup，Inc.（以下简称

“艾康尼斯”）手中茵宝中国股份的收购，这

比原计划的9月15日提前了一个半月。

受限于和AirJordan的商标纠纷，乔丹

体育这些年一直未能突破发展瓶颈，始终背

负着“山寨”品牌的标签。不过，在茵宝中国

几经波折、几次易主的背景下，留给乔丹体

育谋求翻身的机会并不多。

完成收购

根据乔丹体育官方消息，经过长达一年

多的洽谈，7月31日，旗下全资子公司香港乔

丹投资有限公司与艾康尼斯达成协议，乔丹

体育以6250万美元的交易额完成对艾康尼

斯手中茵宝中国股份的收购。

茵宝中国此前公布的协议内容显示，此

次收购，涉及茵宝大中华区品牌所有业务，

其中包括艾康尼斯拥有的所有茵宝中国股

权以及茵宝在大中华区的品牌知识产权。这

意味着之后中国区销售的绝大部分茵宝产

品，都将会由乔丹体育研发生产和销售。

收购茵宝中国，对于乔丹体育而言，不

仅丰富了品牌矩阵，而且也可以借机进入足

球市场。资料显示，茵宝由英国堪富利士兄

弟于1924年创立，是国际专注于足球领域的

运动品牌，同时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

足球服装及装备供应商。全球赞助超过100

支球队和150名球员，包括英超伯恩利、西汉

姆联，荷甲埃因霍温等球队。1987年，茵宝正

式进入中国市场投入运营。

然而，茵宝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并不顺

利。2012年，艾康尼斯从耐克手中收购了茵

宝，但因经营不善，2013-2016年间，茵宝一

度退出了内地市场。直到2016年，北京的美

和美创集团以4亿元从艾康尼斯手里买下了

茵宝在大中华区的部分商标权和运营权。

艾康尼斯首席执行官BobGalvin曾表

示，“我们选错了茵宝中国的合作伙伴，并已

经终止了授权，我们正在为茵宝寻求其他中

国市场运营商”。在这种背景下，艾康尼斯为

茵宝找到了乔丹体育。

在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体

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课题组副教授郭斌看来，

本次收购是乔丹体育业务扩充和发展战略

升级的举措，对企业发展而言也是一次风险

和机遇并存的投资。可以看出，乔丹体育想

突围和扩大市场占有率，正在下大力气对产

品和服务进行升级。而茵宝作为一个历史较

为悠久的品牌，特别是在足球领域有较高的

知名度和专业技术，或许在此细分运动项目

领域能有所新突破。

对于乔丹体育未来如何规划营销茵宝

中国的问题，北京商报记者以邮件采访了乔

丹体育，但截至记者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修补形象

收购茵宝中国，与乔丹体育急于品牌重

塑战略不无关系，同时也寄希望于在运动品

牌市场上不再掉队。

乔丹体育曾因商标打“擦边球”而饱受

争议，同时也背负了“山寨”的名声。曾经位

于国内运动品牌前列的乔丹体育，因与Air

Jordan之间的商标纠纷，不仅错失了八年的

上市机会，而且在业绩上开始掉队，落后于

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安踏体育、李宁、特

步、361度等品牌。

今年3月，经历三级法院审理，前后历时

近八年，最高人民法院对AirJordan品牌状

告乔丹体育商标侵权案作出终审判决，被

诉裁定、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

律均有错误，因此，撤销了25类“乔丹+图

形”商标。

尽管乔丹体育保住了包括常用的25类

中文“乔丹”、运动剪影图形商标，拼音

“QIAODAN”在内的核心商标，但品牌形象

已经受损。

对此，乔丹体育开始谋求转变，进行品

牌升级。除了在商标上弱化“乔丹”中文，在官

网、渠道装饰上也试图摆脱传统形象的影子。

乔丹体育品牌高级总监林佑■曾公开表示，

未来公司要走专业化、正规化的品牌经营道

路，“正正当当，不暧昧，不去打擦边球”。

纺织服装品牌管理专家、上海良栖品牌

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程伟雄表示，乔丹体育

升级主品牌正在加快推进，但挽救品牌形象，

显然不如收购一个现有的成熟品牌进度快。

实际上，因受商标纠纷影响，乔丹体育

在消费者眼中的美誉度、品牌价值已经开始

下降。随着网络资讯快速传播，消费者对各

品牌认知更清晰的情况下，在一二线市场很

难看到乔丹体育的身影，其更多是在下沉市

场寻求生存空间。

在电商平台上，对比李宁、安踏体育的

定价，虽然乔丹体育的价格略有提升，但依

然与前两者的价格有一定差距。

按照乔丹体育此前公布的计划，未来乔

丹体育将形成多品牌矩阵，其中，乔丹品牌

主打运动生活系列，百尚PASONZ主打时尚

运动系列，茵宝中国则会聚焦专业运动系

列。借助自身在中国市场的渠道优势，结合

茵宝在足球领域的专业优势及知名度，聚焦

运动时尚潮流领域，实现品牌升级。

业绩承压

尽管收购茵宝中国业务让乔丹体育看

到了未来更多的可能性，但茵宝在中国市场

业绩并不出色。财报显示，2019财年，艾康尼

斯营收1.49亿美元，同比下滑21%，其中仅四

季度公司净亏损就高达9500万美元。

业内人士认为，茵宝2013年退出中国，

破坏了原本建立起来的经销商渠道，想要

修复甚至是扩张销售渠道，需要追加高额

投资。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运动品牌企业为突

破自身品牌局限，纷纷通过收购海外品牌拓

展业务版图，但成功者屈指可数。目前仅有

安踏收购FILA案例可算成功。目前在安踏集

团内部，主打中高端市场的FILA已成为比肩

安踏主品牌的营收来源。

相比而言，在乔丹体育收购茵宝中国

前，不论是乔丹体育，还是茵宝中国，都面临

着各自的发展难题，单纯的收购，并不一定

形成合力，反而分散了乔丹体育的聚焦点。

此外，在国内足球市场上，耐克拿下了国

家队的赞助合同，而西班牙品牌卡尔美也在

中甲、中乙联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留给茵宝

可以利用的国内顶级赛事IP资源并不多。

对此，郭斌认为，收购茵宝中国只是乔

丹体育战略转向的第一步，乔丹体育后续应

对茵宝中国产品核心技术研发、匹配国内消

费者需求等方面进行统筹，这需要运营团队

的能力和资金储备情况。

程伟雄表示，疫情尚未结束，运动品牌

在线上已显得异常拥挤，而线下的渠道尚未

完全恢复。这对于急于借势茵宝中国的乔丹

体育而言，将是一次极大的挑战。如此大手

笔的收购和培养市场，也会让处于上市边缘

的乔丹体育业绩面临一定的压力。

北京商报记者 蓝朝晖

总体来说，腾讯2020年二季度的财报还

是围绕增长展开。具体到业务，2020年二季度

腾讯增值服务营收650.02亿元，同比增长

35%；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业务营收298.62亿

元，同比增长30%；网络广告营收185.52亿元，

同比增长13%；其他营收14.67亿元。

上述4个板块里，增值服务一直是腾讯

的现金牛，其中网络游戏贡献最大，在2020

年二季度营收382.88亿元，同比增长40%。网

络游戏营收的增长主要由包括《和平精英》

及《王者荣耀》在内的国内游戏及海外市场

的智能手机游戏的营收增加所推动，部分被

个人电脑客户端游戏的营收减少所抵消。社

交网络营收267.14亿元，同比增长29%，主要

由数字内容服务包括虎牙自2020年4月起并

表、直播服务的贡献、音乐服务会员数增长

以及游戏虚拟道具销售收入所推动。

在新元智库创始人刘德良看来，目前从

《和平精英》与《王者荣耀》两款游戏的收入状

况、用户数量来看，生命活力很强劲。而游戏

产品会经历市场启动获得更多认可、收入高

速生长、收入到零和收入下降四个阶段，目前

两款游戏正处于第二阶段。

2020年二季度，腾讯金融科技及企业服

务业务营收298.62亿元。根据腾讯在财报中

的解读，该项增长主要反映因日均交易量和

单笔交易金额增加带动商业支付收入的增

长，理财平台收入的增长，以及因公有云消耗

量增多带动云服务营收的增长。

对于云计算业务的具体营收，腾讯并未

在财报中披露，腾讯相关人士也并未向北京

商报记者透露。

不过，腾讯不断公布在云计算、数据中心

等新基建领域投入的消息。5月26日，腾讯云

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宣布，腾讯未

来五年将投入5000亿元用于新基建的进一步

布局。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服务器等都

将是腾讯重点投入领域。

5月13日，腾讯云资源管理总监阮梦透

露，腾讯云未来将新增多个超大型数据中心

集群，长远规划部署的服务器都将超过100万

台。7月3日，腾讯清远云计算数据中心正式开

服，整个数据中心集群规划容纳服务器超过

100万台。

网络广告业务的营收占比位列以上两个

板块之下，包括营收152.62亿元，同比增长

27%的社交及其他广告业务，以及营收32.9亿

元，同比下降32.9%的媒体广告业务。

在比达咨询分析师李锦清看来，网络广

告业务板块要重点关注社交及其他广告业

务，因为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微信商业

化能力。

腾讯在财报中表示，社交及其他广告营

收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流量上升及价格较高

的视频广告的占比上升推动移动广告联盟收

入增长，亦受惠于微信朋友圈因广告库存及

曝光量增长而带动收入的增加。

“一直以来，微信商业化比较谨慎，但是

今年积极了不少。网络广告是腾讯希望营收

占比达到四成的板块，现在看还有一大截距

离，所以我认为社交及其他广告业务的走向

是决定腾讯能否完成目标的关键。”李锦清

表示。

财报显示，2020年二季度，微信及Wechat

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12.06亿，同比增长6.5%。

在商业化方面，小程序推出直播功能、上线快

递小程序、提供“小店”标准化工具等，微信

“搜一搜”还正式接入小程序服务。一方面保

证增值服务的营收支撑力，另一方面投入

新基建、释放微信商业化能力寻找新支柱，

在转型产业互联网的路径上，腾讯还在交棒

阶段。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实习记者 杨菲

8月12日，腾讯发布2020年二季度财报，营收1148.83亿元，同比增长29%，这是腾讯自2019

年一季度以来，营收增幅最高的一个财季，主要依赖网络游戏的增值服务营收占比从上季度的

57.8%降至本季度的56.6%。包含云计算的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业务营收仍是增幅最大的板块，

且占比从上季度的24.5%提高到26%。从这一变动可以看出腾讯对数字经济、新基建等战略方

向的笃定，但新老业务占比的此消彼长不算明显，也表明了腾讯“大象转身”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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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拿地开始便自带“明星”光环，分钟

寺超级大盘已蓄势待发。8月12日，北京商

报记者从业内获悉，世茂将为分钟寺项目

招聘10位高级客户经理，因人事调整而浮出

水面的合作方，也坐实了其股东的身份。从招

聘信息上看，分钟寺项目未来10万+的售价

已成定局，且大概率为顶豪产品，入市时间也

并不会太晚。根据合生此前发布的公告，分钟

寺地块预计于2021年一季度开始建设和预

售，世茂的入局或将提前这一操作。

8月12日，北京商报记者从业内获悉，世

茂将为分钟寺项目招聘10位高级客户经理，

职位要求圈定在“10万+项目销冠、销亚”和

“高端一线奢侈品销售”。“10万+项目并不少

见，但销冠、销亚的要求说明项目定位不仅仅

是豪宅，大概率还是顶豪。”知情人士透露。

2020年5月9日，合生以总价72.2亿元拿

下了丰台区分钟寺L-24、L-26联合体；仅过

了10天，合生又以107.4亿元拿下分钟寺另

外两宗地块，两宗地块的溢价率均超过

30%，楼面价超过7万元，意图在该区域形成

连片开发。此后不久，市场有消息传出，世茂

和金茂将入局联合开发分钟寺地块。

据了解，合生三次拿地设立了三家竞

价公司，其中，摘得分钟寺L-39地块的北京

合昕辰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和摘得分钟寺

L-41地块的北京合盈锐恒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于近日均新增对外投资企业。在上述

新增对外投资企业的工商信息中，刘辉为

世茂集团副总裁、华北区域董事长，袁海滨

为世茂华北公司京冀公司总经理，贾丽萍

为世茂集团北方大区财务负责人。

一位接近世茂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虽然没有正式官宣，但世茂入局分钟寺项

目已成定局，此时启动招聘也是为了项目

能赶在年内入市，不过这只是预设的目标。

“其实金茂也已经‘入局’，其项目招聘还要

早于世茂进行。”上述人士进一步表示。

5月20日，合生曾发布公告称，计划把

分钟寺L-39地块发展成为四座合共约有

5.51万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面积的住宅大

楼，把分钟寺L-41地块发展成为七座合共

约有8.85万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面积的住

宅大楼。据透露，L-39地块的建筑工程将会

在2021年2月开始，而预售则在2021年4月

开始；L-41地块的建筑工程将会在2021年

1月开始，预售则在2021年3月开始。

“目前来看，引入世茂和金茂后，分钟寺

这一超级大盘或将提前开发。”这是8月12

日当天招聘海报流出后，行业一致的判断。

在招聘海报流出的当天，北京商报记

者也实地探访了分钟寺项目，走访发现，地

块目前仅设有围挡，暂时还没有开始动工，

目前整体区域处于待开发状态。

“市场大环境利好下，‘豪宅’产品只会

越来越多，早一步入市，也能早一步获取客

源量。”合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表示。

在郭毅看来，合生引入世茂和金茂有多

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如此大体量的项目，合

生自身资金压力会非常大，引入战略投资者

可分担资金压力，也可预防后续的潜在危

机；另一方面，三大开发商的入驻也可以快

速提升区域价值，无论是在产品打造上，还

是所传递出的概念方面，都可以帮助分钟

寺迅速成长为完善度较高的区域。“目前的

分钟寺类似于之前的东坝，需要合力让这

个区域成长起来。”郭毅称，可以预见的是，

分钟寺的成长潜力是十分可观的。

“高端奢侈品销售经验的要求，也可以

看出项目对于客群的把握和跨界寻找精准

消费群体的态度。”上述知情人士直言，由

于房地产销售的特殊属性，以往招聘多以

行业内部挖脚为主，此次世茂除了设定销

冠、销亚的要求外，将目光投向了高端奢侈

品领域，引流的态度非常明确。

这与目前的市场紧密相关。分钟寺项

目临近的北京金茂府二期已于近日获得预

售许可，该项目售价预计在12万元左右。而

在此之前，鲁能钓鱼台美高梅别墅（榴乡路

84号院），也取得了23张现房销售许可证，

其中6号楼的别墅拟售价格达到了17.12万

元/平方米。

但对于分钟寺的挑战并非没有，供应

量的井喷让本就有限的高端需求被分流，

如何抓住有限的客群是摆在3家房企面前

的课题；此外相比于孙河、西山等近年来大

热的高端项目聚集区，分钟寺虽区位优势

明显，但对于如何培养消费者对区域高端

化的认可，还需要时间；日前，央行发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7月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

款9927亿元，同比少增631亿元，为今年以

来首次月度新增贷款不及去年同期。7月

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0.7%，增速比

上月末低0.4个百分点，为年内首次下滑。出

于流动性的考虑，相关买家也会谨慎出手。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王寅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