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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全球电竞运动领袖峰会在博鳌召开

海南电竞产业掀起发展新浪潮

近年来，我省已举办过多项电
竞赛事活动，电竞底蕴相对丰厚。
去年3月，第二届世界电子竞技运动
会（WESG）全球总决赛在海口举
行；EBA挑战者杯赛总决赛暨海南
全明星赛每年也会在海南举行。多
项赛事活动的举办也产生了许多电
竞人才，如海南电子协会会长李钦
旭、海南籍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冠
军选手严君泽等。

电竞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有
活力的产业，海南也在致力于培养

更多的电竞人才，为电竞行业注入
更多新生力量。孙颖说，海南将全
力支持电竞产业，开展电竞运动，举
办电竞比赛，“我们欢迎所有年轻人
喜爱的项目和产品落户海南。”

海南生态软件园作为国际电竞
港的产业载体，在发展电竞产业方
面也是提早布局，独具优势，目前该
园区重点发展互联网、区块链、电子
竞技等产业，已有腾讯、华为、百度、
火币中国等3800余家企业落户。

特别是作为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的产业创新高地，海南生态
软件园致力于打造中高端人才聚集
地和互联网产业示范区。去年以
来，“腾讯生态村”“百度海南生态
村”“中国游戏数码港”“中国智力运
动产业基地”等100亿元级项目相
继开建；国内首个政府授牌的“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区块链试验区”也在
园区设立，“牛津海南区块链研究
院”“百度区块链实验室”“区块链制
度创新研究中心”等均落户于此。

未来我省将与腾讯电竞合作，在

海南生态软件园区内共同建设国际
一流水准，包含培训、赛事、产业孵
化、娱乐消费、电竞体验等内容的腾
讯生态村电竞产业基地，其中包括全
国首个国家级电竞运动员训练基地。

同时还将联合举办具有行业国际
影响力的论坛、赛事及活动；探索建立
电竞行业规范、认证体系等行业标
准，支持引导职业队青训及行业专
职龙头企业的培训计划落户基地；
并通过举办赛事和活动，探索推进
旅游资源和电竞活动的深度结合。

依托海南生态软件园 政企共建电竞新生态C

“海南等地的政策支持，为众
多社会资源的引进，创造了最坚
实的政策底盘，也让电竞融入到
越来越多的城市。”6 月 20 日上
午，腾讯集团首席运营官任宇昕
在主题为“竞在此刻”的 2019 全
球电竞运动领袖峰会暨腾讯电竞
年度发布会上表示，今天的中国
电竞正处在最好的发展时刻，未
来，腾讯还会继续加大在电竞产
业上的投入。

任宇昕认为，自腾讯电竞成立
以来，中国电竞一直处于高速发展
中。今年，中国电竞用户总量预计
将突破3.5亿人，产业生态规模将
达到138亿元。许多一线的电竞从
业者的加入，让整个产业更加坚
实，推动中国电竞迎来今天的“竞
在此刻”。

任宇昕表示，腾讯对电竞的持
续投入，不仅仅是看到了电竞产业
已经取得的成绩，更需要思考在这

样的发展势头下，电竞如何更好地
面对未来。

具体阐述主要体现在三点：首
先，加速政策扶持下的产业链与城
市融合。随着海南等地方政策的支
持和鼓励，腾讯电竞旗下大众化赛
事与城市的快速融入，为更多上下
游的行业伙伴及电竞产业链的发展
空间扩容，创造更多的机会。

其次，助推电竞体育化的认知
成为行业共识。在入亚等历史性事

件的推动下，电竞体育化正在逐步
深入人心。像腾竞体育的成立，就
是希望能将电竞比赛打造成像
NBA、英超一样，拥有行业规范、商
业价值、专业人才的体育产业。

最后，释放产业更多潜能，赛事
体系逐步完善。作为电竞产业的核
心，今天的电竞赛事，就像足球、篮
球赛事一样，具备很大的商业价值
和文化影响力。在不断完善和创新
赛事体系的过程中，电竞产业也将

释放出更多的潜在能量。
据介绍，根据腾讯电竞业务布

局，其将依次从“城市赋能打造文
化新名片”“业务升级助推经济体
育新浪潮”“产业共创构建电竞新
生态”发布相关进展。任宇昕表
示，除了既有的业务布局，腾讯电
竞还将发挥数字内容的平台力量，
让电竞在文化层面有更多承载。
未来，基于新文创思路，进行更多
探索。

6月20日，2019全球电竞运动领袖峰会
暨腾讯电竞年度发布会上，亚洲电子体育联
合会主席、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
员会副会长霍启刚发表了主题为“全球视角
下的亚洲电竞发展态势和未来”的演讲。

“我第一次来美丽的博鳌，是2003年出
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霍启刚现场聊起与海
南的渊源，他透露，与太太郭晶晶的第一次旅
游就是来的海南，也正因此，他对海南有相当
深的感情。

在峰会现场，听到海南省旅文厅现场发
布支持电竞产业发展的“海六条”时，霍启刚
表示很受鼓舞。他希望随着海南电竞产业的
发展，自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到海南，并参
与电竞行业的比赛和峰会。

在谈到电竞行业发展时，霍启刚表示，作
为亚洲电子体育联合会，其中一个重要的任
务是要举办更多高水平的亚洲赛事，让各国
的电竞运动员可以有更多机会代表自己的国
家出去比赛，为国争光。

“我相信今天来到这里的朋友对电竞行
业发展非常了解，但是对电竞行业未来的发
展，还有一些人是有忧虑的甚至带有偏见的，
或者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电竞的发展。”霍启
刚说，因此我们的协会不仅要举办比赛，还要
正确引导电竞行业的健康发展。

霍启刚说，首先要搭建一个合作的平台，
让传统体育圈子的人士也能接触、了解到电
子体育，达成共识，譬如将足球也作为其中一
个切入点，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足球与电
竞的发展。其次，要运用好传播，体育离不开
传媒，但是传统的传媒对电子竞技了解不深，
因此我们也要讨论电竞能否跟各国的官方媒
体多加合作，把电竞、电子体育更广泛地推到
另外一个领域。

“在我眼里，教育是互相理解的基石。”霍
启刚说，2018年，腾讯带头成立电竞的公开
课，今天又在这里举办隆重的论坛，通过他们
的平台优势，积极制造机会让大众可以更多
了解电竞，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携手把亚洲、中
国的电竞推到更上一层楼。

亚洲电子体育联合会主席、中国香港体育
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

希望有更多机会来到海南
参与电竞行业比赛和峰会

作为2019全球电竞运动领袖峰会的重
要嘉宾，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全
国青联副主席杨扬非常看好海南电竞产业的
发展前景，“海南有很好的自然环境，政策更
加灵活，发展电竞产业独具优势。”

身为中国冬奥首金获得者，杨扬坦言自
己来过海南很多次了，非常喜欢海南岛，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中国境内第
一站就在海南三亚，我是第一棒火炬手，这是
毕生难忘的经历。”

虽然人在传统竞技体育领域，但杨扬也
一直关注着新兴的电子竞技，在她看来，电子
竞技的优势在于起步时就是以相对比较好的
商业模式推动的，是从大众普及的角度去推
动的，“这方面来讲，传统跟所谓的新兴电子
竞技体育没有太大差距，大家都是在积极推
动大众参与。”

具体到海南，她认为海南有各种国家级
的优惠政策，而像电子竞技这种新兴产业在
发展初期，需要很多政策支持，海南相对其他
地区更加灵活，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快
速帮助项目发展，“我认为这是海南发展电竞
产业独有的优势。”

“无论是体育产业还是其他产业，年轻人
都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杨扬说，海南
的自然环境加上政策优势，可以支持如水上
运动、高尔夫等传统体育产业和电子竞技等
新兴产业发展，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聚集到
这个地方，海南也会因为有更多年轻人的加
入而更加生机勃勃。

杨扬还谈到了电竞的明星效应，她说，
任何一个体育项目，明星效应都是非常关键
的，电竞体育也需要明星运动员，海南可以
考虑打造明星运动员，支持运动员发展，“当
然竞技体育本身就有很强的胜负色彩，必须
要有很好的政策体系去支持明星运动员去
发展，明星运动员再带动产业发展，这是良
性的循环。”

杨扬说，电子竞技项目的普及和发展，青
年群体是关键，我国最早接触电子竞技的年轻
人现在也都成了家长，他们可能对电子竞技会
有不同的理解，也有利于推动电子竞技向更健
康、更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我相信电子竞技
运动会有更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全国青联副主席杨扬：

海南发展电竞产业
独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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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万物丰茂，
万泉河畔的博鳌小镇又迎
来了一批重量级嘉宾。

6月 20日，2019 全
球电竞运动领袖峰会暨
腾讯电竞年度发布会首
次选择在海南博鳌召开。

2014年 10月，同样
是在博鳌，同一个会场，腾
讯团队首次将腾讯全球合
作伙伴的大会由北京带到
了海南，腾讯也成为了第
一个进入海南的互联网龙
头企业，掀起了海南互联
网产业发展的热潮。

为了落实海南省政
府和腾讯签署的《深化合
作协议》，推进“超级合作
伙伴计划”，今天腾讯电
竞团队以及生态合作伙
伴再次来到海南，共商全
球电竞发展大计，共绘
海南国际电竞港的美好
蓝图。

峰会上，我省发布了
支持电竞产业发展的六
条政策，由海南省委宣
传部、腾讯电竞、海南生
态软件园等战略合作的
“海南国际电竞港”也应
运而生，将成为海南发展
电竞产业的重要引擎。

至此，由省委宣传部
指导，政府部门、企业、园
区等多方助力下，一个全
生态的电竞产业正在海南
加快布局、生长，海南电竞
产业的新浪潮即将到来。

2019年，对于中国电竞产业来
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会上发布的电竞行业报告显
示，今年中国电竞用户预计将突破
3.5亿人，产业生态规模将达到138
亿元；从2017年11月英雄联盟全球
总决赛在北京鸟巢举行，到2018年
8月电子竞技作为表演项目亮相雅
加达亚运会，再到当年11月iG战队

为LPL赛区夺下第一个英雄联盟全
球总决赛冠军——电竞体育化也已
经取得初步成效。

当天的电竞峰会，邀请到了国
际排联终身名誉主席魏纪中、亚洲
电子体育联合会主席霍启刚、中国
冬奥首金获得者杨扬等为代表的体
育行业精英参会。

在把电竞推到亚运会的过程

中，身兼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
席的魏纪中可谓功不可没，在他看
来，电子竞技现在进入了一个新时
代，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电子
竞技开始和电子游戏逐渐脱离”，
电子竞技已经成为独特的项目，像
其他传统体育一样，变得大众化和
国际化。

中央12号文件明确指出，海南

要大力发展动漫游戏、网络文化、数
字内容等新兴文化消费，为我省电
竞产业发展带来难得的战略机遇。

作为本届大会重要内容，海南将
携手腾讯，以海南生态软件园为产业
载体，探索电竞产业新生态、新标准、
新方向，着力建设和发展国际电竞
港，把电竞产业打造成为助推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新引擎。

重要嘉宾云集博鳌“海南国际电竞港”启航A

建设“海南国际电竞港”，意味
着电竞这项体育运动被正式提上海
南的产业发展议程；大胆试，大胆
闯，自主改，依托于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背景下的“海南国际电竞港”，更
是带给电竞产业极大的未来预期，
以及振奋人心的想象空间。

同时，峰会还首次推出六条电
竞产业专项支持政策——“海六
条”，将逐步完善推出“建基金、引人
才、低税率、免签证、简审批、建窗
口”等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制度创新及政策优势，为
电竞产业发展注入创新活力，旨在
用最短的时间，用最快的速度，成为
中国电竞通向世界的窗口。

值得一提的是，这六条政策的
出台，均是有的放矢。此前，省委宣
传部牵头相关部门和海南生态软件
园做了大量调研工作，并于今年5
月初在海南生态软件园召开海南电
竞产业闭门研讨会，虚心征求业内
企业代表意见，在企业的需求基础
上，有针对性地出台了电竞产业支
持政策。

“‘海六条’政策的出台为海南
发展电竞产业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的优势。”腾讯电竞业务负责人侯
淼认为，如果说在今天之前海南发
展电竞产业的优势还并不明显，那
么今天政策出台后就挺有优势
了。“‘海六条’代表了整个电竞行

业的诉求，是海南省委宣传部和相
关主管部门与企业代表进行直接
沟通和探讨的产物，对电竞行业过
去面临发展上需要的助力形成了
全方面的覆盖。”

侯淼表示，海南是腾讯电竞城
市计划2.0落地的首个省份，腾讯电
竞将结合海南的利好政策，将腾讯
电竞峰会发布会、腾讯电竞运动会
冬季总决赛、英雄联盟年度盛典和
腾讯数字文创节等项目分批次落地
海南，在帮助海南打造优质电竞数
字文创内容的同时，也为行业提供
一个新的政策示范基地。

峰会代表们普遍认为，一方面
政策先行先试的海南可帮助年轻

的电竞产业突破人才培养、商业价
值挖掘、社会主流认可等发展瓶
颈，为重构产业新生态提供土壤。
另一方面正在建设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的海南也需要电竞助力培育
旅游消费新业态，促进传统文化消
费升级。

“海南将把旅游资源和电竞运
动深度融合，推进构建线上游戏与
线下‘旅游+体育’消费模式。”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长孙颖表
示，海南非常适合举办电竞国际大
赛，海南也将组建省级电竞战队，并
已在大专院校设立电竞专业，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将会大大
促进电竞产业的蓬勃发展。

电竞遇上自贸港 产业发展潜力无限B

腾讯集团首席运营官任宇昕：

中国电竞迎来发展最好机遇 腾讯将携手伙伴共创黄金时代

2019全球电竞运动领袖峰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