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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淘宝调研纪要：打造
“互联网+体育”新生态，
致力成为世界 top20 足球
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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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2015 年 11 月 12 日，恒大淘宝组织了定向增发投资者见面会。恒大淘
宝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登陆新三板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834338，交易方式
为协议交易，国泰君安为主办券商。恒大集团和阿里巴巴分别持有恒大淘宝
60%和 40%的股份。

发言人：恒大集团副总裁刘永灼
恒大淘宝简介：
恒大淘宝俱乐部由广州恒大集团在 2010 年 3 月成立，是目前亚洲最为成功、
最具影响力的职业足球俱乐部，累计已向政府上缴税费 12.59 亿。成立之初，
俱乐部制定并实施“夺取亚冠，称雄亚洲”的首个五年计划，在理念、管理、
文化上实施与世界顶级俱乐部契合的职业化模式。
2011 年至 2015 年，连续五年夺得中超联赛冠军；2013 年夺得亚冠联赛冠军，
被评为“最佳亚洲俱乐部”，提前实现目标。
五年来，俱乐部已囊括亚冠、中超、足协杯、超级杯各赛事公 9 个冠军，创
造中国足球历史。目前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最高第三十，成为中国足球
和亚洲足球的代表。
2015 年，俱乐部制定并实施“国际接轨，世界一流”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将
在发展战略、运营理念、经营管理、教练团队、外援水准、青训体系、后勤
保障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升级，与世界顶级俱乐部全面接轨，跻身世界一流俱
乐部前 20 名。

收入成本和结构（以 2013 年为例）
收入结构：广告收入：66%，门票收入：22%；比赛出场费及奖金 2%；商品
销售：3%。
成本结构：一线队费用：74%；球员技术资产摊销：17%；比赛成本：7%；
其他：2%。

图表 1. 恒大淘宝 2013 年收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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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恒大淘宝 2013 年成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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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淘宝竞争优势
1.管理理念及模式的优势：实施董事长领导下的主教练负责制
2.队伍建设的优势：建立一套科学的选帅、引援体系
3.从严管理的优势：制定严格队规
4.奖罚分明的优势：实施约束与激励机制相结合的管理办法
5.文化建设的优势：传承恒大企业文化建设

发展规划
1.五年内跻身世界俱乐部前二十名，实现“国际接轨，世界一流”的第二个五年
计划
2.与皇马深度合作，全面增加经营收入，力争 2016 年开始实现盈利
3.恒大足校输送学员，完善青训体系，培养中国足球人才，六年内实现“全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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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淘宝的盈利预期
2013 开始，恒大淘宝的成本逐渐下降，2013 总体投入 9 亿，2014 年 8 亿，2015 年
预计还会下降。2013 年夺得中超冠军和亚冠冠军，当年投入奖金总额 2.3 亿，今
年拿到中超的连冠，进入亚冠决赛，有望第二次夺得亚冠冠军，但今年奖金投入
不到 2013 年的 65%，所以球队成熟带来奖金成本的下降。随着成本下降，2016 年
预计整体收入节节攀升，并有希望实现盈利。传统中超俱乐部的收入来自 3 个方
面，即转播收入、门票收入、衍生品收入。而恒大淘宝的收入来自 5 个方面：版
权收入、广告、门票、衍生产品、球员转会溢价收入。
1.版权收入：5 年前中超版权是 2,000 万，未来 5 年是 80 亿版权价格，2016 年是 10
亿，按照中超公司的计划，应该会采取跟英超联赛类似的分配方式，即 50%所有
俱乐部均分，50%按照联赛排名以及转播场次的多少来分配。按这种方式测算，
2016 年恒大淘宝至少获得 6,000 万的版权收入。
2.广告收入。主要包含球衣上的胸前背后及袖标的广告收入和训练及比赛现场的
led 广告收入。
1）球衣上的胸前背后及袖标的广告。胸前广告：过去两年恒大与东方日产全面
合作，1 年 1 亿，2 年 2 亿价格出售胸前广告，2016 年随着版权收入超 30 倍的增长，
预计胸前广告价值会重估，认为会实现 3-5 倍增长。球衣背后广告以前是一年 3,000
万，随着胸前广告价值的攀升也会增长。
2）训练及比赛现场的 led 广告。一场比赛 90 分钟，每轮比赛央视都会直播，球场
led 广告与央视投放 5-15 秒的广告相比，前者无疑性价比更高，所以预期 2016 年
更多品牌广告商进入足球领域投放 led 广告。
总体来说，预计 2016 年广告收入的新增部分超过 3 亿。
3.门票收入：以亚冠门票收入为例，2013 年亚冠决赛门票收入单场实现 6,000 万，
今年 11 月 21 号亚冠决赛主场，赛场共 5 万座位，每个座位的平均价格是 3,000 元，
由此预计单场总票房至少 1.5 亿。两年实现亚冠决赛门票从 6,000 万提升到 1.5 亿，
实现 2.5 倍的增长。
4. 衍生产品收入，是 2016 年俱乐部的重中之重。恒大淘宝在衍生产品开发方面处
于中超的领先地位，2015 年 9 月 21 日，恒大俱乐部主席许家印与皇家马德里俱乐
部主席弗洛伦蒂诺签订第二份深度合作协议，带来商业上的全面合作，本月计划
成立联合工作小组，下月在中国的合资工资将会落地。此次商业计划依托的是恒
大遍布全国的线下实体经济优势，恒大目前在 167 个城市 403 个楼盘，每个楼盘
都有商铺，位臵都在市中心，区位优势明显。另外，依托股东阿里的线上优势，
具有天然互联网基因，加上恒大与皇马在足球上的影响力，希望打造新的商业模
式，通过营建酒吧、咖啡馆等业态将中国所有城市中的恒大球迷和皇马球迷聚集
起来，并将球迷迁徙到线上，用“互联网+体育”的方式进行开发。
前阵与阿里做了众筹项目的计划，为亚冠比赛的胜利发奖金，众筹了 500 万奖金，
得到 1,000 万球迷的认可，即每个球迷只要 5 毛钱就能众筹 500 万奖金，用互联网
方式实现在所有粉丝中开发，相应带来球队运营成本降低，以及球队俱乐部营收
攀升。
目前恒大淘宝打造“1+1”的概念，即“互联网+体育”。中国目前进入互联网新
经济时代，恒大淘宝天然互联网基因，借助阿里线上优势，打造“互联网+体育”
的新商业模式，催生新业态，把所有粉丝在平台上进行高频互动，产生很大的商
业价值。
5.球员转会收入。主要包括两部分：一线球员的转会高溢价和恒大足校小球员的
转会收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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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球员的转会高溢价：2010 年以 350 万美金买入穆里奇，2014 年以 800 万美金
转出，为俱乐部带来很高的营收。当前中国优秀球员集中在恒大淘宝，如果在转
会市场上，随便拿出恒大淘宝一线的球员出来，每人至少 1 亿以上价格。
恒大足校小球员的转会收益权：恒大淘宝在足校成立时，面向 4,600 所小学进行
优选，最后选出 2,800 名学员，年龄在 9-13 岁。3 年后，这帮小球员成为该年龄段
佼佼者，18 岁以后也会成为同龄中全国最优秀的成员。2,800 名中每年 100 名毕业，
恒大淘宝会留下 25 名，其他的会推向市场，由此带来的转会收益会带来极大回
报。
不过恒大足校的整体资产没有纳入此次上市主体，但是恒大淘宝拥有 2,800 名学
员的未来转会收益权。恒大淘宝俱乐部力争 2016 年实现盈利。

Q&A
Q：国内足球市场上，球员转会价格虚高，而整体青训体系比较落后，球员体系
发展不完善，是否带来身价虚高的泡沫？
A：职业化的本质是市场，价格由市场决定。球员市场目前供不应求，因为优秀
球员就这些，恒大几年前已经把优秀的运动员的纳入麾下。好球员都在恒大这边，
其他球队想要获得好球员只能用更高的价格去买市场上的高身价球员。这是恒大
的优势，多年取得了很多冠军，对球员的吸引力不仅仅靠薪资，现在恒大球员的
薪资并不是业内最高。恒大不断经营冠军，不断让球队具有冠军的底蕴和冠军的
气质，用更少的奖金带来相同的冠军。一个球队对胜利的渴望，通过冠军带来冠
军的惯性，形成一种胜利的习惯，这比金钱的刺激更重要。
关于泡沫，中国各行业都会在某些时期有泡沫身影，不仅仅在足球领域，但既然
出现就是正常的，就要去面对它。中国足球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最高的体育产
业正进入加速发展期，这就是机遇，恒大淘宝作为中国体育产业中的领头羊，恒
大用“互联网+体育”的发展模式，我们相信我们的实践、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运
作，会带来巨大回报。
Q：能否分析一下现有版权收入下游渠道的来源，还有在哪些领域可以带来版权
收入的提升？
A：中超版权收入拍出 80 亿，对过去来讲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其实五年前，
2011 年，恒大刚进中超时，当时中超转播权 2,000 万，但是高层说必须由央视拿
到版权。这种行为压抑了整个中国足球的发展，这次竞标央视投了 40 亿，但是由
市场决定的 80 亿具有划时代意义。当最高领导引领足球发展，把足球作为国家战
略和近期改革的突破口，预计更多利好政策都会在接下来纷至沓来。
在版权收入方面，中超还可以做得更好。恒大在亚冠客场比赛时，在亚太区，很
多华人球迷，非常关注家乡情况；恒大在亚冠夺冠和一贯的优异表现让这些球迷
找到了精神寄托。前几天的亚冠决赛，很多球迷非常激动地为恒大加油，这就是
足球带给所有球迷的震撼。相应地我们可以有海外版权收入，其实英超在海外的
版权收入占到它版权收入的非常大的一部分，所以海外版权也有待管理者开发。
从恒大角度，我们希望版权收入不仅仅是整个联赛，各个俱乐部也可以获得自己
的版权收入。相信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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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以现在中国足球的现状要再上一个水平，在球队结构方面仍需要依赖国外球员
还是更多依赖国内球员？
A:恒大上市后，一方面增加营收，降低成本，又要同时保证球队竞争优势。恒大
首发阵容 26.3 岁，在中超排在第六。球员的黄金时期在 28 岁左右，26、7 岁的首
发阵容未来两年在中国赛场上将有强大的竞争力，两年以后恒大足校的学员将年
满 18 岁，其中最优秀的一批将到一线队全面接班，我们可以用自己培养的青训成
员接上班，这样的成本远低于外面转会过来的成本。恒大淘宝在过去五六年就关
注到以前从市场上买到的球员到了职业生涯末期如何更新换代的问题。有远见的
俱乐部只会持续提高冠军竞争力，而没有远见的俱乐部只会通过买人而不在青训
的造血方面持续投入，那么它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
Q:未来往世界足球俱乐部走的发展方向？
A:我们过去一五计划中在世界俱乐部排名最高是 30 位，现在提出排 20，说明我们
对现状还不是很满意，各方面的管理还需改进。今天在新三板登陆就是一大措施，
希望用资本的力量带动俱乐部全面发展，除了继续保持球队在亚洲、在中国的冠
军竞争力外，我们也会全面提高营收，例如与皇马的深度合作将极大提高俱乐部
的营收能力。我们会在“互联网+体育”这条路上，探索中国特色的新的商业模
式，这一模式将会给其他俱乐部带来新的启发。此外，我们还有具体举措，此次
赛季结束后，我们取消所有队伍的休假，安排在皇马跟队一个月，以及在葡萄牙
跟队，这是为了帮助俱乐部在各方面与世界一流俱乐部进行学习。
Q：曼联 10 年在纽约上市，价格波动幅度不大。上世纪，欧洲德国俱乐部掀起上
市热潮，现在退市很多，现在只有曼联和德甲的多特蒙德等。请问恒大淘宝登录
中国资本市场的考虑？
A：曼联上市后走势不好，但现在是全球经营最好的足球俱乐部，目前市值 200
亿左右。曼联上市后没有给投资者很大回报，特别是近几年没有太大增长，其实
这是普遍现象，欧洲多数传统行业（欧洲足球也是）顶尖公司在一段时间也没有
很大起色。曼联 18 倍的市盈率还是很低的，已经过了高速增长期。但是现在投资
中国俱乐部正当其时，原因：足球产业正处于爆发式增长时期。恒大上市挂牌就
是发令枪，预示中国足球产业高速增长时代的到来。所以目前跟曼联上市不是在
同一个时期，当时欧洲经济基本走到底。
估值问题，恒大既是一家足球俱乐部，同时也具备互联网属性。第一步恒大一方
面经营球队创造成绩，使观众变成球迷；第二步运营球迷，将球迷导入互联网平
台，使之变成活跃用户，获得其他衍生收入，除了传统商品销售，更多的是欧洲
豪门没有的收入，更有想象力。现在中超版权收入是英超的五分之一，未来会逐
渐赶上。另一方面 16 年广告收入 5 亿左右，曼联版权收入一年 12 亿，但是恒大
版权收入现在 1 亿不到，但这不仅是俱乐部层面，也是政策带来的瓜熟蒂落。另
外球迷周边商品是差距最大的，目前正在努力。按照曼联传统的收入规模，这一
块是容易达到的。中国现在是互联网产业最发达的国家，这一方面领先于欧洲，
这是国内体育产业的机遇，也为我们提供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
关于恒大淘宝的估值方法有两种：1）跨市场的同类型公司，2）同市场下的不同
公司。
跨市场方面，曼联等，切尔西，阿森纳，选了大概 10-12 家欧洲代表性公司，计
算球迷的价值量，以 twitter 上的粉丝数衡量，百万球迷的价值量是 31.88 亿。对应
恒大微博数量 810 万。两者相乘后，大概 260 亿，6 折后大概是 160 亿市值。
同市场不同公司比较：对比传媒、互联网等行业，采用市销率，A 股传媒互联网
市销率目前平均 30 倍，市销率中值大概 25-27 倍之间，16 年可盈利近 10 亿，30
倍就是 300 亿估值。恒大 2014-2016 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 70%，这样算下来大
概 240 多亿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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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觉得俱乐部对整个联赛机制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吗？您希望将来联赛机制是
怎样的一种发展方法？将来商业开发上，特别是球迷变现方面会采取哪些具体措
施？
A: 职业足球开发问题方面，我们采取的是互联网方式，也就是“体育 O2O”模式。
互联网讲究的是入口和流量。恒大球迷就是庞大入口，未来会成为流量，如果未
来能将球迷变成用户，将带来巨大价值。我们通过线下聚集，将线下球迷迁徙到
线上，方式有很多种，在网上与用户互动有很多方式。而对于足球这种有分享需
求的运动，线上互动很有意义，蕴含着巨大商机。这与在淘宝上购物不同，人们
不会边购物边分享购物的感觉。但是看球时，人们想跟朋友分享自己对球员、比
赛的看法。球迷可为球员打赏，这就跟微信红包的逻辑相同，当球赛结束后，可
以根据本场比赛球员的表现来进行打赏，将球场上球员的表现与球员的互动相结
合，这样的类似开发不胜枚举。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Q:想了解一下未来广告收入增长情况，特别是来自非关联方的广告赞助的情况。
A:广告收入增长方向方面，从过去俱乐部的运作来讲，既可以谈到东风日产这样
大额单一的赞助，同样地，作为球队大股东恒大自身也有多元化发展需要，这样
多元化的发展需要也要找到合适的广告媒体来进行投放。天然地，由于恒大对这
支球队非常熟悉，也非常认可这个球队的商业价值，恒大和淘宝也在投放广告。
这些都不是关联交易，而是按照公允价值来进行的，通过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的
审查，我们认为这是公开的、合法的。在前面，也对广告收入进行了预测，2016
年，预计新增部分至少 3 亿。
Q:俱乐部如果要可持续发展，一线球队的成本和收入比怎样合适？
A:球队前期发展过程中，其收支比不平衡，收入会小于支出。2010 年时，恒大的
球员并不是中超的最高水准，所以球员必须全部换掉。但是中超有相应规则，有
5 年的限制。不能一年时间内买 25 个球员进来，每年只能买 5 个球员，只能用 5
年时间慢慢地去调整球队，使得球队的每一个位臵都是中超最强水准。也就是说
在过去 6 年我们把精力放在组建球队上，所以有亏损。但是 6 年后的今天，冠军
球队已经很成熟，靠着惯性可以赢得一个又一个冠军，也很难再买到其他新球员
来顶替现有球员，市场上很少可以替代的。所以我们将精力放在场外，开发恒大
在过去 6 年中积累的粉丝，这也是我们此次“二五计划”，此次登录新三板，把
我们的未来计划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看到未来中国球队的持续改革。
Q：欧洲球队球员工资支出占球队的 50%以下，恒大淘宝则占 60%以上，其他国
内俱乐部也有类似情况。未来会不会推出“工资帽”的限制？
A：目前暂时没有“工资帽”方面的计划，其实现在就算有“工资帽”的出现，
恒大也不会是最受影响的。其实恒大目前薪资水准并不是最高的，而是中上水准。
因为足球 11 人组一个团队，那么这 11 人的科学管理微妙，太高工资水平会导致
队内不平衡，也会影响球队的合作氛围。
Q：俱乐部和球员之间商业开发合作是怎样的？比如球员在外面的商业代言是完
全自主进行的还是怎样的？
A：进入球队之前的代言合同与俱乐部没关系；而在进入俱乐部后，自己拿到的
代言要与俱乐部分成，球员 7，俱乐部 3。而如果是俱乐部帮忙找的代言合同，
则是 55 分账。而俱乐部的赞助商要求的球员配合活动，则球队需要集体配合，赞
助商不能指定某个或某些球员来参加活动，这些球员上的配臵由俱乐部来决定。
Q：恒大皇马足球学校培养的小学员什么时候可以进入正式职业联赛？
A：两年后，即 2017 年。目前最大的学员是 16 岁，而中超规定 18 岁才可以参加
中超比赛，所以还有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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