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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联盟电竞与深赛格（000058.CH/人民币 11.2，未有评级）今日共同举行战略合

作发布会，发布两家公司的电竞战略。联众国际、深赛格以及联盟电竞等高

管出席了此次发布会。 

联盟电竞于 2016年 3月成立，由联众国际及网鱼网咖牵头，联合空中网、掌

趣科技、360集团、体育之窗等共同打造，计划通过聚合顶级 IP和赛事资源，

建立遍布全球的电竞网络枢纽，以内容+场景的电竞生态模式，打造全球电竞

品牌赛事。 

2016年 12月 16日公告，深赛格与天津联盟电竞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联盟电

竞”)共同出资 2,480万元成立深圳赛格联盟电竞有限公司(赛格联盟电竞)，开

展电竞馆项目。其中公司出资 1,364万元,占股比例 55%。 

 

一、深赛格领导发言 

深赛格是电子市场的领军企业，在全国开办了 30多家电子市场。通过转型升

级，公司从单一的商业平台运作到相关的产业，打造了创客、金融服务、电

竞等多种业态。双方在业务板块和发展理念上都有契合。目前全国电竞行业

发展迅猛，深圳作为全国最具活力的创新城市，整体电竞氛围浓厚。深圳体

育局成立了深圳电子竞技运动协会，每年在深圳举办的比赛不计其数。公司

与联盟电竞在深圳华强北建立了全国最大的多功能电竞馆。使用面积 2000平

米，该电竞馆将在明年开业。 

作为新兴电竞行业与传统电子市场的联合，凭借联盟电竞成熟的拓展能力及

深赛格的渠道资源，此次合作将有更大的惊喜。 

 

二、联众国际董事长致辞 

联盟电竞发展进入崭新的阶段，联众 2013年开始切入电竞产业。最初是文化

部要对网吧进行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一个机会，网吧是年轻人的去处，他

们有面对面社交的需求，我们认为新一代的网吧能成为这样的场景。 

互联网新一代去哪里玩，玩什么？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于是也促成了我们

对网鱼网咖的投资，现在网鱼网咖已经拥有近 500家店，20亿估值，目前正在

持续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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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当中，我们发现，电竞作为一种体育项目，少数人是直接参与，多数

人是观看。因此我们需要全新的场景和模式，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具有直播功

能的电竞馆，向全世界直播。 

于是我们成立了，网鱼网咖第一个的电竞馆，有 500平米的直播大厅，28个机

位，4K 高清传输信号。其后，我们成立了联盟电竞，把联众所有的电竞业务

放到其中，我们在美国收购了最优秀的电竞运营商 e-sport arena，成为第二大

股东。在欧洲，联盟电竞子公司在德国，我们用移动的方法，移动大篷车，

打开就是一个电竞馆。 

不久前，联盟电竞在欧洲举行了由暴雪授权的炉石传说，创造了多个电竞内

容的第一。 

电竞来看，最基础的是场景/场所，在这上面是各种各样的比赛，由此产生足

够多的精品内容。我们希望每年产生 2000小时的内容，从中获得 100小时以

上的精品内容，从而我们可以从体育内容中赚钱。 

今天我们和深赛格的合作，可以夯实我们的场景网络的基础。我们的合作方

式是，合作伙伴有很好的当地资源，而联盟电竞在全球拿到好的内容资源。

我们会在全国各地开展其他的合作。 

 

三、联盟电竞总经理发言 

联盟电竞是电竞行业的新兵，我们有 4大核心业务优势： 

1）全球场馆网络 

2）自有赛事 IP经营 

3）全新内容模式 

4）全球发行 

这四大业务模型中，全球的场馆网络是一切的基础。深圳是我们的下一站，

我们会设置更多国内的赛事，让玩家可以体验顶级电竞馆。也通过我们一流

的转播设备，让网友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深圳是我们的开始，我们希望在

更多地方复制这个模式。 

 

四、深圳网鱼电竞馆介绍 

深圳店位于华强北，使用面积 2000平米，目前网鱼网咖工体店为 1200平米，

是国内最大的电竞馆。有休闲区、上网区、电竞馆、VR包房，桌游等。深圳

店有 140台单机，内场有 200多个坐席。 

主打的风格是，科幻、科技、炫酷、未来。参考了美国的科幻电竞，未来的

科技和现代的都市之间的结合。我们参考了很多电竞馆、娱乐场所等，希望

打造年轻人心中很酷的电竞馆。整个电竞馆分成 2层。在容纳 200人的内场，

整体达到了五星级的电影院的观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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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体系说明 

 

公司投资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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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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