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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55         证券简称：贵人鸟        公告编号：临 2017-130 

债券代码：122346         债券简称：14贵人鸟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5 年 5 月 21 日，公司与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以下简称“大体协”）、

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以下简称“中体协”）等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书》，各

方一致同意合资成立公司，并由大体协、中体协授予该等合资公司所有校园体育

赛事的商业推广权、赛事转播权、广告开发权、商业开发权、相关知识产权、校

园赛事的运动员及教练员注册系统、技术统计系统等信息数据库、赛事的节目制

作权、互联网信息传播权、网络版权、利用自有/管理的网站进行网站广告推广

等一系列独家权利，共同推动我国校园体育的发展，授权期限为 20 年。 

为推动项目实施，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及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拟与《中国学校体育》杂志有限责任公司(大体协及中体协旗下控股子公司)等分

别成立三家合资公司的有关议案，其中，共同成立康湃思（北京）体育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康湃思体育”），专业从事校园赛事运营业务；共同成立康湃

思（北京）体育咨询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校园体育经纪业务；共同设立康湃思（北

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湃思网络”），以校园体育内容专业视频

制作、赛事互联网视频业务为基础核心，打造为校园体育互联网平台。（以上三

家公司统称“康湃思”） 

上述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15年 5月 22日披露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32）；于 2015 年 11月 22

日披露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泉州市泉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投资暨

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71）、《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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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72）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73）；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披露

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6-97）。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一）标的系列重要合作情况 

为持续推进本公司在校园体育的布局，公司合资子公司康湃思成立以来，鉴

于其拥有所有校园赛事的独家权利，通过将部分赛事项目的权利合作授权于第三

方的形式，充分利用第三方合作企业的成熟赛事运营经验，协力运营校园体育赛

事，其中，持续推广已由康湃思运营培育的校园跑步、篮球、足球等核心赛事，

并以传统武术太极为基础，积极响应衍生全新武术赛事“功守道”，推动我国校

园体育长期良性发展，促进校园赛事的市场化运营。 

截至本公告日，康湃思签署的尚在有效期内的相关赛事运营合作情况如下： 

序

号 
授权方 被授权方 

涉及赛事/项

目 
首期合作期限 

其它签

署方 

1 康湃思体育 
阿里体育（上海）

有限公司 

中国大学生校

园马拉松联赛 

2017 年 9 月 27 日至

2022年 8月 31日 
大体协 

2 康湃思体育 
阿里体育（上海）

有限公司 

中国校园足球

联赛 

2017 年 12 月 7 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大体协

中体协 

3 康湃思体育 
阿里体育（上海）

有限公司 

中国大学生功

守道联赛（武

术） 

2017年 11月 10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大体协 

4 康湃思体育 
阿里体育（上海）

有限公司 

中国大学生英

式橄榄球联赛 

2017年 11月 10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大体协 

5 康湃思体育 
国泰慧众（北京）

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大学生 3

×3篮球联赛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 
大体协 

6 康湃思体育 
北京华羽时代体育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大学生排

球联赛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年 8月 31日 
大体协 

7 康湃思体育 
重庆宝华体育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大学生 7

人制足球联赛 

2017 年 2 月 1 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 
大体协 

 

（二）合作主体基本情况 

1、阿里体育（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9月 8日，公司住所位于上海

市杨浦区军工路 1436 号 64幢一层 J181室，注册资本为 20,000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张大钟，控股股东为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计算机硬件、

网络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体育产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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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电子竞技的组织、策划，体育场馆开发与运营，知识产权服务，多媒

体制作，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演出经纪，文化经纪，体

育经纪，计算机软件的设计、开发和制作、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

咨询，会展服务，平面设计，电脑图文设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旅

游咨询，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与销售，办公设备、文教用品、服装、工艺礼品的销

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设备租赁，企业营销策划，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策划，数据处理，会务服务，体育赛事活动策划，票务代理，旅行社业务，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信业务。 

2、国泰慧众（北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 8月 6日，公司住所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13号 11幢 178房间，注册资本 111.111万元，法定代

表人为王元昊，经验范围：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性运动除外）；计算机技

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广告；公共关系服务；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销售体育

用品、文化用品；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 

3、北京华羽时代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公司住

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白家楼甲 1号 C-1-3，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法

定代表人为魏华熠，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体育运动项

目经营(高危险性体神目除外)；产晶设计；租赁体育用品；足球技术培训(不得

面向全国招生)；篮球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排球技席麟列 II(不得面

向全国招生)；羽毛球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乒乓球技术培训(不得面向

全国招生)；舞蹈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物业管理；企业管理

咨询；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房地产信息咨询；从事体育经纪业务；票务代

理(不含航空机票销使汁口里)；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舌；体育场馆管理；

销售体育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服装、鞋帽、日用品、电子产品、家

用电器、文具用品、机械设备、玩具、通讯设备、文具用晶、珠宝首饰、冢具(不

从事实体店铺经营)、建筑材料(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汽车配件、针纺织晶、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校晶、箱包、五全交电(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

金属材料、机械设备、空调制冷设备；互联网信息服务；销售食品；从事互联网

文化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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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庆宝华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5 月 30 日，公司住所位

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杨梨路 55-9-2 号，注册资本 1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朱飞，

经验范围：体育文化传播与推广；体育赛事策划；承办经批准的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体育场馆管理；体育用品租赁；体育设施的技术开发、安装与维护；健身房

管理；健身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设计、

制作、发布及代理国内外广告；销售：文化体育用品、健身器材、办公用品。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 

康湃思系本公司在校园体育产业布局的重要平台，康湃思自独家运营校园赛

事以来，已在全国多个高校成功举办包含足球、跑步、篮球等多个运动项目赛事。

自独家开展赛事线上传播业务以来，已创建校园赛事线上直播媒体平台“菁体育”，

上线初期已备受在校人群的广泛关注。上述赛事项目能够成功招商引入阿里体育

等合作伙伴，逐步实现了校园体育赛事的资源性价值，契合公司通过校园赛事活

动以及互联网平台覆盖学生群体，结合互联网平台以及赛事活动，以资源、内容、

媒体为核心，以目标人群为重点的体育产业的布局战略。同时，为公司体育产业

投资的未来变现提供了保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风险揭示 

康湃思系本公司重要合资子公司，是本公司在校园体育产业布局的重要平台，

公司特将该对外投资相关进展情况进行披露，上述合作事项不会对公司业绩造成

重大影响。 

上述康湃思与第三方的重要合作中，合作的项目进度与实施效果存在不确定

性，依然存在运营效果不达预期风险，可能导致公司对外投资的效果低于预期，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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