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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联盟英雄联盟》》
资本神话

体娱
2021年11月17日 星期三

07

房屋租售
●都江堰天府丽都一栋五层楼
销售、出租，面积5200平米。 联
系人颜先生15292851335地址
都江堰天府大道金江路310号

声明·公告
公 告

莫章和（身份证号：513021**
**12184672） 因长期旷工，已
严重违纪， 成都公交集团东星
巴士有限公司将与你解除劳动
关系。 请你于2021年11月22日
前到单位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
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成都公交集团东星巴士有限公
司 2021年11月17日
●本人陈安洁遗失成都卓越越
欣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卓越珑
樾府车位-1-22购车收据（编
号：0014308, 金额：10000元），
特此声明上述收据作废。

●成都棋云
停车服务有
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0
8272591） 遗
失作废。
●四川中启
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邓伟原法
人章编号5101055143453遗失
作废。
●乔立泰 建设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758004907XX，公章
（编号5101075485005） 均遗
失作废。
●锦江周氏爱心诊所公章（编
号 ：5101045084864）、 财 务
专用章（编号：510104508486
5）、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45
084866）、 周敏法人章（编号
5101040092544）遗失作废。

●锦江区福源大药房公章（编
号 5101008831272）、 财务章
（编号5101045025721）、发票章
（编号5101045026233）、 发票
章（编号5101040056289）、周
敏法人章（编号510104502572
2）销毁证明遗失作废。
●成都周氏福源大药房周敏法
人章（编号：5101040198138）遗
失作废。
●成都昕芊悦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6Y
U57XY） 及公章（编号：5101
096039497）遗失作废。

●成都海浪人力
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120092
375遗失作废。
●成都市美昕彤健康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
2U61P0M）及公章（编号：5101
095592398）遗失作废。
●四川黄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黄慧法人章（编号510106039
2106）遗失作废。

●金牛区陈杨包子铺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10106MA6C5MC
53A)营业执照副本、四川省食品
小经营店备案证原件(编号510
106餐2017002007)均遗失作废
●钟天军遗失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工作证，证
号51110260，声明作废。

●四川怡家美墅
装饰有限责任公
司公章（编号：
5101008216241）遗失作废。
●四川宏远石油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公章（编号：51
01095538268）、 原法人章（
许开政， 编号：510100006330
7）损坏重新刻章,特此声明作废

●法派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132
5542406T）开具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发票联及抵扣联（发票代
码：3300204130， 发票号码：
17286958， 含税金额：57280
元整）遗失作废。

●成都智创依达科技中心（有
限合伙）张 法人章1枚（编号：
5101075231324）遗失作废。
●四川艺家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00001
821534，公章编号5101000040
202均遗失作废。

●成都见信方达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原法人刘道均法人章编号
5101055230431遗失作废。
●四川庆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原法人石根华法人章编号5101
085447598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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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年纪大的都在发
下雪了，年轻人都在发EDG……

▶11月7日凌晨，英雄联盟
S11总决赛，中国LPL赛区战队
EDG电子竞技俱乐部夺冠。

▶这一夜的微博热搜，几乎
被S11和EDG“承包”。

▶年轻人、电竞爱好者为
EDG欢呼，B站S11直播人气峰
值达到5亿人，这是属于年轻人
的狂欢夜。

▶尽管S11总决赛已经落
幕，但这远远不是这场赛事的终
点，关于英雄联盟IP的商业化版
图正在缓缓织出一张紧密的大
网。这个以“神话故事”为背景的
游戏,正在演绎一段史无前例的
“资本神话”。

2021年3月，相关数据显示，英雄联盟
以约1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91亿元）的
总收入，位列全球最赚钱的 50 个 IP 的第
39位。在IP衍生链和商业生态的进一步繁
荣之下，《英雄联盟》成为千亿级别的超级
IP似乎指日可待。

事实上，借着热播的《双城之战》的推
出，英雄联盟IP已经进行了影视化探索。

不过，游戏行业观察者张明认为，进
入中国十年后，《英雄联盟》的影响力下降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一直拒绝手游
的拳头游戏要推出英雄联盟手游版抢占
市场的重要原因。从数据来看，《英雄联
盟》手游版上线后很快登上了下载量第二
的位置，但要想撼动《王者荣耀》花费6年
打下的江山，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英雄联盟》在端游是当之无愧的一哥，
但是作为手游界的新秀，游戏体验上还存
在很多问题。”资深玩家小飞说。

2015 年，腾讯推出了手游《王者荣
耀》，被不少玩家认为是简易版的《英雄联
盟》。随后，《王者荣耀》称霸手游界。据
Sensor Tower最新研究报告，《王者荣耀》
自2015年发售以来，累计收入已超过 100
亿美元。

但《英雄联盟》的泛娱乐IP开发，不可

避免会受到政策的影响。多位业内人士在
采访中表示，2021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署
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多个部委
也印发通知，对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间、游
戏内容进行了管理和要求。腾讯最新发布
的Q3财报也显示，截至2021年9月，未成
年人在国内本土市场游戏时长的占比为
0.7%，较2020年9月的6.4%显著下降。《英
雄联盟》的IP开发之路并非坦途。

记者也注意到，在《英雄联盟》火爆
后，拳头游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未推出更
多的新游戏来占据市场。游戏设计师张宇
就表示，细数伟大的游戏公司，没有一家
能仅仅通过一款产品“封神”，拳头游戏曾
多次因产品单一而被诟病为另类。另一方
面，张宇认为，如今IP开发的思路一定要
破圈，在IP基础上拓展不同类型赛道，吸
纳不同口味的潜在消费者，同时在衍生娱
乐产品上也不只是讲究游戏情怀，而是面
向广泛大众，让非游戏粉丝也能对游戏IP
产生共鸣和消费意愿，这对IP开发的思路
提出了更多要求。

未来，《英雄联盟》还能继续走多远，
这个经典IP还能创造多少可能？一切有待
观察。

未 来 之 问

迟到的手游版能否赶上红利
经典IP还能创造多少可能？

记者注意到，随着 EDG 夺冠和 S11
赛事的出圈，《英雄联盟》这一IP也在加
速开发。行业观察者李新介绍，就《英雄
联盟》IP发展来说，主要分为游戏本身、
赛事和衍生品。

多位资深玩家介绍，《英雄联盟》不
管是端游还是手游，都可以免费下载。游
戏中玩家可以花钱购买皮肤或者解锁英
雄，皮肤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

“不花钱购买任何装备、皮肤也能玩《英
雄联盟》，但资深玩家会为了炫酷的游戏
体验充值。”资深玩家笨笨说，“前前后后
几年，我大概花了七八千。”

在衍生品产业链条上，《英雄联盟》
已涉及动画剧集、综艺、漫画、虚拟偶像、
唱片、英雄手办、游戏、小说、服装等数十
个领域，累计产品种类则超过200个。11
月7日10时，EDG夺冠几个小时后，《英
雄联盟》的首部动画剧集《双城之战》在
腾讯视频播出，其豆瓣评分高达 9.2 分。
此外，首档针对英雄联盟手游职业资格
赛的真人秀《所向无前》已经官宣，由知

名综艺导演严敏带领团队制作。
在音乐方面，早在2013年，拳头游戏

便以《英雄联盟》中的角色分别组建了虚
拟乐队五杀摇滚乐队、K/DA女团来创作
唱片。2018 年，K/DA 女团打造的单曲

《Pop Stars》上线首周便卖出 9000 份，位
列《公告牌》流行数字音乐销量榜TOP10
及 Apple Music 韩国流行音乐榜 TOP1，
成为了当年度最热门的歌曲之一。

在京东、淘宝等购物平台，英雄联盟
也设立了旗舰店，主要销售相关IP的手
办、服装、盲盒等。虽然相关衍生产品的
总体销售情况未曾公开，但有媒体根据
官方商城的销售数据计算，近两年推出
的品牌联名款周边，在中国区的总销售
额便至少达到 2000 万以上。记者注意
到，《英雄联盟》手办价格从一百多到一
千多不等，销量最高的是一款售价 500
多元的阿卡丽手办，被不少玩家称为

“买的就是情怀”，也有声音吐槽制作略
微粗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11 月 7 日凌晨，英雄联盟 S11 总决
赛中，中国LPL赛区战队EDG电子竞技
俱乐部以 3∶2 战胜韩国 LCK 赛区战队
DK，获得冠军。就在 EDG 夺冠几小时
后，《英雄联盟》首部动画剧集《双城之
战》在腾讯上线，点击迅速过亿。

连日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梳
理发现，背靠《英雄联盟》这款游戏，英雄
联盟的制作方拳头游戏、腾讯正在逐步
落地泛娱乐开发体系，除了游戏矩阵、赛
事赚得盆满钵满，还衍生了动画、音乐、
虚拟偶像、漫画、小说、手办等多个领域。

事实上，在“元宇宙”概念来临之际，
拳头游戏和腾讯显然加快了英雄联盟
IP 开发的速度，除了剧集，还有正在制
作的综艺节目。拳头游戏中国娱乐业务
董事总经理朱承华称，《双城之战》的推
出是未来十年英雄联盟文创业务的开
端，拳头游戏将与腾讯深度开拓文娱市
场，并围绕《双城之战》打造不同类型的
游戏奖励、音乐、周边商品、展览等一系
列线上线下活动。

之

EDG夺冠刷屏背后

11 月 7 日凌晨，来自中国 LPL 的战
队 EDG 和韩国 LCK 的战队 DK 鏖战 5
局。最终，赛前并不被看好的EDG以比
分3：2击败DK，成功问鼎S11全球总决
赛冠军。这一夜，年轻人彻底沸腾了。据
记者不完全统计，在该项赛事的各个决
赛直播平台数据中，腾讯视频和微博平
台直播在线观看人数最高时接近2亿，B
站、斗鱼、虎牙等平台的直播累计人气值
也超过5亿。当天的朋友圈、微博热搜也
被EDG、S11的相关话题持续霸屏，微博
热搜多达近20个。

央视新闻发起的#EDG夺冠#阅读
高达 33.9 亿，引发 420 多万讨论。王俊
凯、范丞丞、朱一龙、张彬彬、罗云熙等明
星也化身“迷弟”发文祝贺。线下，天南海
北男生宿舍的欢腾声，更是传遍夜空。让
不少人感叹，可能也只有当年中国足球
队进世界杯有如此声势了。

“《英雄联盟》虽然进入中国十年了，
但其影响力依然巨大，特别是在青少年
群体中享有极高的影响力。”行业观察者
李新说，今年是中国LPL赛区继IG、FPX
夺冠之后第三次夺冠。从某种意义来说，
过去电竞、游戏被不少人认为是不务正
业，而如今随着电竞赛事化发展，像《英
雄联盟》这样的游戏会越来越受到关注，
中国电竞赛事也逐渐进入主流视野。

据新华社11月5日报道，杭州亚运
会电竞小项正式公布，英雄联盟和王者
荣耀等已被 2022 年杭州亚运会列为正
式比赛项目。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电竞首
次成为亚运会正式竞赛项目，项目成绩
将计入国家奖牌榜。华泰证券研究报告
指出，本次中国电竞夺冠出圈背后，是国
内游戏行业持续的规范化发展，电竞大
众化趋势持续显现。

夺冠出圈背后
电竞大众化趋势显现

流量惊人全球1.8亿玩家
《英雄联盟》是由美国拳头游戏开

发、中国大陆地区由腾讯游戏代理运营
的对战MOBA竞技网游。2009年10月27
日在美服上线，2011 年 9 月 22 日正式登
陆中国，一推出便受到中国玩家的热情
追捧。2018年，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亚运会
英雄联盟电竞表演赛总决赛上，中国队
以 3-1 的大比分战胜韩国队，拿下了亚
运会英雄联盟首届比赛的冠军，玩家们
一片沸腾。

一个运营了10年的老IP，身上还有
多少能量呢？《英雄联盟》给出了一份让人

叹为观止的答案。从2016年的全球端游月
活跃玩家超过1亿，2019年8月的全球每
日最高同时在线超过800万，2021年英雄
联盟每月玩家总数已达到1.15亿。拳头游
戏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球每月有1.8亿人
在玩英雄联盟端游、手游以及衍生游戏。

流量惊人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
财富。根据美国市场公司SuperData的估
计，2009年拳头的收入约为129万美元，
其第二年的收入就高达 1725 万美元。
2011年，拳头收入更是飙升至8500万美
元。2020年则带来了17.5亿美元的收入。

赛事直播版权水涨船高
在《英雄联盟》的产业链中，赛事布

局是其盈利上最重要的一环，不断增多
的品牌赞助商、水涨船高的赛事版权都
证明了赛事的商业价值。目前，在全球
范围内，《英雄联盟》一共有中国的LPL、
韩国的LCK等十二个赛区，每年来自各
赛区的100多支职业队伍，超过800名职
业选手参与竞技，争夺地区排名和全球
总决赛积分，再参加一年一度的全球总
决赛。

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地区最高级别
的英雄联盟职业比赛LPL赞助商数量从
2016年的6家增加至2020年的14家。耐
克在2019年2月以4年2.4亿元的价格成
为 LPL 赛区独家服装合作伙伴。红星新
闻记者注意到，仅LPL的赞助商中，还包
括奔驰、光明、TCL、英特尔、美孚等，涵

盖汽车、饮品、数码家电等。
高昂的赛事版权是英雄联盟商业价

值的又一体现。2019年，B站以8亿元的
价 格 拿 下 了 英 雄 联 盟 全 球 总 决 赛
2020-2022年的独家直播，创电竞赛事版
权新高。今年4月，虎牙直播以20.13亿元
获得2021年～2025年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英雄联盟发展联赛(LDL) 以及
LPL全明星周末的独家直播版权。

早在 2019 年 9 月，腾讯互娱与拥有
《英雄联盟》的拳头游戏宣布成立合资公
司腾竞体育，全力运营《英雄联盟》赛事。
在成立之际，腾竞体育明确提出了3年发
展目标，即联盟总收入达到10亿元、联盟
观赛时长达到 40 亿小时等。今年 1 月 9
日，腾竞体育宣布，已基本实现了第一阶
段的目标。

手游上线月流水或超11亿
去年10月，《英雄联盟手游》在欧洲、

亚洲、北美的多个国家和地区上线，推出
一年后，全球累计收入已经超过了1.5亿
美元。

今年10月8日，《英雄联盟手游》通过
腾讯正式登陆中国，4天后，全网下载量已
达到1400万次。相关数据显示，《英雄联盟
手游》在10月就登陆中国手游收入第二，
仅次于腾讯的另一款游戏《王者荣耀》。

伽马数据发布的《2021年10月移动
游戏报告》显示，2021年10月，中国移动
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186.38 亿元，环
比增长 3.37%，同比增 0.48%。报告也提
到，新游戏《英雄联盟手游》表现引起各
方关注，2021年10月，首月流水TOP5新
游中，《英雄联盟手游》占据榜首，至今在
iOS 畅销榜上保持在 TOP10 以内，月流
水或超11亿。

IP产业链初现涉及动画综艺唱片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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