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三板证券研究报告 

报告日期：2017 年 9 月 14 日 

 

基本数据 

2017 年 9 月 14 日  

收盘价(元) 14.42  

总股本(万股) 9717  

流通股本(万股) 4977  

总市值(亿元) 14.01  

每股净资产(元) 1.73  

PB(倍) 8.34  

              

 

 

 

 

 

财务指标 

 2014A 2015A 2016A 2017E 2018E 

营业收入 

(万元) 
875.48 4962.73 14940.97 20917.36 25100.83 

归属于挂牌

公司净利润 

 (万元) 

225.03 2493.64 5775.32 6195.63 7468.09 

毛利率

（%） 
59.48 79.70 62.49 57.78 57.78 

净利率

（%） 
25.70 50.25 38.65 29.62 29.75 

ROE（%） 20.46 36.51 37.66 28.17 25.53 

EPS(元) 0.23 2.03 0.59 0.64 0.77 

北京博克森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全媒体搏击赛事版

权运营商。公司主营业务为全媒体体育赛事版权发行、传播平台管

理运营以及媒体服务。公司利用“产品（内容）+渠道（媒体）”两

大平台共同运行优势，为广大拳迷及爱好者提供体育赛事全视角

并深度、垂直的观赏需求服务，从而获得媒体广告、影视服务及赛

事付费点播分成收入。 

政策利好、资本推动和消费升级三大因素的推动下，国内

拳击与搏击行业市场蓬勃发展。体育 46 号文发布后，国家体育

总局放宽了对体育赛事的审批，我国体育产业进入迅速发展时

期。随着国内的消费升级，据统计国内拳迷已超过 8000 万人，

在成都等城市成立了多个搏击俱乐部，越来越多的都市白领选

择用搏击的方式，体会力量竞技带来的快感。 

魔创体育并表，盈利能力显著提升。2016 年 12 月，公司

收购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霍尔果斯魔创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51%的股权，获得了魔创体育众多优质原创赛事 IP。上述收

购旨在降低关联交易、实现公司核心资产资源完整性。公司内

容规模化建设与爆发获得了资产与资源协同根本，产业核心布

局基本完成。 

盈利预测与估值 

根据对行业状况及公司情况的分析，对公司进行盈利预测，预

测公司 2017、2018 年净利润分别 6195.63 万元和 7468.09 万元，

每股收益分别为 0.64 元和 0.77 元。  

风险提示 

人才流失风险，政策与监管风险。

李菲菲 

lifeifei@wtneeq.com 

010-857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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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分析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管理团队方面: 

1、 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立新，及刘立新控制企业北京聚力弘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分别质押公司股份 200 万股和 300 万股，用于海南博克森置业有限公司融资

担保。 

财务方面： 

通过公开信息，未发现公司在财务方面存在明显风险。 

公司业务及行业方面：  

1、人才流失风险 

体育产业的高度复合性，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变革和丰富，产业商业模型

的不成熟，以及产业链条的亟待健全的现状，具备跨行业的复合性创新性专业

团队、运营团队、管理团队均呈现人才稀缺的局面。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

如果企业文化、考核和激励机制不能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将使公司难以吸引

和稳定核心人员，面临专业人才缺乏和流失的风险。 

2、政策与监管风险 

体育产业属于大文化产业范畴，属于国家重点监管行业。但由于我国体育

产业化发展处于发展初期，完善的监管机制并未形成，主管部门尚未实行明确

的行业准入制度，相关行业产品与服务标准也不够健全。未来行业的相关政策

和监管措施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对行业内一些企业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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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注于搏击类赛事和节目的版权发行运营 

北京博克森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1 月，2015 年 12 月挂

牌新三板。公司主营业务为全媒体体育赛事版权发行、传播平台管理运营以及

媒体服务。 

公司已经获得了支撑主营业务持续经营所必需的两大产业资源要素：一是

权利清晰、数量庞大的搏击类体育赛事版权节目内容资源，二是独家运营的《世

界搏击》多媒体多屏播出平台媒体资源。公司利用“产品（内容）+渠道（媒体）”

两大平台共同运行优势，为广大拳迷及爱好者提供体育赛事全视角并深度、垂

直的观赏需求服务，从而获得媒体广告、影视服务及赛事付费点播分成收入。 

公司作为中国互联网电视搏击世界唯一内容集成商，通过自有原创节目、

国际赛事节目集成、央视搏击类 OTT 版权节目内容共享，于 2016 年 6 月 25 日

起实现中国互联网电视搏击世界 24 小时上线轮播，用户每天平均收看时长达

到 2 小时，月用户数达到千万。点播专区，公司原创赛事节目拳王统一战、中

外拳王对抗赛等节目累积用户数达到千万。同时，在传统电视播出领域，仅我

就是拳王赛事，在央视体育频道播出，其收视份额排名第四；在北京电视台体

育频道一周播出 2 次，其收视率创下双双排名前十的好成绩。 

公司销售可以分为 B2B 中的分成模式和买断模式，以及 B2C 模式三种模

式，形成了大客户分销、定向客户授权和会员消费三类销售收入。公司将通过

《世界搏击》多媒体多屏播出平台，面向中国 2.5 亿武术爱好者，3000 万铁杆

搏击迷，进行“广告+付费点播”商业模式的开展。 

图表 1 公司各部分业务营收占比 

 

资料来源：公开转让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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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员工概况 

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为刘小红女士和刘立新先生，二人为夫妻。 

刘小红女士，直接持股比例为 33.17%，1966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89 年 9 月至 1995 年 7 月，曾担任广大中山市华

侨中学教师；1995 年 9 月至 1998 年 8 月，曾担任中国音乐生活报广告部主任、

公关部主任；1998 年 8 月至今，担任北京金日达广告有限公司法人、执行董事；

2006 年 6 月至今，担任北京博克森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法人、执行董事；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曾担任北京博克森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2014 年 1 月至今，担任博克森传媒董事长、总经理。 

刘立新先生，持股比例为 31.87%，1965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硕士学历。1990 年 7 月至 1992 年 7 月，曾担任武汉体育学院田径

教研室教学和训练工作教师；1992 年 7 月至 1995 年 3 月，曾担任深圳福田区

华府小学体育教师；1995 年 3 月至 2002 年 5 月曾担任深圳体育局竞技体育出

竞训科长；2002 年 9 月至今，担任北京金日达广告有限公司经理；2006 年 6 月

至今，担任北京博克森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理；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7

月，曾担任北京博克森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4 年 1 月至今，担任北京博

克森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图表 2 公司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公开转让说明书 

随着公司业务增长，公司员工团队稳步扩大，截至 2017 年上半年，共有员

工 53 人。绝大多数员工具有专科以上学历，整体素质较高。 

公司管理层及核心团队具有丰富的赛事及媒体经验。制作团队为国内搏击

类赛事顶级电视公用信号团队、参与过多届奥运会国际信号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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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公司员工人数变化 

 

资料来源：2015、2016 公司年报和 2017 中报 

 

图表 4 公司员工学历结构 

 

 

资料来源：2016 年报  

 国内体育产业蓬勃发展，拳击与搏击市场空间大 

 我国体育产业起步较晚，但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体育产业化起步较晚，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存在较大

差距。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推进体育服务事业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我国体育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产业领域不断拓展，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产业的效益显著提高，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产业门类。 

体育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产业，国家明确提出拉动体育消费的发展目

标与任务指标， 并出台了专门的产业规划、 配套计划、 优惠政策， 与市场

的接轨也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 从产业战略高度到行业实际操作落地， 从产

业链条配套规划到行业资源标准治理规范， 从竞技体育一枝独秀到竞技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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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播平台运营相关行业已经迎来了可持续、 健康科学、 跨越式发展的崭新

历史机遇。 

图表 5 我国 2006~2015 体育产业增加值及增速 

  

资料来源：chartist 

中国体育产业中，体育服务行业占比较低，2013 年，其占比只有 19.46%，

远远低于美国运动观赏和运动健身服务的占比 57%。中国的体育产业多为体育

用品、服装鞋帽的制造和销售。中国注重发展的是硬实力，而非服务行业这种

软实力。 

目前，国家大力推进体育服务事业的发展，逐步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

赛事活动审批，推动国内体育服务行业向市场化、专业化发展。政社分开、政

企分开、管办分离，体育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将在国内体育服务行业逐步

实现，届时，体育服务行业的商业化程度将大大提高。 

前瞻研究院预测，到 2020 年，中国体育服务业产值达到 4935.13 亿元，到

2025 年，体育服务业产值达到 2 万亿元。 

 国内拳击与搏击行业市场蓬勃发展 

在政策利好、资本推动和消费升级三大因素的推动下，国内拳击与搏击

行业市场蓬勃发展。体育 46 号文发布后，国家体育总局放宽了对体育赛事

的审批，我国体育产业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在拳击方面，2016 年，7 月 13

日，国内最具实力的自主 IP 职业拳击组织——国际拳冠联盟（IBCA）宣布

2016 年中国职业拳击联赛将在 2 个月后正式开展，力图打造中国人自己的

职业拳击联盟和联赛。另一方面，国内资本纷纷抢滩拳击市场，阿里体育与

国际拳击联合会签署为其 20 年的合作协议，启动拳击运动在全球范围的数

字化建设。 

此外，随着国内的消费升级，据统计国内拳迷已超过 8000 万人，在成

都等城市成立了多个搏击俱乐部，越来越多的都市白领选择用搏击的方式，

体会力量竞技带来的快感。 

国内搏击产业目前已涌现出《昆仑决》、《武林风》、《我就是拳王》等一

批出色的自主赛事 IP。广告商赞助＋票房收入的单一盈利模式已经难以支

撑赛事在抢夺资源上的花费，IP 价值挖掘上，体育赛事＋娱乐综艺也成为

http://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1a2f07899aa34fd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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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发展方向。 

图表 6 《我就是拳王》四国对抗赛宣传海报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图片 

 赛事版权资源丰富，传播渠道稳定 

 赛事版权资源丰富 

对比影视文艺作品版权业发展程度，体育赛事版权业在我国尚属于初

级阶段。细分到搏击类体育赛事版权，公司处于业内领先地位。 

（1）版权节目数量多 

目前公司在原一千多小时的存量节目及素材基础上不断生产制作新赛

事节目以及关联著作权衍生开发内容；同时，公司拥有拳击、武术、综合格

斗、空手道、赛法斗（法式拳击）、泰拳等搏击体育各个门类项目的赛事品

牌。 

（2）版权内容质量高 

公司拥有的版权节目一直以来受到一流媒体、广大搏击爱好者及业界

同行的认可和关注。2016 年公司获得了全球职业赛法斗全部赛事独家运营

权。 

（3）版权权益完整 

2016 年 12 月公司通过控股收购同一控制人旗下的魔创体育，获得了魔

创体育众多优质原创赛事 IP。这些赛事 IP 以公司自主研发的“功夫全能技”

竞赛与培训管理系统为导向，搭建起了“战无极-世界武术搏击王者争霸赛”

主品牌下统领的六级赛事体系：战无极之我就是拳王民间擂台赛（业余赛事

层）、全国大学生体育院校功夫全能技大奖赛（专业赛事层）、我就是拳王统

一战（混合选拔赛事层）、我就是拳王中外拳王对抗赛（精英赛事层）、战无

极俱乐部联赛（商业赛事层）、功夫世界杯（年度秀赛事层）。其中，“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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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之我就是拳王”首开中国搏击原创赛事 IP 成功输出欧洲的先河。 

 传播渠道稳定 

公司与行业中优秀的传播渠道牌照商合作稳定。同时公司作为中国互

联网电视搏击世界唯一内容集成商，通过自有原创节目、国际赛事节目集成、

央视搏击类 OTT 版权节目内容共享，于 2016 年 6 月 25 日起实现中国互联

网电视搏击世界 24 小时上线轮播。点播专区，公司原创赛事节目拳王统一

战、中外拳王对抗赛等节目累积用户数达到千万。公司与中央电视台未来电

视联手出境，以中国互联网电视为呼号，推出“CBOX”，目前已经实现 67 个

国家和地区的落地，国内覆盖已经高达 1 亿家庭用户，为公司系列原创赛事

IP 国际输出、国际顶级搏击赛事代理集成、赛事节目付费点播盈利模式实

施，建立了从内容到媒体的优质的可控的双保障。 

公司通过版权自主销售、代理发行，与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北京电视

台、山东电视台等 119 家传统电视台，建立与赛事组织、IP 运营相匹配的

节目播映与广告投放的商业协同合作体，同时与腾讯视频、优酷视频、爱奇

艺视频等新媒体开展稳定的内容播映与推广合作，并将国内顶尖 VR 视频制

作引入赛事直播，成功实现了依托高品质、多形式赛事节目与先进的收视体

验，拓展与丰富公司全媒体播出渠道建设计划。 

 魔创体育并表，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公司 2016 年 12 月，收购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霍尔果斯魔创体育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 51%的股权，获得了魔创体育众多优质原创赛事 IP。上述

收购旨在降低关联交易、实现公司核心资产资源完整性的目标。公司内容规

模化建设与爆发获得了资产与资源协同根本，产业核心布局基本完成。 

受魔创体育并表影响。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5767 万元，

同比增长 51.8%。净利润 2442 万元，同比增长 123.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 1351.16 万元，同比增长 23.79%。 

图表 7 公司 2014 年以来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及净利润 

 

资料来源：Cho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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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预测及估值 

根据对行业状况及公司情况的分析，对公司进行盈利预测，预测公司 2017、

2018 年净利润分别 6195.63 万元和 7468.09 万元，每股收益分别为 0.64 元和

0.77 元。  

图表 8 公司盈利预测 

 2014A 2015A 2016A 2017E 2018E 

营业收入 

(万元) 
875.48 4962.73 14940.97 20917.36 25100.83 

归属于挂牌公

司净利润 

(万元) 

225.03 2493.64 5775.32 6195.63 7468.09 

毛利率（%） 59.48 79.70 62.49 57.78 57.78 

净利率（%） 25.70 50.25 38.65 29.62 29.75 

ROE（%） 20.46 36.51 37.66 28.17 25.53 

EPS(元) 0.23 2.03 0.59 0.64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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