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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札记

有些人对电子竞技存在一种
偏见，认为它百害无一利。但也有
人认为，电子竞技是一种新型运动
项目，集多种技术和众多学科知识
于一体，并不是坏事。华西旗下的
耀宇文化，把它作为一个产业来发
展，用实绩验证吴协恩所说的“玩
出名堂、玩出精彩”的正确性。事
实也确实如此，电竞以电子游戏为
基础，以软硬件设备为器械，在信
息技术营造的虚拟环境中，在规则
保障下公平进行对抗比赛，已经形
成了一种追求极致的运动项目，得
到了世界的公认。

各公司积极落实村党委会议精神

如何打造百年企业、百年村庄？在
吴协恩看来，必须不断寻找新的增长
点。除了继续跟进发展服务业外，华西
又“跨界”进入了很多新兴行业，比如众
筹拍电影、电子竞技等。
“这些我们要放手让年轻人去做、去

尝试。”吴协恩认为，年轻人不能总是八九
点钟的太阳，要让他们如日中天。在吴协
恩的主导下，在村里“不计投入”的支持
下，一大批华西年轻人冲上创新发展一
线，为华西布局新兴产业“攻城拔寨”。
由“85”后华西青年孙喜耀任董事

长的上海耀宇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耀宇文化”），旗下品牌
Mars传媒业务范围涉及电子竞技赛事
运营、频道运营、赛事转播、内容定制传
播等多个领域，成为电子竞技行业的
ESPN是公司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步步为营，公司层级加速提升

华西人办企业，总是能先人一步，
快人一拍，以前瞻性的眼光布局产业。

2008年，“85”后华西青年孙喜耀从
澳大利亚留学归来。凭着对互联网的
熟悉和兴趣，在吴协恩的支持下创立了
华茂计算机公司。华西也由此迈出涉
足互联网的第一步，并确立“稳健经营，
务实发展”的理念，积极探索“多元化经
营、专业化管理、精品化发展”的道路。
不到1年时间，华茂推出的“易博士”电
子书就超越了日本索尼的类似产品。

2012年，华西村天使投资，注册成立
上海耀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正式进军电
竞产业，致力于打造服务电子竞技行业的
第一传媒。耀宇文化专业从事电竞赛事
的运营业务，迅速成为行业龙头企业。

2014年，耀宇文化与完美世界达成
赛事战略合作协议，就DOTA2在多项
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涵盖包括赛事执
行、节目转播及视频内容等诸多方面，

还将邀请国外顶级职业战队参与，双方
将力争把DOTA2打造成最受国内玩家
欢迎的游戏品牌。

2015年，耀宇文化顺利完成两轮融
资，引入丁骏、西藏高歌、广州华多等股
东和投资方，并将企业改制为“股份有
限公司”。进一步拓展了业务范围，让
企业步入了发展快车道。

群星璀璨，人才引进定位高端

电子竞技是一个年轻的产业，也是
年轻人的产业。在耀宇文化的员工中，
“85”后占比达87%。

虽然是年轻人，但可谓是群星璀
璨。公司中层管理人员中，在市场中心、
赛事中心及制作中心储备了纽约大学、
兰卡斯特大学等海外归来的硕士生，这
些高潜力人才在留学时期就已加入或者
组织过电竞社团。还有来自竞品对标公
司的总监和赛事负责人，他们高度认可
耀宇的企业文化和发展战略。耀宇文化
总经理张宇，有着十多年游戏行业从业
经验，2001年起先后任职第三波戏谷游
戏GM、网易网络游戏产品经理、腾讯互
动娱乐业务系统对战平台项目总监。他
们秉着对电竞游戏的热爱和执着，高度
认可耀宇传媒在电竞业的头部地位，主
动积极加入公司，并且积极向公司推荐
热爱认可游戏行业的专业人才。
在人才的管理上，耀宇文化将“人

才”作为公司的资本进行系统规划，根
据业务发展需要，实行扁平化管理，明
确了各业务模块、各中心的岗位体系，
制定出了电竞行业第一个“岗位说明
书”系统；制定系统的“员工职业发展体
系”和“员工职业生涯设计”，确保每个
岗位上的人才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未来
的职业发展路线、晋升通道，匹配相应
的薪酬体系，保证有足够的新引力吸引
外部人才，同时保障核心员工的留存
率；建立完善的内部培训机制，拟定完
善的内部培训计划，通过内训培养并建
设公司的内训师队伍，促进员工的学习
成长和自我提高。

亮剑出鞘，征战赛场载誉而归

2012年以来，耀宇文化主办、承办
了众多的国际性电竞赛事，规模和影响
力都位居行业前列。他们吸引到了五
大洲前20支世界顶级电竞战队的深度
参与，单场赛事现场观看赛事人数最高
达1.8万人，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达200
万，累计服务全球电竞受众超3亿人。
目前，耀宇文化承办了德玛西亚杯、

EA冠军杯、世纪天成TGG杯、UCL中国
大学生电子竞技联赛等众多热闹赛事，
并自主举办了MDL国际精英邀请赛、

MHL炉石传说全明星邀请赛、国内绝地
求生精英赛等自主品牌赛事，产生了良
好的社会影响，仅绝地求生精英赛单项
赛事全平台直播峰值人数就达800万。
像中国大学生电竞联赛，以全国高校战
队比拼为核心内容，致力于让每一位拥
有电竞梦想的高校玩家都有机会实现自
己的梦想，同时还为多才多艺的高校学
子提供舞台，一展电竞、解说等特长。

MDL国际精英邀请赛，是由耀宇文化
举办的国际性DOTA2赛事，曾得到中央
电视台CCTV、美国ESPN现场报道，是由
中国人举办的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电子竞技
赛事之一。2014年，华西成功举办了“2014
刀塔2国际邀请赛中国区预选赛”，获得出
线资格的newbee战队，在美国西雅图的决
赛中夺得冠军。2016年，该赛事再次在华
西举办，同年中国的“Wings”战队又在总决
赛中获得了国际冠军。由此，华西村被誉
为“中国战队的福地”。
耀宇文化还将新媒体资源与党建

进行嫁接，借助互联网平台，加强对青
年人的理想信念教育。2017年7月，华
西耀宇文化创立的电竞直播平台成立
“网红党支部”，签约一批知名“90后”网
络主播参与公司党建工作，直播手抄
《党章》、探访孤寡老人等活动，开展年
轻人容易接受的党建活动。迄今为止，
已有500多万名网友参与互动，接受党
的知识和党性教育。
“与老一辈相比，我们拥有更好的

教育背景、更开阔的视野，但信仰坚定、
艰苦奋斗、敢闯敢拼的华西精神从来没
有丢。”孙喜耀表示，电竞产业虽然面临
一些压力，但前景非常好。今年5月14
日，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正式宣布，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将引入6款游戏作为电
子竞技表演项目。 （范峥）

国内顶尖电子竞技赛事运营品牌
——记上海耀宇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确立“稳健经营，务实发展”的理
念，积极探索“多元化经营、专业化管
理、精品化发展”的道路。

◆将“人才”作为公司的资本进行
系统规划，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实行扁
平化管理。

◆将新媒体资源与党建进行嫁接，
借助互联网平台，加强对青年人的理想
信念教育。

本刊讯 9月8日，华
西村党委第九支部组织
开展了“学老书记精神，
做新时代合格党员”为主
题的党员基层活动日。
党员们瞻仰了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吴
仁宝老书记原居，从照片
和实物中领略了华西村
从1961年建村以来，吴仁
宝老书记坚定信仰，团结
带领全村干部群众艰苦
奋斗的历程。全体党员
无不为老书记这样一位
老党员坚定的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和崇高的精神
追求所折服。“一个党员一面旗，一个党员一
盏灯”，通过此次基层活动日，全体党员表示
要以老书记精神为指引，始终坚定理想信
念，在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以新书记为榜样，紧紧围绕在村
党委周围，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华西梦努力
奋斗。

（杨程 晓莉 文/摄）

本刊讯 今年9月23日是我国首个“中
国农民丰收节”，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系
列活动江苏省省级主场活动在华西村举
行。副省长缪瑞林，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段应碧，国务院原副秘书
长刘济民，省政府副秘书长陆留生，无锡市
和江阴市领导黄钦、徐劼、陈金虎、蒋敏、蔡
叶明、吴芳、程政、郁秋皓等出席活动。全省
优秀农民代表，省相关部门、无锡市相关部
门及各市（区）负责人，相关村以及来自柬埔
寨、莫桑比克等地的海内外农民代表2000余
人参加活动。
庆祝活动以“联合同庆”庆丰收为主题，

开展了庆丰收联欢晚会、农民庆丰收广场
舞、中国（华西）优质食味稻米产业探讨会、
农家秋味评选赛、农民书画比赛等一系列子
活动，共享丰收嘉年华的欢乐，充分展示农
村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展现乡村振兴的美
好前景。在“联合同庆”庆丰收大会上，全省
优秀农民代表作了交流发言，贵州穿洞村、
宁夏华西村、徐州马庄村、华西村干部代表
分享丰收喜悦、互赠丰收成果，华西村还与
贵州穿洞村、宁夏华西村、徐州马庄村签订
了合作共建战略协议。
缪瑞林副省长指出，华西村是永远不倒

的常青树，希望华西村在“乡村振兴”中开创
出新的成绩。华西坚持“以工补农、以工建
农”的发展路子，走得很好。吴协恩书记总结
的“总书记顶天，村书记立地”这两句话，也充

分代表了我们广大农民的心声。如果全省有
更多的村书记，都像华西村和协恩书记这样，
那我们江苏的“乡村振兴”将会建得更好！
党的十九大代表、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

恩表示，丰收，是对辛苦肯定的回答，是对付
出温暖的歌唱，是对劳动最高的礼赞。党中

央、国务院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农
民的丰收、国家的丰收、时代的丰收。中国
的“丰收”，已不再是“粮满仓、食满库”，还代
表着更优的产业结构、更高的产品质量、更
好的生产方式；老百姓的“丰收”，也不只是
吃饱穿暖，还意味着吃得安心、穿得舒心、用

得放心。丰收节，满足了广大农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让我们有了更多的荣誉感、幸福
感、获得感。一个地方什么最宝贵？文化最
宝贵。留住乡愁、振兴乡村，就是留住我们
民族文化的根！丰收节，让农民找到了自己
的文化归属，重拾了对那座山、那片水、那块

田的情感寄托。
会前，参加此次“中国农民丰收节”华西

村会场活动的社会各界代表，参观考察了吴
仁宝老书记原居、百年华西展廊、华西文体
活动中心、华西幼儿园、华西农民家庭、华西
现代农业产业园等。 （本刊综合）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江苏省省级主场活动在华西举行

本刊讯 为进一步
提升企业产品改良、技术
革新，提高企业竞争力，
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9
月13日上午，华西科协邀
请东南大学材料学院涂
益友教授在华西钢铁开
展产学研合作交流活
动。华西科协秘书长龙
晋主持会议。华西钢铁
总经理伏明全、技术中心
主任王正参与本次会
议。会上，涂益友教授就
院校情况、团队构成及同
企业合作项目的成功案
例作了详细介绍。伏明全介绍了华西钢铁
主要产品紧固件材料的销售情况及其行业
地位，同时对于自身需求提出了紧固件材料

的研发设想，希望针对于细分市场达到替代
进口的研发需求。

（李鸣 煜豪 文/摄）

本刊讯 9月23日，
位于华西世界公园的“玻
璃滑道”正式对外开放营
业。该滑道采用优质夹
胶钢化玻璃、优质钢材，
根据人体力学特征研发
制作而成，全长388米，内
槽平均宽度0.6米、坡度
26度，整体落差158米，
是华东地区首条长度最
长、落差最大、体验度最
高的高空玻璃森林滑道，
顶端建在龙砂山上原回
归桥索桥出口和山海关
之间，底端在山脚下“华西村博物馆”之后，
全程均设有防护网，安全可靠。游客只要穿
上特制的滑垫裤，戴上防护手套，便可体验

到前所未有的滑行愉悦，同时还能饱览穿越
丛林的旖旎风光。

（陈桦 杨炯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