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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体育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体育活动背后蕴藏着巨大商机，其产生的注意力经济和体育经济，对企业发展或品牌增

值影响巨大，能够实现体育文化、品牌文化和企业文化三者融合，从而引起消费者与企业的共鸣。

当前，北京冬奥会正紧张激烈地进行。作为我国最大的成品油和石化产品供应商，中国石化始终全力支持体育事

业发展，此次更是作为官方油气合作伙伴与冬奥会实现同频共振。本版推出专题，讲述中国石化如何借力体育营销实

现品牌增值的故事。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 张 炅 季佳歆 提供

奥运会是最具影响力的国际顶级赛
事之一，四年一度，全世界的目光汇聚于
此。奥运会在为各国运动员搭建最高水
平竞技舞台的同时，也为赞助企业提供
了向全世界展示企业形象的平台。

中国石化先后赞助北京 2008 年夏
季奥运会和 2022 年冬季奥运会。自成
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
合作伙伴以来，中国石化积极响应党中
央“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
致力于传播冬奥会文化理念、普及冰雪
知识、推广冰雪运动，使冬奥宣传成为讲
好中国石化品牌故事的重要途径，奥运
文化与企业文化相融合，为品牌形象注
入新活力。

倾力奉献的油气合作伙伴

冬奥营销具有级别高、周期长、平台
大、受众广、收益多、规模大等特点，蕴藏
巨大商业价值。

中国石化是我国最大的成品油和石
化产品供应商，自2018年成为冬奥会官
方油气合作伙伴以来，始终将保障冬奥
能源供应作为主责：在北京赛区，布局30
座油品保供站、29座 LNG加气站；在河
北赛区，布局19座油品保供站。

顺应“双碳”大势，中国石化唱响“能
源至净、生活至美”品牌主旋律，致力于
为“绿色冬奥”奉献洁净产品：提前完成
京6B清洁油品置换工作，油品提质不提
价；推出“爱跑98”新一代环保高标准汽
油；供应东海牌环保沥青和节能型发动
机油等产品，保障冬奥重点项目建设；投
运4座冬奥加氢站，供应由燕山石化生产
的高纯度氢气。

领跑行业的科技创新担当

科技无疑是奥运会的一大亮点。历届
奥运会都会引入当时最先进的科技。许多
奥运会赞助商也借助奥运展示科技实力。

中国石化将担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作为公司核心职责，争做新时代科技创
新的排头兵，助力“科技冬奥”。

由碳纤维复合材料“编织”而成的冬
奥火炬“飞扬”，就是上海石化牵头研发
和量产的。石化“黑科技”赋予了“飞扬”
火炬轻、固、美的特性。在研发中，攻关
团队连克难关，实现火炬外壳在 800摄
氏度以上的氢气燃烧环境中正常使用，
破解了火炬外壳在 1000摄氏度高温制
备过程中起泡、开裂等诸多难题。

“飞扬”火炬的研发和生产展示了中
国石化的科技实力，其攻坚克难、勇攀高
峰的精神与“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的奥林匹克格言完美呼应。

服务社会的冬奥宣传窗口

企业赞助奥运会不仅能够提升经济
效益，而且能够产生广泛的社会效益，响
应奥运社会责任理念。

中国石化积极履行冬奥会官方合作
伙伴责任与义务，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冬
奥相关活动，开展多维度体育营销，传播
冬奥文化、推广冰雪运动、弘扬奥运精神。

中国石化在总部举办冬奥会火种展
示、奥林匹克文化展等活动，让员工零距
离感受冬奥文化、体验“冰雪奇缘”；推出

“洁净加油团”行动，向延庆赛区捐赠10
万个可降解塑料袋，服务冬奥赛事场馆
和市民生活；完成50座冬奥主题加油站
的升级改造，建成 200座冬奥特许商品
店，向合作伙伴、消费者和社会公众传播
冬奥文化。

中国石化还积极开展公益活动，在
“加油冬奥、圆梦冰雪——中国石化点亮
希望”行动中，组建支教团队赴援建学
校，为孩子们讲解冬奥知识。通过视频
连线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们一起观赏奥林
匹克火种，将奥运火种传递到更多人的
心里。同时，招募体验营小营员，让孩子
们体验冰雪运动、感受“双奥之城”。

体育为媒
营销事半功倍

能源和体育，两个看似不沾边的领
域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国际
能源大公司都是体育界的“座上宾”。

熟悉欧洲足球冠军联赛的人都知道
德甲球队沙尔克 04俱乐部。这支球队的
球衣上印着醒目的俄气公司标识。从
2006 年起，俄气公司就开始赞助这支德
甲劲旅，此后两家的合约也是一续再续，
目前已续至 2025 年。此外，俄气公司还
是俄罗斯超级联赛圣彼得堡泽尼特队的
大股东。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俄
气公司是唯一来自本土的国际足联官方
合作伙伴。

相比为足球“疯狂”的俄气公司，大
型石油公司赞助 F1 赛车队就显得更加

“理所应当”。
全球最大的油品零售商、拥有加油站

数量最多的壳牌与法拉利 F1车队的合作
超过 70年。在 1950年首届 F1锦标赛上，
壳牌就为法拉利车队供应燃油和润滑
油。在F1赛场上，其他大石油公司也不甘
落后，例如，埃克森美孚先后与迈凯伦车
队和红牛车队有过合作；中国石化也曾连
续5年独家冠名F1中国大奖赛。

如此热衷于赞助体育赛事，是因为其
可以让大型能源公司的营销事半功倍。

能源企业可以借力体育赛事，打造
深 入 人 心 的 品 牌 形 象 ，提 升 产 品 附 加
值。体育不断突破人类极限的拼搏精
神，就是产品的最佳代言。中国石化旗
下子品牌“东海牌”沥青，经过上海 F1、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22 年北京冬奥会
等国际赛事的“洗礼”，品牌认可度再上
新台阶。

随着绿色发展成为共识，能源企业通
过体育营销，也可彰显在应对气候变化和
能源转型中的责任与担当。北京 2022年
冬奥会的两家官方油气合作伙伴——中
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在冬奥会赞助中大打

“转型”牌。中国石油为冬奥赞助 20万吨
国家核证自愿碳减排量；中国石化保供洁
净能源，创新应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作冬
奥火炬。两家企业都通过冬奥会赞助塑
造了“绿色发展主力军”的形象。

近年来，随着体育营销模式不断升
级，越来越多的能源企业看到了“体育+
能源”背后的巨大商机，需要注意的是，
在互联网经济浪潮下，只有擅于发掘契
合自身品牌形象的赛事进行精准营销，
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帮助能源企业稳固目
标客户、固化品牌形象。

乘奥运“冬”风 石化品牌价值大提升

“您进入‘一键加油’小程序，实名认证
后即可绑定电子加油卡。”1月 13日，北京
石油“洁净加油团”志愿者贾涛通过客服电
话帮助冬奥会服务车队司机解决问题。

随着冬奥会到来，北京石油各项服
务保障工作进入关键时期。作为北京和
延庆两个赛区的能源保供责任单位，北
京石油积极履行职责使命，建立冬奥能

源服务保障机制，稳步推进能源供应和
安 全 环 保 工 作 ，严 格 落 实 各 项 防 疫 措
施 ，以 万 全 之 策 确 保 能 源 保 障 万 无 一
失：针对场馆保供，按照“一馆一策”原
则，逐一对接冬奥场馆用油需求，量身
定制保供措施；针对车辆能源保供，根
据冬奥组委要求，在赛场周边选定 16 座
站点作为冬奥服务指定站，24 小时为赛

事车辆提供油品、氢能、LNG（液化天然
气）等服务保障。

同时，北京石油对全员开展服务培
训，组织“洁净加油团”到指定站点进行现
场服务，志愿者结合各站点的特色，向社会
公众介绍清洁能源、普及冬奥知识，营造服
务冬奥、加油冬奥的良好氛围，提升消费者
对中国石化品牌的信任度。 （于 慧）

企业实践

张家口石油崇礼西湾子加氢站是河
北石油建成投运的首座服务冬奥加氢站。
该站于 2021年 9月 9日正式投运，日均加
注能力达1000千克，为2022年冬奥会张家
口赛区氢燃料电池公交和氢能中巴提供加
氢服务。河北石油还在西湾子加氢站建成
中国石化首座氢气检测实验室，为保障冬
奥会氢能质量提供有力支撑。

冬奥会举办前，河北石油就对张家
口地区的 19 座加油站进行冬奥形象改
造，实现冬奥赛区和进出赛区沿线冬奥
形象站全覆盖，构建起“以崇礼三站为旗

舰站、崇礼一站为示范形象站，沿线 17座
站众星璀璨”的“2+17”冬奥形象展示和
能源服务保障体系。

除了张家口地区，该公司还在河北
省 43 座站点布置冬奥元素，在 50 家便利
店打造冬奥特许商品专区专柜，引进 190
余种冬奥特许商品，强化品牌合作，为冬
奥主题营销提供更多、更有吸引力的产
品和服务。

为践行“绿色办奥”理念，河北石油
加强能源运输管理、油气回收检测、施工
现场管理、错峰卸油等工作。为做好疫

情防控，该公司对冬奥服务人员进行岗
前 14 天体检并完善防疫证明，为全部站
点配齐配足可使用两个月的医用外科口
罩、消毒液、电子体温计、护目镜等防疫
物资。

该公司还通过开展“为冬奥加油，我
选择中国石化”系列宣传活动，对企业助
力冬奥做出的努力进行全渠道、多媒体
宣传，彰显中国石化的央企担当。同时，
挑选青年员工在冬奥服务站点担当形象
大使，借赛事展现中国石化员工的青春
风采。 （吴树彬）

河北石油：展示冬奥形象 强化品牌合作

北京石油：建立冬奥能源服务保障机制

冬奥会来了冬奥会来了！！体育营销为品牌添翼体育营销为品牌添翼

什 么 是 体 育 营 销什 么 是 体 育 营 销 ？？

一、体育赛事产业
近年来近年来，，我国体育赛事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我国体育赛事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主要体现在主要体现在：：

1.产业规模持续扩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2019年全国体年全国体

育赛事产业总规模育赛事产业总规模（（总产出总产出））超超 22..99万亿元万亿元，，增加值增加值 11..11 万亿元以万亿元以

上上；；

2.赛事体系不断完善；

3.体育消费持续增长；

4.赛事溢出效应不断凸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二、体育赛事产业链

三、冬奥会的体育营销价值
具有强烈经济性具有强烈经济性、、观赏性的体育赛事有着极大的社会影响观赏性的体育赛事有着极大的社会影响

力力。。奥运会奥运会、、世界杯等国际性赛事汇聚了各国最高水平的运动员世界杯等国际性赛事汇聚了各国最高水平的运动员

同场竞技同场竞技，，吸引来自全球的观众吸引来自全球的观众。。国际顶级体育赛事作为稀缺资国际顶级体育赛事作为稀缺资

源源，，在获得巨大流量的同时在获得巨大流量的同时，，也赢得大量品牌赞助也赢得大量品牌赞助，，展现出巨大的展现出巨大的

商业价值商业价值。。

北京是历史上第一个既举办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北京是历史上第一个既举办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

城市城市。。在吸引商业赞助方面在吸引商业赞助方面，，北京北京20222022年冬奥会具有得天独厚的年冬奥会具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优势，，截至目前已签约赞助企业截至目前已签约赞助企业 4545家家，，在市场开发收入创造历史在市场开发收入创造历史

的同时的同时，，也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创造了机遇也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创造了机遇。。

冬奥会体育营销六大亮点：
1. 级别高：冬奥会是顶级的国际赛事冬奥会是顶级的国际赛事。。

2. 周期长：北京北京2022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营销期为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营销期为20172017~~

20242024年年，，横跨两个奥运周期横跨两个奥运周期，，涵盖平昌涵盖平昌 20182018、、东京东京 20202020、、北京北京 20222022

和巴黎和巴黎20242024四届奥运会和冬奥会四届奥运会和冬奥会。。

3. 平台大：奥运会是注意力经济的集中体现奥运会是注意力经济的集中体现。。

4. 受众广：北京北京2022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吸引数以亿计的参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吸引数以亿计的参

与者和关注者与者和关注者。。

5. 收益多：北京冬奥组委为赞助企业提供丰富的营销权益套北京冬奥组委为赞助企业提供丰富的营销权益套

餐餐，，将使企业获得更多收益将使企业获得更多收益。。

6. 规模大：北京冬奥会赞助企业包括官方合作伙伴北京冬奥会赞助企业包括官方合作伙伴、、官方赞官方赞

助商助商、、官方独家供应商和官方供应商官方独家供应商和官方供应商，，取消了赞助类别联合排他征取消了赞助类别联合排他征

集方式集方式，，扩大了赞助企业的规模和冬奥宣传红利扩大了赞助企业的规模和冬奥宣传红利。。

四、未来体育营销发展趋势

未来 10年，全球赞助市场总量的 1/3将被中国品牌占

据，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将踏上这场始于2008年北京奥运

会的赞助之旅，利用体育作为支持其品牌发展的营销平台。

2015~2019年，中国品牌赞助支出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8.9%，令欧美品牌难望项背。

来源：ECO氪体和尼尔森体育《2021全球体育营销趋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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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方/广告主

图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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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国石化冬奥主题品牌广告亮相北京地铁。

图 2：贵州贵阳石油南明机场路加油二站冬奥主题便利店。

图 3：北京石油永定路加油站冰墩墩喜迎八方客。

本报记者 胡庆明 高 君 陈飞飞 摄影报道

中国石化是先后赞助过

2008年北京夏奥会和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双奥企业”。

中国石化与北京冬奥组委
加强沟通、紧密合作，积极参与
场馆等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提
供清洁能源等物资保障，大力
宣传推广奥运精神与文化。

北京冬奥组委为中
国石化搭建展示平台，提
供高效、精准服务，使企
业充分获得奥运品牌带
来的广泛收益。

评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