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投资机会”

动态足球娱乐体验中心

“动态建筑是向未来建筑迈出的重要一步”

独家代理

项目概述
世邦魏理仕（CBRE）受动态建筑公司委托，作为独
家代理和顾问向中国市场推介其具有革命性的新旋转
大楼概念。
这一全新理念，结合具有1.5万亿年收入市场规模、

并在政府支持下快速发展的体育产业，将会呈现出一
个独特的投资机会。
世邦魏理仕代表其客户，现寻求拥有适合“动态足球
娱乐体验中心”项目落地的土地资源的投资伙伴。理
想情况下，该投资伙伴或将有一定区域性或全国性的

动态建筑
+

快速壮大的
足球市场

覆盖范围及辐射影响力，以促进此概念在全中国的推
广和发展。
设计方案可以根据每个具体项目进行定制。根据不同
的最终设计方案，单一项目总投资金额预计在5,000
万至8,000万美元之间，并在12至18个月内完成整体
交付。土地面积要求约为6,000–9,000平方米（9.013.5亩）。
世邦魏理仕热忱期待有兴趣的投资者联系我们以了解
更多信息，并安排会面详细讨论这个独特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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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独特娱乐体验
的强劲需求

动态建筑概念
旋转结构介绍:



每个楼层均能独立旋转，整栋楼宇不断变换外形，无论从大楼内
部还是外部均可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景观



利用建筑自身对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达到可持续运转



项目主体将在船舶制造厂预制完成，再运往施工地进行安装，一
方面加速了整个开发进程，又保证了严格的质量监管、方便的维
护和尖端技术的使用，同时也降低了成本

旋转结构是:

功能性的
可维护的
经济上可行的
能持续发展的
主要技术合作伙伴:



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建筑工程团队



担任主工程公司，并负责结构、外立面和垂直运输等方面



驱动系统、控制系统、远动技术、预制件和施工方法的工程负责人及
供应商



负责机电工程和安全解决方案



全球著名、领导市场的意大利船舶制造专家



将与当地建设合作伙伴一同监督整个施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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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建筑概念
动态足球娱乐体验中心概念:



专为体验足球所带来的乐趣而缔造的球形旋转楼宇



虚拟球场 – 利用领先科技并采用虚拟技术建立一个360度的
超级IMAX荧幕，使参与者能够完全沉浸在实时的足球比赛中



增强现实 – 利用尖端技术让玩家可以实现与自己所选俱乐部
一同比赛或对抗等完整足球体验的游戏区域



可容纳一系列与足球相关的娱乐设施，包括足球主题的餐厅
和体育酒吧



也可结合一些足球主题的零售商铺以增强整体的娱乐体验，
以及考虑建立足球博物馆、开设运动按摩理疗或SPA等场馆

虚拟球场 –完全融入并沉浸在实时的足球比赛
中，仿若置身比赛现场观看

动态足球酒店:


可在整体足球娱乐体验中加入一家足球主题的酒店



突出足球主题并由国际知名酒店经营者管理



房间设计融入高科技性能，配备最新的游戏控制台，并由掌握全
球足球新闻和趋势方面的专业人士提供“足球管家”服务



酒店配套功能由其他所有足球娱乐体验设施支持，包括虚拟与现实增
强游戏和虚拟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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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投资机会
中国足球市场:


2016年中国体育市场规模约为1.5万亿，预计到2025年将增加两
倍以上达到5万亿



足球产业大约占整个体育市场的40%，并受到政府政策的大力支
持  中央政府有意将中国打造成一个足球强国



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CSL) 由16支球队组成，2016赛季现场观众人
数达到580万人次，中超公司全年收入超过15亿元人民币



中国房地产行业与足球产业联系密切，许多房企拥有球队，这其
中包括恒大、万达、绿城和富力地产等知名开发商

合作模式:


首选的合作模式为提供一个可立即投入运营的“交钥匙” 解决方
案



预制工程将在中国基地完成并由意大利船舶制造公司
FINCANTIERI全程监管，再运输到具体项目地点进行装配



日常维护和管理方面的专业技能也将会一并提供，以确保项目
顺畅运营



85%的建设成本可通过离岸融资享受优惠条款，并获得意大利政
府出口信贷机构的支持



专利技术产权，包括中国专利局已经通过的一项完整专利，将
会在单个或多个项目的基础上向合作方授予使用许可

收益模式:


完成之后，该项目将能提供一系列的收入来源，包括：






租金收入
娱乐设施票务
广告和营销传播投放
商业赞助
酒店及相关营收
投资主要优势:


概念新颖独特，作为独立项目在经济上可行，且能充分利用市场
增长机会



可通过将已证实有效的模式复制到中国多个城市来扩展商业机会



能提供独特的吸引力，并作为一个吸引客流的焦点来为更大规模
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增添价值



可考虑向地方政府引荐此独特的概念以促进更广泛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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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伙伴类型
政府相关合作伙伴:


此项目可作为区域总体规划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些主题涉及体育、
文化和娱乐方面的区域性建设项目



也可位于一些与足球或其他体育、文化、娱乐相关的景观和设施
附近，并与这些项目相配合以提供更多的功能和配套服务



本项目也可成为一个“必看/必到”的景点，作为地标性建筑坐落在
一个可吸引人流的位置



这个项目也可考虑作为现有或规划中足球教育机构的辅助设施

房地产开发商:


最理想的情况是开发商拥有土地储备或有获取适合的土地资源
的渠道，以实现项目快速启动



区域性或全国范围的覆盖和影响力可增大将本投资机会扩展到
多个城市的可能性



一些与足球、体育和娱乐产业相关的联系将进一步确认与此项
目的适合性



本项目还可以作为一个独特的焦点被整合到更大的混合用途开
发项目或小镇项目中



在相关产业及市场中需要有良好的形象和声誉

业主/经营者:


考虑到本项目可采用整体交付方案直接进入运营阶
段，这个机会也可能会吸引到一些娱乐产业运营商



地块可通过第三方或直接由政府提供



项目融资可以通过多种股权债权渠道获得

纯金融投资者:


纯金融投资者也可与开发商或业主/运营商一起进行投资



多个项目可以被打包成一个便于后期有效退出的投资组合，出
让给其他金融投资者，或注入一些资产支持的金融产品或R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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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世邦魏理仕代表动态建筑公司，作为其独家代理和顾问向中国市场推介其具有革命性的新旋转大楼概念

 中国市场中可有效应用此全新概念的主要机遇为“动态足球娱乐体验”中心，它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吸引广大球迷

的娱乐胜地，并可以全天候地产生收益。它也将直接受惠于中国 1.5万亿的体育市场，而这一市场规模预计将在
2025年增长到 5万亿
 主要投资优势包括:
 新颖独特的概念，作为独立项目在财务上可行，并能充分利用市场增长机会
 可通过将已证实有效的模式复制到中国多个城市来扩展商业机会
 能提供独特的吸引力，并作为一个吸引客流的焦点来为更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增添价值
 可考虑向地方政府引荐此独特的概念以促进更广泛的投资机会
 本项目可以提供整体交付，投资者可以直接进入招商运营阶段。根据不同的最终设计方案，单一项目总投资金额

预计在 5,000万至 8,000万美元之间
 我们热忱期待感兴趣的各方通过下面的联系人与 CBRE联络，以便进一步讨论

有关项目进一步的信息，请联系：

理查德

法以来

资深董事

董事

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

投资咨询服务部

投资咨询服务部

电话: +86 21 2401 1275

电话: +86 10 8588 0546

手机: + 86 13681804897

手机: +86 13810261067

邮箱：Richard.curreri@cbre.com.cn

邮箱：Frank.fa@cbre.com.cn

This information has been prepared by CBRE.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has been obtained from sources believed
reliable. While we do not doubt its accuracy, we have not verified it and make no guarantee, warranty or
representation about it. It is submitted subject to the possibility of errors, omissions, change of price, rental or other
conditions, prior sale, lease or financing, or withdrawal without notice.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independently confirm it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Any projections, opinions, assumptions or estimates used are for example only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current or
future performance of the Project. The value of this transaction to you depends on tax and other factors that should be
evaluated by your tax, financial and legal advisors. You and your advisors should conduct a careful,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perty to determine to your satisfaction the suitability of the property for your needs.
This Flyer does not form any part of any offer or cont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