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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不仅具有个人强身健

体和专业运动员竞技博弈的无穷魅

力，体育精神更是全人类共同的美

好追求和向往。无论从未来发展还

是政策导向上，体育相关议程都将

是重要的社会热点。

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

业与品牌加入体育营销大军中来。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消费升级，眼下

很多品牌都在谋求营销升级。但所

谓的营销升级，并不是在营销预算

上增投多少额度，或者是增加营销

的广度，而是有针对性地根据自身

品牌的产品特性与目标群体，做出

更精准更深度的营销洞察；而体育

营销蕴涵着积极正向的竞技精神，

对品牌正向价值的联想上有推进作

用，是企业与消费者互动、提升品牌

形象的有效手段。

随着各类体育赛事的热度提

升，运动员们的日常生活也逐渐受关

注。在饮食方面，国家队运动员按照

各自的身体状况和训练强度有着严

格的饮食计划，食品安全与品质更是

各国运动员饮食的重中之重。拿喝水

这件事来说，国家队运动员们每天在

训练场上挥汗如雨，运动过程中大量

排汗会导致体内电解质的丢失，因

此，对于运动员来说，喝水不仅只是

补充水分，其中还有大讲究。

据专业人士介绍，运动时水起着

两个关键性的作用。其一，调节人体温

度，运动之后降低体温。其二，水将营

养物质及废弃物输入、输出细胞。人体

需要水来帮助消化和吸收食物，同时

运输排泄物。同时水能够维持血液中

的血浆浓度，还能够润滑器官和关节。

因此科学合理的饮水，有利于运动员

在赛场的正常发挥。也因此，中国国家

队十分重视运动员日常饮用水的品

质，不允许饮水问题给运动员的健康

带来潜在威胁。因此，只有经过道道

选拔和层层筛选，确保品质高、安全

的水，才能成为国家队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 TEAM

CHINA品牌的精英属性，国家队仅

与少量行业领军企业深度合作。而

怡宝作为国内包装饮用水的知名品

牌，通过加入中国国家队合作计划，

怡宝与 TEAM CHINA 开展全面

合作，为 70多支国家队的运动员提

供优质饮用水，最大程度满足国家

队的各类需求，竭力提供纯净、健

康、高标准的补给保障和服务。

当下，消费人群的年轻化已是

全行业共识，Z 世代消费者普遍存

在消费升级的需求，向往美好生活，

消费观念更迭，体验与感官至上，同

时也正引领着生活消费方式的变

革，其追求从“功能”到“质感”的

全方面消费体验。

业内人士表示，如今能够“撩

拨”当下年轻人的品牌，不仅要具

备优异的产品品质，同时在品牌文

化上，要赋予其深层次的价值内涵，

要有温暖年轻人的能力。例如消费

者对于喝水这件事情越来越挑剔，

这就要求品牌在营销与推广方面讲

出新故事，从差异中将品牌产品力

传递给消费者。

可以看到，怡宝虽是饮用水行业

里的“老将”，但其近年来也不断与Z

世代消费者建立沟通，通过营销创新

打造符合年轻一代的需求体验以及

内容消费的新元素。时下，年轻人普

遍关注体育赛事、运动健身等话题。

尼尔森报告显示，不同年龄段消费者

的兴趣话题与范围存在明显差异。电

影、音乐与体育活动等是当今中国城

市30岁以下人群中最受欢迎的活动

和兴趣话题。而这正是怡宝所熟知和

精心布局的领域。体育营销可以说是

刻在怡宝品牌里的DNA，二者也产

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怡宝不仅在各大赛事上为国家

队运动员提供服务，更上线了中国

国家队版怡宝水、投放公交地铁广

告、与运动员一同开展体育公益活

动，让消费者更加直观地了解其与

国家队的强关联，同时加强对怡宝

品牌价值理念的强认知。

比如今年 7 月 15 日 -8 月 10

日期间，怡宝携手 TEAM CHINA

以“我们是中国队，一起加油”为主

题，联合打造展览体验馆与助威广

场，在北京、杭州、武汉、深圳 4 座

城市开展不同赛事主题的体验。号

召消费者共同为中国队助威喝彩，

也让各地消费者近距离走进国家队

运动员，感受他们顽强拼搏、永不言

败的体育精神。

通过“走心”的体育营销，怡宝

与国家队正碰撞出新的火花，也成

功触达年轻消费者，让“纯净”品质

有了更多具象表达。 （张怡薇）

如今，我国体育正迈入全民参与的时代。

根据 CBNData2020 年发布的《国民运动健康趋势报告》指出，2020 年

中国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 4.35 亿，2020 年国内体育消费市场接近 1.5 万

亿。在全民运动健身的浪潮下，不同细分群体的运动方式与运动偏好各有特

点，从 Z 世代到银发族，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有各自的运动乐趣和需求。

在此背景下，体育运动的商业价值不断被挖掘，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加码

体育营销，并以此实现品牌升级和提升品牌影响力。频频以体育营销出圈的

饮用水品牌———怡宝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2019 年 11 月，怡宝正式官宣成为

中国国家队/TEAM CHINA 合作伙伴， 此后双方展开一系列深层合作，也

让备受推崇的体育精神于无形中得以传递， 怡宝助力体育事业发展的同时

积极推动全民运动健康。

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择，为何是这瓶水？

首席记者 叶松丽

晨报讯 也许你的手机里常常

接到各种房产中介的电话，让你烦

不胜烦。而你也为自己并没有跟这

家房产中介打交道而纳闷。日前，宝

山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房产经纪公

司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过程中，发现房地产经纪

企业及相关从业人员存在买卖、交

换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况。

针对上述房地产经纪企业存在

的问题，宝山区检察院会同区消费

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走访了辖区内多

家房地产经纪企业，发现在个人信

息收集、处理上存在管理盲区。

10月 29日，宝山区检察院联

合区公安分局、区委网信办、区消费

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共同签署宝山

区《个人信息保护协作意见》，为下

一步多部门协同配合、延伸公民个

人信息保护张力、开启个人信息闭

环保护模式、切实维护民众的合法

权益，形成“宝山治理特色”。

区委网信办、区消费者保护委员

会表示：下一步将立足本职工作，加

强各部门联动，实现线索互通，以《个

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为契机，共

同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宣传工作。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徐伟表示：

通过此次签约仪式，可以在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线索方面实现互通，从

而全方位、立体化打击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

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江静良表示：

除了侧重于打击之外，也要对信息、

数据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泄露问题加

强保护力度，从而实现保护个人信息

工作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监督。

下一步，将借助互联网知识的

“外脑”，帮助公益诉讼检察破解专

业难题。同时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强

化合作意识，针对网络侵害的公共

性、复杂性等特点，共同加强个人信

息保护公益问题的系统治理、综合

治理、源头治理。

同日，宝山区检察院联合区公

安分局、区委网信办、区消费者权益

保护委员会，召集区内 30家房地产

经纪企业代表召开宝山区房地产经

纪企业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治理会议。

会上，四家单位、市房地产经纪

行业协会分别就从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刑事案例、检察公益诉讼案例、维

护消费者权益投诉案例、网络安全

治理等角度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了

充分的宣传，引导房地产经纪企业

树立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形成个人

信息保护氛围。

会上，30 家宝山区房地产经纪

企业分别签署了个人信息保护《承

诺书》，对今后严格守法、坚持最小

必要原则、不利用大数据“杀熟”等

作出郑重承诺。

记者 姚沁艺

晨报讯 11 月 5 日，上海市

宝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

宝山法院）多措并举，成功执结一

起合同诈骗罪的刑事执行案，14

名被害人共计 23 万元损失款全

部执行到位，并顺利执行到位 22

万元罚金。

经查，2018 年 8 月至 12 月

间，被告人刘某、余某招募廖某、

吴某等 7人成立一公司，由廖某、

吴某等人担任业务组长，冒用“支

付宝小程序服务中心”“腾讯小

程序服务中心”“百度智能AI 小

程序服务中心”机构工作人员等

身份，通过拨打客户电话，按照

“话术单”内容，自称是支付宝小

程序服务中心、百度智能AI 小程

序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向客户

宣传小程序的强大功能，表示可

以在支付宝等应用端口上接入客

户公司的产品，并虚假宣传其开

发的小程序具备行业“垄断性”

和“唯一性”，还许诺小程序上线

后可以获取大量客户流量、赚取

高额利润，从而诱骗被害人与其

公司签订小程序开发合同并支付

钱款。

有客户询问其公司与微信、

支付宝、百度的关系时，被告人便

谎称其公司是上述公司的第三方

服务商或代理商，致使客户陷入

错误认识诱骗对方签订合同。共

18名被害人被骗，诈骗金额共计

56万余元。

“他们骗我说，如同某单车在

支付宝应用端口也有应用一样，

之后的产品就不愁销售了。接入

端口输入关键词就能看到产品，

但是这个关键词需要付钱购买。

当时有和我一样的很多企业老总

当场付钱购买了关键词。”被害人

张先生说道。

该案经公诉机关提起公诉

后，上海宝山法院结合各定罪量

刑依据，于 2020 年 2月依法判决

被告人刘某、余某等人犯合同诈

骗罪，分别判处 7人五年至一年

三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五万

至二万不等罚金，并责令退赔被

害人经济损失。

判决后，被告人刘某等人不

服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后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上海宝山法院

刑庭依法将该刑事案件移送执行

局执行。由于此前被告人退赔了

部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故此次

执行标的为退赔被害人损失 23

万元以及 20 余万罚金，涉及 14

名被害人。

上海宝山法院执行局通过调

查发现，9名被告人除刘某、余某

仍在服刑外，剩余 7人均已刑满

释放，且分布在湖北、甘肃等地，

通过网络查控及传统查控也未发

现其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一时

陷入僵局。

为挽回被害人的损失，执行

干警针一方面针对案件及被告人

实际情况，制定刑事案件执行微

信群 24 小时不间断执行的方案。

执行干警将刑满释放的 7名被告

人以及正在服刑的刘某、余某的

家属一一拉入本案执行微信群，

随时及时回应、解答各方提出的

相关法律问题。另一方面，以思想

劝解和司法强制措施相结合“软

硬兼施”，对被执行人名下的所有

63 个银行账号采取冻结措施，并

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人员名单

等，积极促成 7人积极履行退赔

及罚金义务。

房产中介买卖交换公民个人信息让人烦不胜烦

宝山区开启个人信息闭环保护模式
●

谎称能为支付宝等小程序引流行骗，9人被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