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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Profit] 基本状况 
上市公司数 151 

行业总市值(百万元) 1506683.30  

行业流通市值(百万元) 1040242.23 

2 

043 

 

行业-市场走势对比 
 

 

公司持有该股票比例 
 
[Table_Report] 相关报告 
<<【中泰传媒-周观点】 Stadia 上线在

即，云游戏关注度提升>>2019.11.17 

<<【中泰传媒-周观点】传传媒板块关

注度提升，积极配置细分领域龙头公

司>>2019.11.10 

<<【中泰传媒-周观点】精选三季报业

绩超预期个股，关注区块链等新技

术>>2019.10.27 

 

[Table_Finance]  重点公司基本状况 
简称 股价 

(元) 

EPS PE PEG 评级 

2018 2019E 2020E 2021E 2018 2019E 2020E 2021E 

三七互娱 22.91 0.48  0.91 1.04 1.14 47.9

8 

25.18 22.03 20.10 1.54 买入 

完美世界 34.25 1.32  1.64 1.86 2.04 25.9

5 

20.88 18.41 16.79 1.37 买入 

吉比特 316.38 10.0

6  

11.53 13.19 15.55 31.4

6 

27.44 23.99 20.35 1.67 买入 

芒果超媒 32.52 0.49  1.06 1.39 1.74 66.8

9 

30.68 23.40 18.69 0.75 买入 

新媒股份 123.24 1.60  2.72 3.70 4.65 77.0

9 

45.34 33.27 26.52 0.92 买入 

电声股份 16.16 0.45  0.61 0.80 1.04 35.5

6 

26.47 20.27 15.57 0.66 未评级 

备注：未评级公司盈利预期取自 wind一致预期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本周行情：本周传媒板块上涨 4.17%，跑赢沪深 300（-0.70%）、创业板

（0.26%）与中小板（0.28%），涨幅位于全行业上游。 

 本周传媒板块大涨，领跑全行业，涨幅位列第二。行业关注度持续提升。

其中游戏板块受谷歌云游戏平台上线等利好刺激，相关个股取得较大涨

幅，带动整个传媒板块上涨。 

 云游戏关注度持续提升，继谷歌之后亚马逊也将推出云游戏服务。继

Google11月 19日正式上线云游戏平台 Stadia，微软近期更新其 xCloud

云游戏的计划之后，又一巨头亚马逊有望在明年推出云游戏服务，与谷

歌、微软等展开竞争。国内方面，无论是游戏巨头还是科技公司，都已

纷纷布局云游戏。腾讯在今年已经连续发布了腾讯即玩、CMatrix、START

三款云游戏平台，游族网络、顺网科技等公司也分别与华为合作推出不

同的云游戏解决方案和产品。 

 云游戏时代，订阅模式或将崛起，行业格局将更加向巨头集中化。微软

X019发布会 XGP中加入了大量的新游戏，google的 Stadia平台也将推

出订阅与付费并行的模式，国内厂商方面，顺网科技推出了顺网云电脑

测试平台，目前可通过其云平台在 PC 端畅玩包括 DOTA2、PUBG、堡垒

之夜、王者荣耀等多款游戏，不久公司也会推出移动端版本。云游戏将

带来新的内容展现平台，拉动新增用户和 ARPU 值。  

 游戏板块景气度持续高企，业绩增速确定性较高。我们认为游戏板块是

当前传媒板块中业绩增长确定性较高的板块。供给端，2019 年游戏版

号审批重新放开，行业供给逐渐恢复，当下版号审批效率有进一步提升，

低基数下实现高增长；需求端，游戏玩家最近一整年对新游戏的需求有

望得到集中爆发。此外，硬件升级给内容带来新的操作和展现方式，游

戏作为变现效率非常高的内容，有望获得最先的突破，云游戏领域值得

重点关注。 

 5G时代来临，应用端受益，关注云游戏、大屏超高清、VR/AR等板块。 

5G的演进将沿着管端云这一思路发展，随着 5G网络建设不断推进，5G

手机等硬件设备不断迭代，5G 相关应用也有望逐步拓展。当下我们认

为内容与应用端受益 5G 发展的有三大方向：云游戏、大屏超高清、

VR/AR。 

 投资建议：（1）游戏板块重点推荐三七互娱、完美世界、吉比特；（2）

受益 5G 发展的 VR/AR、大屏超高清等板块，重点推荐：芒果超媒、新

媒股份；（3）营销板块重点推荐分众传媒、华扬联众、蓝色光标；（4）

出版板块重点推荐南方传媒、中信出版；（5）其他行业细分龙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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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平治信息、值得买。 

 风险提示：内容持续盈利风险、行业竞争加剧风险、政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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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情：本周传媒板块上涨 4.17%，跑赢沪深 300（-0.70%）、创业板（0.26%）

与中小板（0.28%），涨幅位于全行业上游。 

 从传媒各个细分板块来看，本周各子板块均有上涨。互联网板块涨幅最大，为 6.76%，电影动画板块涨幅

排名第二，为 4.27%，广播电视、平面媒体和整合营销板块依次排名 3~5 位，分别为 3.45%、2.02%和 1.25%。 

 从个股来看，长城动漫上涨 53.02%，位列第一；聚力文化上涨 38.76%，位列第二；鼎龙文化上涨 26.58%，

位列第三。个股跌幅前三：东方时尚（-13.46%）、天舟文化（-11.39%）、平治信息（-9.06%）。 

 

图表 1：传媒板块 VS 沪深 300、中小盘、创业板  图表 2：传媒子版块与沪深 300 周涨跌幅比较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3：A 股主要板块一周涨跌幅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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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A 股传媒与互联网个股一周涨跌幅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周重点公告 

重大事项： 

【华闻集团】关于购买北京环球国广媒体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广环球

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及北京环球国广媒体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在海南省海口市签署《关于北京环球

国广媒体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国广控股持有的环球国广 22.95%的股权（对应注册

资本 1,147.50万元），股权转让价格为 23,000.00万元。 

 

【欢瑞世纪】关于终止原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变更相应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2017 年初，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对外投资设立了北京魔力空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专门从事特效后期制作业务。公司同时接触了部分特效后期

行业人才，准备招聘进入魔力空间进行特效后期制作中心的建设和运营。但筹备期间，影视行业市场环境发生了

较大变化，为谨慎起见，公司暂缓了特效后期制作中心的建设。目前，市场环境仍然没有显著改善，同时随着产

业的去产能，特效后期制作中心显现出部分产能过剩的风险。综合考虑市场不确定性风险以及项目情况，拟终止

该项目，并将该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用于电视剧的拍摄。 

 

【思美传媒】关于清算并注销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公司于 2019 年 11月 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清算并注销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清算并注销控股子公司杭州思美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杭

州思美视动影业有限公司。思美创新、思美视动自设立以来，相关业务的开展未达到预期，公司为减少费用开支，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强化对子公司的集中统一管理故而决定注销。 

 

【暴风集团】关于公司与审计机构终止合作的风险提示的公告：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告知函》，由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大，2019年报

审计业务繁重，在时间和人员安排等方面已不能充分满足公司的需求，特告知辞去 2019 年报审计会计师。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请新的审计机构。由于人员流失严重和暂无合作的审计机构，公司存在无法在法定期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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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的风险。 

 

【联创股份】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司于 2019 年 11月 19日收到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洪国先生转发的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鲁证调查字（2019090）号]。

因李洪国先生涉嫌违法违规减持“联创股份”及未按规定披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

国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联创股份】关于收到山东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司于 2019年 4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下发的《监督检查通知书》，决定自 2019 年 4 月 15 日起对公司开展现场检查。公司于 2019

年 11月 1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出具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9】64 号），经现场检查，发现公司存在以下需整改的问题，

具体内容如下：年度报告中关联方借款事项披露不准确、不完整；2019 年一季报业绩承诺事项披露不准确；临

时报告披露不准确、不完整；财务处理不规范，导致定期报告不准确；商誉减值测试不规范，影响定期报告准确

性。上述事项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

监管局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并决定关情况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ST中南】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2018年 1月 23日，公司（被告）作为出票人开具了一张商业承兑汇票, 汇票

金额为 1500 万元人民币，汇票到期日为 2018 年 7 月 21 日,收票人为江阴中昌节能科技有限公司。2018 年 1 月

26 日，江阴中昌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将前述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深圳市富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原告）。该商

业承兑汇票于 2018年 7月 21日到期，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至今被告一直未履行支付义务。原告为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公司于近日收到江阴市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传票》、《民事裁定书》(2019)

苏 0281 民初 15208 号等材料，案件裁定结果为冻结公司的银行存款人民币 1500万元或查封等值财产。 

 

【数知科技】关于提起仲裁的公告：2019 年 7 月 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收

购浙江华坤道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终止收购浙江华坤道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管理层屡次与交易对方开展协商交易订金退回相关工作，但并未达成一致。公司遂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同时进行财产保全准备工作。11月 21 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受理保全申

请的通知（（2019）浙 0106财保 71号），做出概括性保全裁定：冻结原交易对手方持有的华坤道威 4,050万元股

权份额，占华坤道威总股本 81.00%。 

 

【文投控股】关于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司（含子公司）近 12个月内未披露的重要诉讼、仲裁事项的累

计涉及金额约 6601.3万元，其中 4起案件已结案。 

 

周重点新闻： 

 

 亚马逊计划明年推出云游戏服务。在谷歌 11 月 19 日推出云游戏服务 Stadia、微软计划在明年推出云

游戏流媒体服务 xCloud 之后，云计算巨头亚马逊也有望在明年推出云游戏服务，与谷歌、微软等在这

一行业展开竞争。（来源：Techweb 20191121） 

 

 滴滴成立传媒公司，将进军影视业。天眼查数据显示，2019 年 11 月 12 日，北京粒粒橙传媒有限公司

成立，这家新公司由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百分百持股，认缴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滴

滴市场部负责人王嘉杰。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电视剧制作、音像制品制作、电子出版物制作、电影发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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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控股。（来源：Techweb 20191119） 

 

 小米公开游戏联运业务的运营数据，提出春雨计划扶持优秀的游戏作品与团队。11 月 21 日，小米公司

MIDC 开发者大会应用与游戏生态分论坛在北京召开。公司首次公开了小米游戏联运业务的运营数据：

小米游戏累计注册用户目前已经突破 3 亿，开发者累计分成已超过 100 亿元。会上，小米游戏还针对

优秀的游戏作品与团队提出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春雨计划，计划包括对团队进行资金扶持，以及在流

量方面分别为独立游戏和快游戏开设专区，提供垂直的曝光入口。对于单款优秀游戏作品，春雨计划还

会为其进行全流量的推广。预计今年年底，小米的春雨计划会正式开始启动。（来源：游戏葡萄 20191121） 

 

 《暴走大侠》疑似因“版号问题”遭下架处罚。11 月 18 日，由上海捷勋研发、大梦龙途发行的《暴走

大侠》从苹果商店中下架，引起了用户广泛关注。官方很快通过公告，对下架做出了解释，其公示的原

因在于：“为配合推广及近期版本调整需求，iOS 版将临时下架。” 而在这则事态寻常的公告之外，产

业媒体「游戏新知」则将上述游戏下架的原因，归结为“版号问题”。截至目前，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官网回顾版号重启后的第三批审理结果，该游戏已被移出了名单，版号信息已查询不到。（来源：游戏

葡萄 20191118） 

 

 腾讯云推出“版权音乐助手”：版权音乐使用“按量付费”。据腾讯科技报道，11 月 20 日，腾讯云在“腾

讯全球数字生态大会上海峰会”发布“版权音乐助手”。据介绍，“版权音乐助手”是业内首款采用“按

量付费”模式的产品，背后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TME）的海量曲库，其中包括 Vlog、二次元、怀旧

等热门曲库，所有素材均有明确版权，可帮助内容创作者和平台快速调用正版音乐，降低正版音乐的使

用门槛。（来源：Techweb 20191120） 

 

 华为与《遇见逆水寒》联合研发光线追踪。11 月 20 日，根据《遇见逆水寒》手游官方信息，他们与华

为 EMUI 一起研发了一项黑科技，在手游上实现了光线追踪效果。据介绍，《遇见逆水寒》手游已实现

了光线追踪软阴影、光线追踪全场景反射、光线追踪磨砂镜面反射等多种效果，官方人员还表示包含此

项黑科技的新玩法也已经在进一步开发中。（来源：Techweb 20191120） 

 

 B 站推出国产原创动画扶持计划。11 月 17 日晚间报道，哔哩哔哩举办 2019-2020 bilibili 国创动画作品

发布会。会上，B 站推出国产原创动画扶持计划——“小宇宙新星计划”，面向所有国产原创动画的创

作者（包括在校学生，独立动画人，动画工作室等），由专业评委对其原创动画作品进行评定。同时，

B站还推出 40部动画作品内容，包括 27部新作，以及 13部之前作品的新内容。（来源：艺恩 20191118） 

 

 第 28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论坛聚焦中国电影未来提升方向。11 月 19 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厦门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执委会办公室学术活动部

承办的第 28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论坛隆重举行，论坛围绕“光影中国梦，致敬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周年”主题展开讨论，提出了未来的中国电影的创作方向、电影公司在新市场格局下的提升方

向以及对电影工业化流程和培养电影年轻一代的关注。（来源：艺恩网 20191121） 

 

周影视、游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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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票房数据。第 45 周（2019.11.11-2019.11.17）：第 45 周总票房 6.38 亿元，其中《决战中途岛》以 1.02 亿

票房排名第一，《少年的你》排名第二，《大约在冬季》排名第三。周总观影人次 1839 万。 

 

图表 5：2018-2019 周度票房统计 

 

来源：猫眼，中泰证券研究所 

 

 即将上映电影情况：截至 12 月 5日，即将上映的影片还有 21部。 

 

图表 6：即将上映电影情况统计 

 

来源：猫眼电影，中泰证券研究所 

 

 电视剧、综艺收视率网络热度情况：根据酷云数据显示，湖南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排名收视率前三，

市占率分别为 4.9843%、2.4411%、2.3334%。根据艺恩数据，电视剧播放量来看，《初恋那件小事》《谍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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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惊蛰》《奔腾年代》排名前三，网络剧播放量排名前三的分别为《从前有座灵剑山》《鹤唳华亭》《热血

少年》；电视综艺播放量排名来看，《舞蹈风暴》《2019 主持人大赛》《我们的歌》排名前三；网络综艺播放

量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奇葩说第六季》《明星大侦探第五季》《演员请就位》。 

 

图表 7：本周省级卫视周收视率排名 

 

来源：酷云数据、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8：本周电视剧播放量排名  图表 9：本周网络剧播放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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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艺恩数据，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艺恩数据，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10：本周电视综艺播放量排名  图表 11：本周网络综艺播放量排名 

 

 

 
来源：艺恩数据，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艺恩数据，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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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S 免费榜及畅销榜排名 

 免费榜中，《我的起源》占据下载榜首，《阳光养猪场》排名第二，《驯龙物语-二次元回合制策略游戏》排名

第三。 

 畅销榜中，《王者荣耀》排名第一，《和平精英》和《三国志·战略版》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名。 

 

图表 12：IOS 免费榜排名  图表 13：IOS 畅销榜排名 

 

 

 

来源：七麦数据，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七麦数据，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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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

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

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

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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