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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有风险  入市须谨慎 

推荐评级 增持 

 

基础数据 

上证指数 

沪深 300 

3232.88 

3493.70 

行业指数 1299.73 

总市值（亿元） 21,092.49 

流通 A股市值（亿元） 11,474.17 

PE（TTM） 45.44 

今年以来行业表现 

 

 

 传媒行业市场表现 

本周，申万传媒板块收于 1299.73点，涨幅为-2.08%，在申万

一级行业中排名靠后，跑输大盘。本周各基准指数情况为：上

证综指（-0.34%）、深证成指（-1.13%）、沪深 300(-1.00%)、

中小板指（-0.39%）和创业板指（-2.03%）。 

 核心观点 

美国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的一条新闻报道称，Magic 

Leap过去发布的多个展示 AR技术的神奇视频其实是由一家视

频特效公司 Weta制作，让今年大火的 AR公司 Magic Leap陷

入到空前的危机，也让很多投资人对 VR 和 AR产业的前景表示

堪忧。目前而言，各大巨头争先布局虚拟现实领域，但技术仍

有待成熟和改进。 

年末将至，各大电影院线又将上演一场激烈的比拼，12月份

将有 48部影片公映，除了已经上映的《你的名字。》、《三

少爷的剑》等重要影片外，《长城》、《侠盗一号：星球大战

外传》、《血战钢锯岭》、《罗曼蒂克消亡史》等一系列大片

蓄势待发，我们看好优质内容电影的市场表现。个股方面，我

们看好慈文传媒（网剧精品龙头）、光线传媒（专注优质内容

布局）和中文在线（优质网络文学 IP储备丰富，深耕粉丝经

济）。 

 电影市场数据跟踪 

根据中国票房网的数据，本周（第 49周）票房 71887万元，

环比下降了 15.82%。本周《你的名字。》以 20478 万票房蝉

联周冠军，本周新片《血战钢锯岭》（12月 8日上映）以 11684

万票房的成绩排名第二，新片《28岁未成年》（12月 9日上

映）以 7020 万票房排名第三。 

 风险提示 

系统性风险；政策监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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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表现回顾（12.05—12.09） 

1.1本周传媒行业表现较差，位列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第 27位 

本周，申万传媒板块收于 1299.73点，涨幅为-2.08%，在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靠后，跑输大盘。本周

各基准指数情况为：上证综指（-0.34%）、深证成指（-1.13%）、沪深 300(-1.00%)、中小板指（-0.39%）

和创业板指（-2.03%）。 

图表 1：本周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排行 

 

 

数据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1.2本周传媒行业子板块表现 

各子板块中，涨幅排行前三的板块分布分别为：平面媒体（0.58%）、有线电视网络（-0.47%）和其

他文化传媒(-1.48%)。 

图表 2：传媒行业子板块涨跌幅排行 

 

 

数据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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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周传媒行业个股表现 

行业涨幅靠前的个股分别为大地传媒(17.00%)、天龙集团(12.32%)、中文在线(11.59%)、浙报传媒

(9.26%)和*ST生物(5.89%)；涨幅靠后的分别为分众传媒(-12.18%)、巨龙管业(-11.33%)、华媒控股

(-9.49%)、昆仑万维(-9.46%)和中青宝(-9.00%)。 

图表 3：本周传媒板块涨跌幅排名居前个股 

 

 

数据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图表 4：本周传媒板块涨跌幅排名靠后个股 

 

 

数据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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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周行业观点 

美国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的一条新闻报道称，Magic Leap过去发布的多个展示 AR技术的神奇

视频其实是由一家视频特效公司 Weta制作，让今年大火的 AR公司 Magic Leap陷入到空前的危机，也让

很多投资人对 VR和 AR产业的前景表示堪忧。目前而言，各大巨头争先布局虚拟现实领域，但技术仍有待

成熟和改进。 

年末将至，各大电影院线又将上演一场激烈的比拼，12 月份将有 48部影片公映，除了已经上映的《你

的名字》《三少爷的剑》等重要影片外，《长城》《侠盗一号：星球大战外传》《血战钢锯岭》《罗曼蒂

克消亡史》等一系列大片蓄势待发，我们看好优质内容电影的市场表现。个股方面，我们看好慈文传媒（网

剧精品龙头）、光线传媒（专注优质内容布局）和中文在线（优质网络文学 IP储备丰富，深耕粉丝经济）。 

 

三、本周行业动态 

【中概股】 

京东金融上线“东家财富”并出资成立“东家金服” 

京东金融宣布将正式推出金融服务平台——“东家财富”，并于 12月 5日同时上线“东家财富”官网。据

京东金融介绍，“东家财富”专注于为中国高净值家庭定制资产管理和配置服务，目前已推出类固定收益类、

私募股权类、私募证券类等产品。(来源：搜狐，http://mt.sohu.com/20161206/n475079134.shtml ) 

马云与泰副总理签合作协议阿里大举进军泰国电商市场 

泰国副总理颂吉造访阿里巴巴总部，同马云签署了泰国政商两界与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领域合作的协

议。阿里巴巴发表声明称，它将为 3万家泰国中小企业和 1万名个人提供数字技术培训服务，并帮助增强

泰国供应链和物流服务。(来源：IT之家，http://www.ithome.com/html/it/279246.htm  )  

 

【影视娱乐】 

咪咕发布 30亿“音乐新生态”计划,与新浪微博达成战略合作 

咪咕音乐发布“音乐新生态”计划。咪咕音乐将投入 30 亿在音乐版权、活动演艺、艺人培养、音乐

发行、节目制作、创新营销等方向，打造音乐生态圈。咪咕音乐还宣布联合 Moto、微博、多米音乐、国广

互联科技、永稻星等品牌发布“互联网强强联合”计划，将在音乐基础上展开终端、社交化媒体、粉丝经

济、娱乐、媒体的拓展合作。(来源：环球网，http://tech.huanqiu.com/news/2016-12/9767630.html  ) 

万达集团加速布局区块链 

http://mt.sohu.com/20161206/n475079134.shtml
http://www.ithome.com/html/it/279246.htm
http://tech.huanqiu.com/news/2016-12/97676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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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Strata+Hadoop World 全球大数据峰会”在新加坡召开。在此次峰会上，万达集团旗下万达网络联

合 Cloudera发布了一站式“大数据+区块链”解决开源方案 “Project Hercules大力神项目”。 (来源：新浪

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6-12-07/doc-ifxypcqa8973907.shtml  )  

索尼、Facebook、HTC 等 VR大厂共同成立 VR行业协会 

2016年号称 VR元年，在这个元年的尾巴，VR业界第一个具现实意义的行业联盟终于建立了。谷歌、

三星、HTC、Oculus、索尼和宏碁联合成立了一个全球虚拟现实联盟 GVRA。(来源：搜狐，

http://mt.sohu.com/20161209/n475430965.shtml  )  

光线影业十年累计票房近 200 亿，王长田：全年再平均提薪 20% 

随着《你的名字》6天 3.7 亿票房，光线影业 10年 91 部影片的总票房达到了 200 亿。12月 8日，居

于行业领跑者地位的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发表内部公开信，光线影业十年以来，用 91部电影、34部过亿

影片、200亿总票房、每部 2.2亿平均票房的成绩持续领跑国内电影市场。王长田在发布的致员工公开信

中称，为了纪念这一刻，我们将在今年年初平均提薪 15%的基础上，年内再平均提薪 20%。(来源：网易财

经，http://money.163.com/16/1208/15/C7PBE582002580S6.html  )  

 

【互联网】 

中国移动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移动与阿里巴巴集团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双方将在新兴领域、基础通信服务、信

息基础设施、营销合作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聚焦新市场、创造新价值。 (来源：凤凰财经，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209/15065237_0.shtml  )  

 

【游戏】 

腾讯电竞品牌正式发布，组建五大泛娱乐业务矩阵 

腾讯互娱在 2016 TGC现场正式对外发布腾讯电竞子品牌，并与旗下腾讯游戏、腾讯文学、腾讯影业、

腾讯动漫一齐组成泛娱乐五大业务矩阵。此前，腾讯旗下的《英雄联盟》的全球总决赛观赛人数已经连续

两年超越了 NBA总决赛的观赛人数，而在移动电竞领域，《王者荣耀》职业联赛 KPL仅仅用了三个月时间，

也获得了几亿人次的观看。(来源：搜狐，http://mt.sohu.com/20161209/n475430548.shtml  ) 

 

【教育&体育】 

阿里体育成国际泳联战略合作伙伴，布局水上运动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6-12-07/doc-ifxypcqa8973907.shtml
http://mt.sohu.com/20161209/n475430965.s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5/7/5f717247/1.html
http://money.163.com/16/1208/15/C7PBE582002580S6.html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209/15065237_0.shtml
http://mt.sohu.com/20161209/n4754305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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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国际泳联（FINA）年度“泳坛盛典”于当地时间 4日在加拿大温莎开幕。国际泳联与阿里体育

共同宣布双方达成 10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根据协议，未来阿里体育将与国际泳联展开在电商、票

务、体育旅游、培训以及赛事推广运营等方面全面深度合作，推动并提高中国水上运动在全球的发展和和

影响力，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水上运动。(来源：搜狐体育，

http://sports.sohu.com/20161206/n475090440.shtml  ) 

乐视体育组织架构调整：成立三大事业群 

12月 5日，乐视体育召开管理层扩大会议，正式宣布新的组织变革和人事调整。乐视体育成立新媒体

及线上事业群、线下商业事业群和体育消费业务事业群。(来源：搜狐，

http://mt.sohu.com/20161206/n475073559.shtml  ) 

 

【出版】 

2017年出版物出版计划突出十方面重点 

一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二是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文化氛围。三

是深入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四是大力推进文艺出版繁荣发展。五是着力推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繁荣

发展。六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七是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八是繁荣发展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出版。九是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十是继续做好重大纪念活动出版工作。 

（来源：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contents/6580/310444.shtml） 

 

四、本周重点公司公告 

【中南传媒 601098:全资子公司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省新华书店拟向关联方印刷集团购买泊富商业广场写字楼共六层合计 12873.90

平方米与 20个地下车位使用权，计划投入资金 27503.30万元。印刷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出版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天神娱乐 002354：公司参与认购基金份额以丰富产业模块】 

（1）公司拟认购基金总规模约 3.4亿元的乾坤问道基金份额，公司拟认购基金份额不超过 5100万元。

该基金主要用于投资影视娱乐行为为主的文化娱乐公司。 

（2）公司控股子公司乾坤翰海拟认购总规模约 13亿元的深圳泰悦基金份额，乾坤翰海拟认购基金份

额约 2.17亿元。该基金主要用于投资游戏行业。 

【中南文化 002445：对外投资】 

http://sports.sohu.com/20161206/n475090440.shtml
http://mt.sohu.com/20161206/n475073559.shtml
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contents/6580/3104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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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深度视界及深度视界股东谌鸿翔、林淡云、清简投资签订增资协议，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 2000

万元，持有深度视界增资后 10%股权。本次增资用途为深度视界主营业务相关的运营和开支。             

【中文在线 300364：参与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 

（1）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青岛正勤康大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 1,500万元。 青岛正勤拟投资专注于在线教育、IP及衍生、企业服务、人工智能等领域。  

（2）2016年 12月 7日起，公司英文简称由“ZWZX”变更为“ChineseAll”。公司证券简称、证券代

码不变。 

【万达院线 002739：11月经营简报】 

2016年 11月，公司实现票房收入 4.5亿元，观影人次 1,088.8万人次。1-11月累计票房收入 67.6

亿元，同比增长 25.04%，累计观影人次 16,692.08万人次，同比增长 27.4%。截止 2016 年 11月 30日，

公司拥有已开业影院 376家，3,319块银幕。 

【蓝色光标 300058：控股子公司转让部分业务资产】 

（1）公司控股子公司精准阳光拟将部分业务资产及其全资子公司上海精准 100%股权合计作价 3300万

元转让给精准传媒。 

（2）公司全资子公司山南蓝标拟将所持有的云图微动全部 9.5%股权作价 1.0925亿元转让给险峰投资。 

【时代出版 600551：参与设立合伙企业】 

为增加公司投资收益，拓宽产业投资领域。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亿元参与设立规模 6亿元的川文创

富，成为该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广电网络 600831：与佛坪县人民政府签署《有线数字电视、无线宽带和农村广播全覆盖服务协议》】 

（1）本公司为佛坪全县用户接入有线数字电视，负责网络建设、维护、运营和管理，确保用户能够收

看 80套以上标清或高清电视节目及智慧窗内的点播回看服务；为全县 35个贫困村建设 70个 wifi热点，

为非贫困村、县城、集镇建设 90个 wifi热点；在全县建设 10个应急通讯和广播信号覆盖点。  

（2）佛坪县政府为全县所有接入有线数字电视的用户实施政府购买（补贴）服务；通过政府购买（补

贴）方式实现全县县域 wifi全覆盖、农村广播网络全覆盖。以上购买服务期限为五年。 

注：除特殊标明外，其他资料均来源于上市公司公告 

 

五、本周电影市场数据跟踪 

根据中国票房网的数据，本周（第 49周）票房 71887 万元，环比下降了 15.82%。本周《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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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478万票房蝉联周冠军，本周新片《血战钢锯岭》（12 月 8日上映）以 11684万票房的成绩排名第二，

新片《28岁未成年》（12月 9日上映）以 7020万票房排名第三。 

图表 5：本周票房排名 TOP10（单位：万元；2016年 12 月 5 日-2016年 12月 11日） 

影片名 票房 制作发行公司 

你的名字。 20478 日本东宝株式会社 

血战钢锯岭 11684 澳洲宇宙电影、美国十字小溪影业等 

28岁未成年 7202 乐视影业 

神奇动物在哪里 6902 美国华纳兄弟 

佩小姐的奇幻城堡 4056 20世纪福克斯等 

萨利机长 3771 美国华纳兄弟等 

 三少爷的剑  3710 博纳影业 

我不是潘金莲 3618 耀莱影视、华谊兄弟等 

海洋奇缘 2952 华特迪士尼 

 圣诞大赢家  2093 天漫文化等 
 

 

数据来源：EBOT 艺恩票房智库、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图表 6：下周上映新片（2016 年 12月 12日-2016 年 12 月 18日） 

影片名 上映时间 制作发行公司 

先锋之那时青春 

飞天窑女 

2016年 12月 12 日 

2016年 12月 16 日 

凯创影视等 

龙泉创美文化影视传媒 

我的朋友圈 2016年 12月 16 日 天音文化、盛世豪门、视界文化 

长城 2016年 12月 16 日 乐视影业等 

生门 2016年 12月 16 日 中广梦想纪录、中视文公、唐德灿烂 

罗曼蒂克消亡史 

我在故宫修文物 

五女闹京城 

功夫四侠 

甜水谣 

求生者 

2016年 12月 16 日

2016年 12月 16 日 

2016年 12月 16 日

2016年 12月 17 日 

2016年 12月 18 日

2016年 12月 18 日 

华谊兄弟等 

哔哩哔哩影业等 

长江传媒、基点影视等 

橡树动画、环鹰时代 

卯光兄弟影视 

中青缘文化产业 
 

 

数据来源：EBOT艺恩票房智库、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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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定义 

我们设定的上市公司投资评级如下： 

买入 ：预计未来六个月总回报超过综合指数增长水平，股价绝对值将会上涨。 

持有 ：预计未来六个月总回报与综合指数增长相若，股价绝对值通常会上涨。 

卖出 ：预计未来六个月总回报将低于综合指数增长水平，股价将不会上涨。 

 

我们设定的行业投资评级如下： 

增持 ：预计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高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水平。 

中性 ：预计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水平相若。 

减持 ：预计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低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水平。 

 

我们所定义的综合指数，是指该股票所在交易市场的综合指数，如果是在深圳挂牌上市的，则以深圳综合

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参考基准，如果是在上海挂牌上市的，则以上海综合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参考基准。而我

们所指的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水平是以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作为参考基准。 

 

分析师简介 

薄晓旭，SAC执业证书号：S0640513070004，金融学硕士，2011年 7月加入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从事商

贸零售、餐饮旅游、传媒行业研究。 

 

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分析师本人

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

接或间接相关。 

 

风险提示：投资者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

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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