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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行业点评报告模板 
首选安全边际，长期看好教育，影视与电竞

游戏； 

 传媒行业 

推荐   
核心观点：   

 市场行情回顾：  

本周股市连续窄幅调整，截止到 12 月 02 日周五收市，本周创业板

指下降 1.11%，报 2143.45 点；上证综指下降 0.55%，报 3243.84 点；

传媒行业指数下降 1.65%，报 1327.36 点，落后创业板指 0.54 个百分

点。 

五涨四美中，一只股票上涨，捷成股份涨幅最大，周涨幅为 1.46%；

八只股票下跌，共达声电周跌幅最大，跌幅为 5.75%。所有传媒公司中，

中青宝周涨幅最大，为 8.61%，其次为华媒控股，周涨幅 7.63%，皖新

传媒排名靠前；本周下降的有 55 只股票，引力传媒降幅最大，周降幅为

15.06%。 

票房日期：2016-11-21 至 2016-11-27 单周票房：67165 万 单周场

次：1445015 场 单周人次：2053 万 

 行业动态：  

 2016 年我国游戏行业市场规模有望超 1800 亿元； 

 北京文化再出手，5 亿保底《一代妖精》 工夫影业提前锁定 7473

万； 

 美国最大付费电视运营商AT&T进军在线电视 乐视成硬件合作

商; 

 公司公告： 

 【吉视传媒】18.58 亿投资三亚视觉文化体验基地项目；； 

 【乐视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增持公司股份； 

 重点数据：   

2016-11-21 至 2016-11-27 这一周，中国电影市场周总票房约 6.72

亿，环比上涨 17%；单周场次约为 145 万场，环比下降 1%；单周观影

人次 2053 万，环比上涨 15%。《神奇动物在哪里》以 2.83 亿单周票房位

居第一；《我不是潘金莲》以 1.27 亿票房位居第二；《海洋奇缘》以 8548

万票房位居第三；《奇异博士》4269 万票房位居第四；《冲天火》以 2644

万票房位居第五。。 

 投资建议：维持推荐 

我们认为在弱市场环境背景下，板块整体表现高风险性特征，寻找安

全边际品种尤为重要。在市场不确定强的情况下，首先考虑安全性，建议

布局年报业绩预告向好，有稳定增速和安全边际的个股，关注年报高送转

预期个股；长期建议关注教育板块以及影视板块；此外国内电子竞技行业

三大盛会相继举行，关注游戏电竞板块机会 

银河传媒本周推荐股票为：联建光电、浙报传媒、光线传媒、勤上光

电、中文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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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行情回顾 

(一) 银河五涨四美及传媒板块行情 

2016 年 1 月来，市场连续性的大跌后，市场呈现震荡趋势，沪指围绕 3000 点震荡。四

月市场先扬后抑，后进入缩量调整，行情整体平淡，之后市场继续震荡。本周大盘走强，险资

举举牌情况下大盘走强，但是下周可能遇到政策约束，有可能大幅调整。截止到 12 月 02 日

周五收市，本周创业板指下降 1.11%，报 2143.45 点；上证综指下降 0.55%，报 3243.84 点；

传媒行业指数下降 1.65%，报 1327.36 点，落后创业板指 0.54 个百分点。。 

五涨四美中，一只股票上涨，捷成股份涨幅最大，周涨幅为 1.46%；八只股票下跌，共

达声电周跌幅最大，跌幅为 5.75%。所有传媒公司中，中青宝周涨幅最大，为 8.61%，其次为

华媒控股，周涨幅 7.63%，皖新传媒排名靠前；本周下降的有 55 只股票，引力传媒降幅最大，

周降幅为 15.06%。 

 

表格 1：五涨四美行情回顾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新股价(元) 本周涨幅(%) 本月涨幅(%) 总市值(亿元) 

300182.SZ 捷成股份 11.30 1.46 -0.98 284.18 

600136.SH 道博股份 20.28 -0.29 -1.46 98.90 

300251.SZ 光线传媒 11.34 -0.45 -2.28 327.10 

000802.SZ 北京文化 20.74 -1.01 -0.29 149.90 

002235.SZ 安妮股份 18.51 -2.38 -1.64 74.64 

000673.SZ 当代东方 13.49 -3.16 0.53 104.48 

300269.SZ 联建光电 23.15 -5.42 -2.11 139.31 

300299.SZ 富春通信 25.18 -5.51 -3.87 92.57 

002655.SZ 共达电声 16.30 -5.75 -4.72 56.02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表格 2：2016 年传媒行业公司行情回顾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本周涨幅(%)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本周涨幅(%) 

300052.SZ 中青宝 8.61 300418.SZ 昆仑万维 -1.83 

000607.SZ 华媒控股 7.63 601929.SH 吉视传媒 -2.41 

601801.SH 皖新传媒 7.08 002095.SZ 生意宝 -2.54 

600633.SH 浙报传媒 4.35 300043.SZ 互动娱乐 -2.59 

300315.SZ 掌趣科技 3.54 300392.SZ 腾信股份 -2.67 

300359.SZ 全通教育 3.40 002181.SZ 粤传媒 -2.68 

600831.SH 广电网络 3.05 002261.SZ 拓维信息 -2.81 

300288.SZ 朗玛信息 2.28 600037.SH 歌华有线 -3.12 

600804.SH 鹏博士 2.12 300113.SZ 顺网科技 -3.13 

300104.SZ 乐视网 1.28 601928.SH 凤凰传媒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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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88.SH 中视传媒 0.84 000673.SZ 当代东方 -3.16 

300431.SZ 暴风科技 0.68 300383.SZ 光环新网 -3.22 

300069.SZ 金利华电 0.62 600880.SH 博瑞传播 -3.23 

600661.SH 新南洋 0.61 300295.SZ 三六五网 -3.43 

300059.SZ 东方财富 0.33 603729.SH 龙韵股份 -3.44 

600959.SH 江苏有线 0.09 300071.SZ 华谊嘉信 -3.57 

002400.SZ 省广股份 0.00 300291.SZ 华录百纳 -3.75 

601098.SH 中南传媒 0.00 000892.SZ *ST星美 -4.20 

000719.SZ 大地传媒 0.00 600825.SH 新华传媒 -4.20 

300027.SZ 华谊兄弟 0.00 300336.SZ 新文化 -4.24 

600551.SH 时代出版 0.00 002174.SZ 游族网络 -4.27 

300251.SZ 光线传媒 -0.45 000681.SZ 视觉中国 -4.38 

600637.SH 东方明珠 -0.45 000504.SZ 南华生物 -4.43 

603000.SH 人民网 -0.47 000917.SZ 电广传媒 -4.56 

002739.SZ 万达院线 -0.50 000503.SZ 海虹控股 -4.85 

000156.SZ 华数传媒 -0.53 300148.SZ 天舟文化 -5.21 

600652.SH 游久游戏 -1.08 002315.SZ 焦点科技 -5.21 

600373.SH 中文传媒 -1.11 002354.SZ 天神娱乐 -5.24 

002292.SZ 奥飞动漫 -1.15 600757.SH 长江传媒 -5.79 

002445.SZ 中南重工 -1.28 300226.SZ 上海钢联 -6.01 

300058.SZ 蓝色光标 -1.30 603999.SH 读者传媒 -6.14 

000793.SZ 华闻传媒 -1.33 000835.SZ 长城动漫 -6.15 

002555.SZ 三七互娱 -1.35 601999.SH 出版传媒 -6.67 

600386.SH 北巴传媒 -1.38 300426.SZ 唐德影视 -7.44 

002148.SZ 北纬通信 -1.49 300494.SZ 盛天网络 -7.96 

002238.SZ 天威视讯 -1.50 300364.SZ 中文在线 -9.79 

300133.SZ 华策影视 -1.78 002712.SZ 思美传媒 -11.93 

000665.SZ 湖北广电 -1.78 603598.SH 引力传媒 -15.06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二) 市场行情回顾 

本周创业板指下降 1.11%，报 2143.45 点；上证综指下降 0.55%，报 3243.84 点；传媒

行业指数下降 1.65%，报 1327.36 点，落后创业板指 0.54 个百分点。2016 年以来，传媒板

块下跌 25.70%，同期创业板指下跌 21.02%，上证综指下跌 8.34%，沪深 300 下跌 5.42%。 

 

表格 3：2016 年 A 股指数行情回顾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新股价 本周涨幅(%) 本月涨幅(%) 本季涨幅(%) 年初至今涨跌幅(%) 

801760.SI 传媒(申万) 1327.36 -1.65 -1.50 2.51 -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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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00.SH 沪深 300 3528.95 0.22 -0.26 8.47 -5.42 

000001.SH 上证综指 3243.84 -0.55 -0.19 7.96 -8.34 

399001.SZ 深圳成指 10912.63 -1.12 -0.90 3.27 -13.84 

399006.SZ 创业板指 2143.45 -1.11 -1.81 -0.30 -21.02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在各个行业中，本周传媒板块下降 1.65%，涨跌幅排名第 15 名。分子行业来看，子行业

中互联网传媒一周跌幅最小，为 0.89%，其次是有线电视网络，跌幅为 1.48%，平面媒体跌幅

为 2.37%，营销传播跌幅为 2.48%，影视动漫下跌 2.63%。  

图表 1：市场各行业板块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图表 2：传媒子行业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二、重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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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影票房 

票房日期：2016-11-21 至 2016-11-27 单周票房：67165 万 单周场次：1445015 场 单

周人次：2053 万 

2016-11-21 至 2016-11-27 这一周，中国电影市场周总票房约 6.72 亿，环比上涨 17%；

单周场次约为 145 万场，环比下降 1%；单周观影人次 2053 万，环比上涨 15%。《神奇动物

在哪里》以 2.83 亿单周票房位居第一；《我不是潘金莲》以 1.27 亿票房位居第二；《海洋奇缘》

以 8548 万票房位居第三；《奇异博士》4269 万票房位居第四；《冲天火》以 2644 万票房位居

第五。 

表格 4：2016-11-21 至 2016-11-27 单周票房详情 

排名.影片名 
单周票房

(万) 
环比变化 

累计票房

（万） 

平均票

价 

场均

人次 
口碑指数 

1.神奇动物在哪里 28322 -- 28322 34 37 0 

2.我不是潘金莲 12735 -0.38 33298 33 12 7.5 

3.海洋奇缘 8548 -- 8548 31 24 0 

4.奇异博士 4269 -0.68 74621 35 8 8.29 

5.冲天火 2644 -- 2671 29 10 0 

6.名侦探柯南：纯

黑的恶梦 

2313 -- 2313 27 16 0 

7.比利·林恩的中

场战事 

2023 -0.63 15588 55 8 8.28 

8.深海浩劫 1714 -0.69 7155 29 7 7.68 

9.勇士之门 550 -0.68 2266 31 2 6 

10.航海王之黄金城 503 -0.84 10692 28 4 8.68 

资料来源：EBOT 艺恩票房智库，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二）电视剧 

1. 电视剧网络播放量 

电视剧方面，截至 2016 年 12 月 02 日，根据寻艺网 7 日榜数据，《锦绣未央》以 90133

万播放量排名第一，《咱们相爱吧》播放量 10962 万，排名第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播放

量 8130 万，排名第三，《诛仙青云志》播放量 3356 万，排名第四。 

图表 3：电视剧网络播放排行榜 

http://www.cbooo.cn/m/643984
http://www.cbooo.cn/m/640103
http://www.cbooo.cn/m/644926
http://www.cbooo.cn/m/325408
http://www.cbooo.cn/m/652864
http://www.cbooo.cn/m/644062
http://www.cbooo.cn/m/644062
http://www.cbooo.cn/m/625158
http://www.cbooo.cn/m/625158
http://www.cbooo.cn/m/656548
http://www.cbooo.cn/m/626571
http://www.cbooo.cn/m/65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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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寻艺网，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2. 电视台收视率 

根据收视率排行数据可知，2016 年 11 月 21 日-11 月 27 日一周电视台收视率排行榜，上

海东方霸气连续登顶，与第二名江苏卫视相比，领先优势明显。上海东方卫视 0.323%位居榜

首，江苏卫视 0.292%位居第二，北京卫视 0.268%排名第三。 

图表 4：CSM52 城一周电视台收视率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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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收视率排行 卫视这些事儿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3. 电视剧收视率 

根据收视率排行数据可知，CSM52 城，2016 年 11 月 21 日-11 月 27 日一周电视剧收视

率排行榜；电视剧《锦绣未央》分列一二，双双 1.3+，涨势喜人。上海东方卫视电视剧《锦绣

未央》1.376%收视率排名第一；北京卫视《锦绣未央》收视亮眼，1.301%，排名第二；江苏

卫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293%表现不俗，排名第三；湖南卫视《咱们相爱吧》0.978%排

名第四。 

图表 5：CSM52 城一周电视剧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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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收视率排行 卫视这些事儿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4. 综艺节目收视率 

根据收视率排行数据可知，CSM52 城，2016 年 11 月 21 日-11 月 27 日一周综艺节目排

行榜：《喜剧总动员》不断攀升，收视 2.109%，较上期又有小幅上升，排名第一；《蒙面唱将

猜猜猜》表现不俗，收视 1.949%，排名第二。《天籁之战》收视 1.772%，排名第三。 

图表 6：CSM52 城一周综艺节目收视率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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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收视率排行卫视这些事儿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三、公司公告 

11 月 28 日  

【吉视传媒】 

1，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全资子公司项目投资的议案》，审议通过《关于拟转让中吉金服互联

网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审议通过《关于

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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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58 亿投资三亚视觉文化体验基地项目； 

 

【腾信股份】 

1，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的议案》，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审议通过《关

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审议通过《关

于总经理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的议案》，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2，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改选暨推荐

董事人选的议案》。 

3，选举林志海为董事长，选举田炳信为副董事长，选举赵昕阳为监事会主席。 

 

【电广传媒】投资者关系活动 

公司汤振羽、吴瑛接待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钟奇、强超廷等一行，双方就公司近期

发展情况介绍，股权激励，互联网并购保障措施等方面做了深入交流和沟通。 

 

【天舟文化】投资者关系活动 

董事会秘书杨灏、证券事务代表姜玲接待了博时基金周志超等一行，双方就公司近期发展

情况介绍，2017年外延布局，游爱网络的最新游戏产品等方面做了深入交流和沟通。 

 

【盛通股份】 

1，董事会 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配套募集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审议通过《募集的配套

资金总额及用途》，审议通过《关于<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部分认购方签署募

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2，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 

 

【三五互联】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互联网投资并购基金相关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互联网投资并购基金优先级资金提供回购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暂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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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传媒】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审议通过了《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

数量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人民网】 

1，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公司拟于 2016 年 12月 14日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3，修改《公司章程》 

 

【龙韵股份】 

1，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2，注销全资子公司西藏龙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长城影视】 

1，董事会 2016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继续推进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2，继续推进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恺英股份】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中青宝】提前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3000 万元 

 

11 月 29 日 

【*ST 生物】 

1，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房产转让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利

用暂时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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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拟于 2016 年 12月 14日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3，30,172.000 元转让海南省海口市滨海新村海景湾大厦附楼的部分闲置房产； 

4，申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 2亿元； 

 

【腾信股份】 

1，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接受委托贷款的议案》，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徐炜、董事

长林志海、总经理史实无偿为公司委托贷款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2，实际控制人徐炜、董事长林志海、总经理史实无偿为公司委托贷款 3000万元； 

 

【引力传媒】 

1，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本公司股票交易于 2016 年 11 月 25日、11 月 28日、11 月 2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

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3.24%，属于异常波动； 

2，回复股票交易异常波动问询函 

罗衍记为公司控股股东，经自查确认不存在与公司有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股价异常

波动的重大信息。 

 

【乐视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参与人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共计约 10 人，具体情况如下： 

 

 

【利欧股份】 

1，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王相容质押 1850 万股，占所持比 7.65%； 

2，为全资子公司江苏万圣伟业连带责任担保 5亿元； 

 

【中文传媒】 

1，完成 2016 年度第二期 507,890,410.96 元人民币超短期融资券兑付； 

2，控股子公司“智明星通”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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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投资者关系活动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王晶先生于 2016年 11月 28日 16:00-17:30接待了天风证券冯翠婷、

日盛证券趙憲成、日盛投顾史聖國、群益证券蔡彦正、新光人寿林俊賢、陈奂文等双方就

四大战略的关联性、玩具业务表现、压缩成本费用率等议题作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 

【暴风集团】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冯鑫解除质押 240万股，占所持比 4.10%； 

 

【读者传媒】到期收回委托理财产品本金 1亿元及收益 180 万，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 

 

【印记传媒】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印记华城因日常资金需求质押 3342万股，占所持比 23.64%； 

 

【数码视讯】全资子公司数码视讯支付技术有限公司完成分立，拟挂“新三板”； 

 

11 月 30 日 

【中青宝】 

1，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审议并通过《关于

召集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的议案》； 

2，公司拟于 2016 年 12月 16日（星期五）下午 14:30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利欧股份】 

1，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王壮利解除质押 4800万股，占所持 25.10%； 

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工商管理登记； 

 

【新南洋】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审议《关于公司购买申通信息广场 11 楼整层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购买申通信息广场 11楼整层房产具体事宜的议案》。 

 

【龙韵股份】更新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 

截至 2016年 11 月 30 日， 国联安-龙韵 1号资产管理计划已通过二级市场买入方式购入

本公司股票累计 1,257,886 股，占公司总股本 1.89%，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94,955,081.08

元，成交均价为人民币 75.49元/股。 

 

【华闻传媒】公司发布“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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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东方】公司股东拟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函； 

 

【长城动漫】补充披露和回复深交所融资租赁相关事宜； 

 

【中文传媒】控股子公司“智明星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获得受理； 

 

12 月 01 日 

【游族网络】 

1，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

案》，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公司拟于 2016 年 12月 16日（星期五）下午 14:00召开 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广电网络】成交陕西省电信普遍服务补助项目 

近日，公司收到中招国际招标有限公司《成交通知书》，在中招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组织的

陕西省 2016 年第二批电信普遍服务补助项目（安康市）（项目编号：TC169C6S2）竞争性

谈判中，经谈判小组评审，确定本公司为本项目的成交供应商，成交金额为 4,834.8124

万元人民币（其中汉滨区：2,973.0456万元、高新区：50.8561 万元、汉阴县：777.6535 

万元、石泉县：766.999万元、宁陕县：266.2582 万元）。 

 

【新南洋】 

1，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五次修订稿）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本

公司与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一）>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签订<附条件生

效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一）>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上海诚鼎新扬子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上海赛领讯达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东方国际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毛蔚瀛签订<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所采取措施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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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第五次修订情况说明； 

3，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第二次修订稿）； 

4，修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世纪游轮】取得《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Alpha Frontier Limited全部 A类普通股股权并募集配套资

金。针对上述交易事项，本公司已取得重庆市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

证书》（渝境外投资[2016]N00148 号） 

 

【恺英网络】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58,6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年利率 3%，存期三个月； 

 

【顺网科技】公司实际控制人华勇解除质押 1282万股，占其所持 4.39%；新质押 1011万

股，占其持 3.47%； 

 

【三五互联】公司实际控制人龚少晖解除质押 1500万股，累计质押 70.32%； 

 

【光线传媒】提示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召开 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华谊兄弟】继续停牌 

 

【大地传媒】继续停牌 

 

12 月 02 日 

【东方网络】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12月 1 日出具

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3562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东方

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

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龙韵股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 

截止 2016年 12 月 1 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的“国联安-龙韵 1号资产管理计

划”已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方式累计买入本公司股票 1,271,0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1%，

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96,069,118.08 元，成交均价为人民币 75.58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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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英网络】续签全民奇迹游戏授权许可合同 

近期，上海悦腾与 Webzen 及北京天马时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First Extension 

Agreement》，同意原合同授权许可期限在原来基础上延长一年。 

 

【大地传媒】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儿童森林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燕出版社有限公司为进一步完善出版产业链，实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少

儿出版集团战略目标，海燕社拟与苏州慧园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和上海童雅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共同成立“儿童森林传媒有限公司（暂定名）”，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其中海

燕社出资 340万元，慧园文化和童雅文化各出资 330万元。 

 

【浙报传媒】监事会主席蔡景富先生辞职和股东提名季新红先生为监事候选人 

 

【印纪传媒】证券事务代表韩洪龙先生辞职 

 

【三五互联】公司实际控制人龚少晖先生质押 2500万股 

 

【三七互娱】收到中国证监会重组审核反馈意见通知书 

 

【世纪游轮】收到中国证监会重组审核反馈意见通知书 

 

【暴风集团】控股股东冯鑫先生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 

 

【省广股份】继续停牌 

 

【长城影视】继续停牌 

 

四、行业动态 

1. 影视 

【影视】阿里影业战略入股和和影业 持股比例达 30％ 

11 月 28日，阿里巴巴影业集团宣布战略投资和和影业，投资完成后阿里影业将持有和和

影业 30%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并派驻两位代表进入和和影业董事会。同时，阿里

影业与和和影业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家公司将在各自原来的电影制作和宣传发

行领域展开全面合作。 

（来源：艺恩网 http://www.entgroup.cn/news/Capital/28376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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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湖北电影市场份额居全国第七 长江电影集团与博纳签约 

为了深化双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湖北长江电影集团将与博纳影业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打造制片、发行、放映完整产业链，为湖北也为全国观众

带来更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优秀作品。 

湖北长江电影集团作为湖北省电影业的龙头企业，在积极拓展终端影城项目建设的同时，

不断加强影视创作生产，目前已与博纳影业集团联合创作了《战神戚继光》等影片。 

（来源：艺恩网 http://www.entgroup.cn/news/Markets/2937632.shtml） 

 

【影视】收购游戏公司成业内新发展趋势 业内：泛娱乐布局主要看 IP 

近日，华谊兄弟发布公告称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北京英雄互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股份。 

中国票房收入从 2005 年的 20.5 亿元增长至 2015 年的 440.7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36%，

2015 年院线市场超速发展，电影票房收入实现井喷式增长，总收入达到 440.7 亿元，同

比增长率为 48.7%，2016年票房增速下降主要原因是影片品质低于预期以及网络购票的票

补下降。 

2015年华谊兄弟给予英雄互娱 95 亿元的估值，溢价约 795倍。企业收购的目的和战略就

是在这个 IP大时代里，以“影游联姻”方式创造价值的最大化。 

（来源：艺恩网 http://www.entgroup.cn/news/Markets/3037664.shtml） 

 

【影视】《我不是潘金莲》票房 5亿或将无望，今年电影保底几乎全军覆没？ 

《我不是潘金莲》因为史无前例的圆画幅、因为久违的冯小刚、因为出演“文艺片”的范

冰冰再或者因为国产电影。但这部影片截至目前为止仅获得了 3.54亿的票房，随着 12月

的悄然来临，明日该片的排片占比跌破 10%，而 12 月一开始就有诸如《你的名字》这样

的超口碑作品出现，保底 5亿？或许这次真的没戏了。 

只是眼前的压力无法逃避，冯小刚的东阳美拉和华谊存在着业绩对赌，耀莱影视与母公司

存在业绩承诺，而因为《我不是潘金莲》的票房不佳，或许这样的压力会被无限放大。艺

术终归不完全是生意，一时的疏忽可能会是无穷的“灾难”。 

（来源：娱乐独角兽 微信公众号） 

 

【影视】骅威文化 3.13亿全资控股风云互动 所属行业变更为影视 

骅威文化 11 月 30 日晚间披露公告，公司拟以 3.13亿元的价格收购公司全资子公司第一

波旗下的控股子公司风云互动 49.6005%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和第一波将合计

持有风云互动 100%的股份。 

风云互动是一家实力雄厚的游戏研发公司，致力于精品游戏研发，主营业务为网页游戏研

发、手机游戏研发及 H5游戏研发，制作稳定的 ARPG类型游戏，延伸发展休闲游戏、回合

游戏及策略游戏。骅威文化披露公司公司所属行业变更为：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

制作业。 

（来源：艺恩网 http://www.entgroup.cn/news/Capital/01376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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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11 月全国影院盘点：银幕数量累计 39331块，年底有望破 4万 

据艺恩电影智库数据显示，2016年 11月全国影院总票房为 25.42 亿元，同比下降 4.48%，

环比下降 25.67%。观影人次 7843.31万人，放映场次 631.07万场。 

截至 2016年 11月，全国共有银幕数 39331块，距离 4万块大关还有 669块的差距。2015

年全年银幕增长 8482块，月均增长 707块；近三个月，全国共增加银幕 2368块，月均增

长 789块，由此看来，年内突破 4万块指日可待。 

（来源：艺恩网 http://www.entgroup.cn/Views/37701.shtml） 

 

【影视】爱奇艺发布网大战略 将携手索尼联合开发超级网络电影 

12 月 1 日，爱奇艺在北京召开了“新电影主义”自制网络电影战略合作发布会。爱奇艺

与索尼影视共同宣布双方达成战略合作，未来将联合开发《Chosen》等一系列超级网络电

影项目。此外，爱奇艺正式公布“大师监制”计划，将邀请国内外著名大师带领国内青年

导演共同探索网络大电影的新模式、新未来。被誉为“流行电影教父”的 90 岁高龄的奥

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罗杰·科尔曼作为爱奇艺“大师监制”的第一位大师，活动现场他透

露，将在中国监制首部华语网络电影《生死领域》。 

（来源：艺恩网 http://www.entgroup.cn/news/Markets/0137698.shtml） 

 

【影视】北京文化再出手，5亿保底《一代妖精》 工夫影业提前锁定 7473万 

2 日晚间，北京文化发布公告，表示拟与工夫影业、重庆水木诚德签署《电影联合保底发

行合作协议》，公司向工夫影业支付约 7473万元，作为冯绍峰、刘亦菲主演的工夫影业影

片《一代妖精》5 亿总票房的影片保底票房收入，同时 3000 万宣发费用作为关联交易。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文化与重庆水木诚德共同参与电影《一代妖精》投资，关联交易金额

为 1560 万元。 

公告中表示，本次对外投资公司投资金额不超 104，734，962.5 元，其中对工夫影业保底

费用 74，734，962.5元；3，000 万元的宣发费用为关联交易。 

（来源：艺恩网 http://www.entgroup.cn/news/Exclusive/0237722.shtml） 

 

【影视】美国最大付费电视运营商 AT&T 进军在线电视 乐视成硬件合作商 

北京时间 12月 1日，AT&T旗下的 DirecTV Now正式推出流媒体电视直播服务，用户将可

以在多个移动平台上收看电视。借此，美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达成了渠道与内容融合的关

键一步。 

发布会显示，AT&T旗下的 DirecTV Now 将各个电视台打包成套餐，只要支付以每月 35美

元到 70 美元不等的包月费用，用户就可以在电视、手机、平板设备上随时随地观看体育

赛事现场直播、影视大片和热门综艺等电视节目内容。这项服务的推出也意味着，未来卫

星天线和机顶盒将不再是必需品。 

（来源：艺恩网 http://www.entgroup.cn/news/Markets/0237710.shtml） 

 

【影视】40余部影片抢滩“史上最挤贺岁档”，万达、华谊、光线、博纳、乐视多头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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厮杀 

转眼进入 12月，2016年电影市场相对有些疲软，11月进口大片称霸市场，可惜多数电影

火爆未遂，更令 2016 年影市雪上加霜。根据艺恩影视的数据，截止 11 月 25 日 14 时，

2016年累计收获票房 407.94亿，距 2015年总票房 438.74亿还差 30.80亿。过去几年电

影票房取得高增长的票房收入，贺岁档可谓功不可没。年末贺岁档的大幕已悄然拉开，12

月是今年最后的希望，40余部电影蓄势待发。 

今年的贺岁档可谓高投入、大制作、强卡司。张艺谋执导的国际制作 《长城》，成龙、丁

晟合作的《铁道飞虎》， 葛优、章子怡主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王宝强导演处女作《大

闹天竺》，王家卫监制、梁朝伟主演的《摆渡人》等都是极具市场号召力的作品。再加上

1 月春节档的“头号种子选手”《西游伏妖篇》……整个贺岁档可谓群雄争霸，在这其中有

望诞生久违了的现象级影片。 

（来源：微信公众号 首席娱乐官） 

 

【影视】阿里影业又要“买买买”！战略入股和和影业，占股 30%成第二大股东 

2016 年 11 月 28 日，阿里巴巴影业集团（HK:01060）宣布战略投资和和影业，投资完成

后阿里影业将持有和和影业 30%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并派驻两位代表进入和和影

业董事会。同时，阿里影业与和和影业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家公司将在各自原

来的电影制作和宣传发行领域展开全面合作 

今年以来，阿里巴巴影业以创新互联网宣传发行体系为核心的全产业链娱乐平台初具规模，

各项核心业务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入股和和影业将增强二者的协同效应。目前，阿里巴

巴影业的互联网宣发业务在行业内影响力持续提升，淘票票跃居在线票务市场第二，且市

场份额仍在持续提升中。阿里巴巴影业与和和影业在线上和线下的资源具有极强互补性，

战略合作将促进两家公司业务更快发展。 

（来源：微信公众号 娱乐独角兽） 

 

2. 游戏直播 

【移动直播】直播新政背后并购的死与生：洗牌的来临可能比想象更快 

11 月 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对直播行业制定了 20条规范。

按照《规定》，这些要求都将在 12 月 1日正式实施。这也意味着直播平台在运营成本上面

临更多考验，对于本就承受巨大带宽成本、运营成本、推广成本的中小平台而言无异于向

死亡线继续迈进。 

2017 年直播行业的趋势：1.平台并购与内容并购会发生，但并不是现象级的行业重组机

会，一方面是巨头或大平台补足业务线与争夺流量入口，一方面是中小型直播平台获得资

源与资金；2.直播会成为互联网基础建设与标配，成为每一家互联网巨头的工具；3.在方

向上会更垂直与细分，而每一个垂直领域也许会出现各自的领先者；4.整个直播行业会诞

生平台级的巨头，而或许巨头就将在 2017年诞生。 

（来源：艺恩网 http://www.entgroup.cn/news/Markets/30376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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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直播新政实施“卡死”乱播潮，主播欠薪、资本移情的直播行业还剩下什么？ 

国家网信办的直播新政今天正式生效。这次新政不仅要求平台和发布者双双“持证上岗”

（即“双资质”），而且新闻直播也要实施先审后管理。暴力、色情、自虐、辣眼睛……这

些把直播搞得乌烟瘴气的重口味内容，终于有人来管理了。早在 11 月 4 日，国家网信办

发布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对直播行业制定了 20 条规范，规范中双资质、实名

登记、设立总编辑、先审后发、设定黑名单、即时阻断成为备受关注的内容。 

在直播平台面临重新洗牌的情况下，新规中的两点规定给本是寒冬的情况雪上加霜。其一，

持证企业须为国有控股企业；其二，注册资本必须在 1000 万元以上。这两项硬性指标也

由此引发了行业内的两种选择：大型平台寻找能够并购持证的“壳资源”，而小公司则寻

求被持证企业并购。目前，国内直播平台数量已超过 200 家，超过 30 家平台宣布完成融

资，累计融资额突破 50 亿元。据业内人分析：现今存在着的 300 多家直播平台在即将到

来得 2017年有超 200家倒下。 

（来源：微信公众号首席娱乐官） 

 

【游戏】2016年我国游戏行业市场规模有望超 1800亿元 

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在年会上发布了 2016 年中国游戏行业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游戏行业整体市场规模将达 1830.62亿元，同比将增长 26.3％。其中，网络游戏

贡献大部分市场收入，2016年前三季度网络游戏的市场营收为 1276亿元，预计全年营收

达 1671.7亿元，同比增长将达 25.6％。 

（来源：艺恩网 http://www.entgroup.cn/news/Markets/2837604.shtml） 

 

3. 其他 

【音乐】中国音乐行业几乎已被 BAT整合，还有多少机会留给网易云音乐？ 

BAT 已经完成了对中国音乐行业的整合。先是阿里音乐在今年三月，通过整合天天动听、

以及阿里巴巴旗下的其他资源推出了“阿里星球”这款产品，主打粉丝经济以及音乐圈交

易这两个功能。七月，腾讯与拥有酷狗和酷我这两款在新音乐产品的海洋音乐实现了合并。

在中国用户量最高的三款音乐产品被完全整合在了一个集团之下。十月，从百度当中被拆

分出来的百度音乐完成与太合音乐集团的合并，正式成为了一个包括唱片公司、版权代理、

现场演出、票务等业务的音乐全产业链公司。 

阿里音乐和腾讯音乐则在用户端有了更多的布局。前者主推粉丝经济、向用户展示明星资

讯并且推销粉丝产品，后者有酷狗旗下的直播平台繁星、还能够和腾讯视频旗下的

LiveMusic完成演唱会直播。 

今年 7月，网易云音乐举办了发布会，声称自己拥有了 2亿的注册用户。网易最大的优势

在于有一个不错的用户群，以及用心的产品体验。但如何在高价投入和激烈竞争面前持续

前进，从记者进行的访谈来看，它们还没想好。 

（来源：艺恩网 http://www.entgroup.cn/news/Markets/3037666.shtml） 

 

【音乐】合并后的腾讯音乐集团：估值 80亿美元，明年启动上市 

合并后的腾讯音乐集团，2016 年第一季度，合并后的新公司共收入 11.73 亿元，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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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38.80%，营业利润为 1.64 亿元，利润率为 14%.其中，QQ 音乐的收入为 4.17 亿元，

而 CMC的收入为 8.27亿元。 

文件数据显示，腾讯是新的音乐集团绝对大股东，之前，腾讯也披露过，其持有 61.60％

的股份。同时，在文件中也披露，疑似谢振宇（酷狗创始人）持有的公司，XieZhenYu Holding 

Limited，持有新公司 5.03%的股份。 

（来源：艺恩网 http://www.entgroup.cn/news/Capital/2937633.shtml） 

 

【网络文学】网络文学共同体正在形成 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90亿 

网络文学是近年来中国文化最富本土性的板块之一，作为正在生长中的创作、阅读和改编

潮流，深深地嵌入了全球化传播背景下的文学体系，成为互联网内容的缔造方。 

截至 2016年 6月，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了 3.08亿，增长率保持在 3.5%以上，预计 2016

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90亿元。网络文学产业与资本潮，即其 IP（知识产权

或曰智力成果权）化的过程中，网络小说已被翻译出版成多国文字畅销亚洲，在北美等地

也陆续出现自发的网文翻译网站与社区，不少外国读者由此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当代生

活。 

（来源：艺恩网 http://www.entgroup.cn/news/Markets/2937631.shtml） 

 

【粉丝经济】TFBOYS生日会背后：“海陆空”同时发动、砸钱买下庄园！粉丝经济的“野

蛮生长”？ 

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6年中国粉丝追星及生活方式白皮书》统计，娱乐明星粉丝 85后

占比 17.3%，90后 39.4%，95后 28.8%，00后 7.9%。53.4%的粉丝消费集中在周边和纪念

品，49.9%的粉丝消费目的是演唱会门票，28.4%的粉丝把金钱用于线上打榜投票。据搜狗

联合音悦台 2016年 8 月发布的《中国粉丝追星大数据报告》显示，62.9%的粉丝每月为偶

像消费 500元以下但有 2.8%的粉丝会为偶像月度消费 5000 元以上。 

应援众筹使粉丝突破了个人消费能力，应援行动变得更具规模，更加专业化。除了大规模

的主题应援行动外，粉丝们做得更多是线上各类排行榜打榜、偶像参加活动的人气应援。

从当前环境来看，未来中国演艺行业将进入分众市场，粉丝应援势必将成为一种趋势，同

时也将带动一系列产业链的发展。 

（来源：娱乐独角兽  微信公众号） 

 

【政策】总局出重拳打击盗版 电影质检所签约 NexGuard成版权保护权威机构 

2016年 11月 28日，国家广电总局电影质检所与 NexGuard公司成功签署了独家水印保护

授权协议，使得饱受困扰的“电影版权保护”工作有了新突破。 

从签署授权协议当日开始，国家广电总局电影质检所将代表总局，成为 NexGuard 公司在

中国地区的唯一授权合作检测机构。今后，质检所将运用 NexGuard 公司的水印版权检测

技术为片方、发行方、及影院方提供版权保护服务。 

（来源：艺恩网 http://www.entgroup.cn/news/Exclusive/28376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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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建议 

本周传媒板块下降 1.65%，涨跌幅排名第 15 名。分子行业来看，子行业中互联网传媒一

周跌幅最小，为 0.89%，其次是有线电视网络，跌幅为 1.48%，平面媒体跌幅为 2.37%，营

销传播跌幅为 2.48%，影视动漫下跌 2.63%。 

年初至今，传媒行业跌幅高于市场跌幅。我们认为在弱市场环境背景下，板块整体表现高

风险性特征，寻找安全边际品种尤为重要。在市场不确定强的情况下，首先考虑安全性，建议

布局年报业绩预告向好，有稳定增速和安全边际的个股，关注年报高送转预期个股；长期建议

关注教育板块以及影视板块；此外国内电子竞技行业三大盛会相继举行，关注游戏电竞板块机

会 

传媒板块目前估值回调比较大，已经处于传媒板块历史 PE 估值中枢之下大半年时间。在

风险初步释放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行业内的部分年报业绩预告向好的个股已经具备了一定程

度的配置机会，建议提前布局年报具备高送转预期的相关个股，建议关注分众传媒，中文传媒。 

民办教育促进法三审通过，这一次通过有望刺激教育板块的爆发，可能将重塑行业格局并

带动 A 股教育板块投资情绪。看好市场上现有的布局教育领域并且有较强外延整合动力的标

的，比如威创股份，盛通股份，勤上光电等等。11 月 7 日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年 3 月 1 日起实施。《电影产业促进法》为首部电影产

业相关法律制度，长期来看将改进电影行业格局，促进电影产业全面发展，长期好看电影行业

具备 IP 全产业链运营能力的行业龙头。建议关注光线传媒，万达院线。 

全国电子竞技大赛（NEST）总决赛将于 11 月 18 日-20 日举办。2016 中国电子竞技嘉年

华（CEC）将于 11 月 26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正式开启；另外， 2016 年全国电子竞技公开赛

（NESO）也将在 12 月召开，中国电子竞技行业三大盛会接连召开，电子竞技板块关注度将

提升，游戏板块也将受到提振，建议关注浙报传媒，顺网科技。 

银河传媒本周推荐股票为：联建光电、浙报传媒、光线传媒、勤上光电、中文传媒 

推荐的子行业为：电影、教育、体育、数字户外,提示关注的子行业为：转型股、垂直营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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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

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

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

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

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

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胡皓，证券分析师。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

分析师，本人承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本

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

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执业过程中所掌握的信息为自己或

他人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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