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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媒行业周报： 

      板块稳中有升，细分龙头恒强  
   
                   

 

行业分类：文化传媒   

股市有风险  入市须谨慎 

推荐评级 增持 

 

基础数据（2018.5.18） 

上证指数 

沪深 300 

3193.30 

3903.06 

行业指数 853.77 

总市值（亿元） 17,493.22 

流通 A股市值（亿元） 11,018.98 

PE（TTM） 28.81 

一年以来行业表现 

 

来源：wind 

 传媒行业市场及个股表现 

本周申万传媒板块收于 853.77点，涨幅为 0.02%，在申万一

级行业中排名一般，跑输大盘。本周各基准指数情况为：上

证综指（0.95%）、深证成指（0.36%）、沪深 300(0.78%)、

中小板指（0.73%）和创业板指（0.11%）。 

本周传媒行业涨幅前五的公司分别为中广天择(38.48%)、中

视传媒(10.59%)、掌阅科技(7.64%)、中文传媒 (6.66%)、引

力传媒(5.78%)；跌幅靠前的分别为中南文化(-20.32%)、科

达股份(-8.99%)、力盛赛车(-8.67%)、宣亚国际(-8.24%)和

明家联合(-7.91%)。 

 

 核心观点 

传媒行业的景气度持续回升，内生增速有较坚实的基础，但

板块业绩分化将持续。影视精品频出，建议重点关注影视剧

精品（【慈文传媒】、【唐德影视】）、互联网视频付费（【快

乐购】）；中美达成共识，贸易战风险已消除。双方宣布将

加强贸易合作，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同时加强相互

投资、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合作。传媒板块中可能最利好海外

片引进落地，利好引进方【中国电影】和播映渠道方：【横

店影视】、【幸福蓝海】、【金逸影视】；电影内容出品方

（【光线传媒】、【华谊兄弟】。另外，前周微信正式发布“订

阅号助手”APP 提升时效性便捷性，微信流量生态的价值凸显，

推荐关注发力微信流量生态圈的【平治信息】，差异化竞争

卡位长尾付费阅读市场；【三七互娱、完美世界】IP储备丰

富，借助腾讯发行平台即将迎来产品上线集中期。 

 

 电影市场数据跟踪 

根据中国票房网的数据，2018年第 20周（5月 14日-5月 20

日）总票房 108301万元，环比下跌了 29.04%。本周《复仇

者联盟 3：无限战争》以 65141万票房蝉联周冠军；新片《超

时空同居》紧随其后，以 23425万票房排名第二；新片《寂

静之地》排名第三，周票房 1124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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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5.18） 

1.1本周传媒行业排名一般，位列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 15 

本周申万传媒板块收于 853.77点，涨幅为 0.02%，在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一般，跑输大盘。本周各基

准指数情况为：上证综指（0.95%）、深证成指（0.36%）、沪深 300(0.78%)、中小板指（0.73%）和创业

板指（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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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申万传媒子板块涨幅前三的分别为：有线电视网络（0.73%）、移动互联网服务（0.36%）、平面

媒体（0.10%）。 

 

图表 2：传媒行业子板块涨跌幅排行 

指数代码 板块名称 本周涨跌幅 年初至今涨跌幅 市盈率 PE(TTM) 

（5月 18 日） 

852224.SI 有线电视网络(申万) 0.73% -6.89% 27.64  

852222.SI 移动互联网服务(申万) 0.36% -10.56% 27.76  

852241.SI 平面媒体(申万) 0.10% -10.98% 25.60  

852243.SI 营销服务(申万) 0.00% -10.83% 29.59  

852242.SI 影视动漫(申万) -0.04% -1.81% 32.74  

852221.SI 互联网信息服务(申万) -0.48% -7.65% 65.90  

852244.SI 其他文化传媒(申万) -1.03% -10.56% 151.67  

852223.SI 其他互联网服务(申万) -4.75% 4.21% 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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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传媒行业涨幅前五的公司分别为中广天择(38.48%)、中视传媒(10.59%)、掌阅科技(7.64%)、中

文传媒 (6.66%)、引力传媒(5.78%)；跌幅靠前的分别为中南文化(-20.32%)、科达股份(-8.99%)、力盛赛

车(-8.67%)、宣亚国际(-8.24%)和明家联合(-7.91%)。 

 

图表 3：本周传媒板块涨幅排名居前个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本周涨跌幅 

 

收盘价（元） 

（5月 18 日） 

市盈率 PE（TTM） 

（5月 18 日） 

603721.SH 中广天择 38.48% 33.72  57.93  

600088.SH 中视传媒 10.59% 15.25  62.41  

603533.SH 掌阅科技 7.64% 43.42  140.70  

600373.SH 中文传媒 6.66% 15.53  14.97  

603598.SH 引力传媒 5.78% 16.66  66.03  

002071.SZ 长城影视 5.55% 9.51  28.42  

002555.SZ 三七互娱 5.52% 14.91  20.05  

000681.SZ 视觉中国 4.84% 28.59  66.45  

300043.SZ 星辉娱乐 4.72% 5.33  46.92  

600661.SH 新南洋 4.28% 29.26  67.05  
 

 

数据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图表 4：本周传媒板块跌幅排名居前个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本周涨跌幅 

 

收盘价（元） 

（5月 18 日） 

市盈率 PE（TTM） 

（5月 18 日） 

002445.SZ 中南文化 -20.32% 9.53  26.19  

600986.SH 科达股份 -8.99% 11.74  24.75  

002858.SZ 力盛赛车 -8.67% 21.90  66.39  

300612.SZ 宣亚国际 -8.24% 44.32  67.72  

300242.SZ 明家联合 -7.91% 6.52  27.21  

300052.SZ 中青宝 -7.42% 13.47  57.32  

300528.SZ 幸福蓝海 -7.39% 13.15  36.22  

002137.SZ 麦达数字 -6.75% 10.63  67.51  

300104.SZ 乐视网 -6.61% 4.10  -1.14  

002175.SZ 东方网络 -6.59% 5.10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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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传媒板块微涨，仍以震荡为主，从财报反映的基本面来看，板块内部分化明显；细分行业中，阅

读板块、院线板块景气度相对较高。“A股入摩”引领板块 MSCI行情，预计将带动增量资金入场传媒板块，

建议更多关注龙头的投资机会。 

整体来说，传媒行业的景气度持续回升，内生增速有较坚实的基础，但板块业绩分化将持续。影视精

品频出，建议重点关注影视剧精品（【慈文传媒】、【唐德影视】）、互联网视频付费（【快乐购】）；

中美达成共识，贸易战风险已消除。双方宣布将加强贸易合作，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同时加强相

互投资、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合作。传媒板块中可能最利好海外片引进落地，利好引进方【中国电影】和播

映渠道方：【横店影视】、【幸福蓝海】、【金逸影视】；电影内容出品方（【光线传媒】、【华谊兄弟】。

另外，前周微信正式发布“订阅号助手”APP 提升时效性便捷性，微信流量生态的价值凸显，推荐关注发力

微信流量生态圈的【平治信息】，差异化竞争卡位长尾付费阅读市场；【三七互娱、完美世界】IP储备丰

富，借助腾讯发行平台即将迎来产品上线集中期。  

 

 

三、本周行业动态 

【行业相关】 

A股纳入 MSCI成分股 234 只 9只传媒股入选 

5月 15日，凌晨 MSCI公布半年度指数成分股调整结果，234只 A股被纳入 MSCI 指数体系。从 234只

A 股行业分布来看，金融业和医药生物行业成为绝对主力，而 9 家传媒股的纳入引起市场关注。此次传媒

行业中入选的有分众传媒、巨人网络、世纪华通、东方明珠、完美世界、三七互娱、中国电影、中南传媒、

中文传媒。 

http://sh.qihoo.com/pc/91453de9b94a9eedd?sign=360_e39369d1 

最高法：依法妥善审理使用红色经典作品报酬纠纷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在侵权认定、报酬计算和判令停止行为时，应当秉承尊重

历史、尊重法律、尊重权利的原则，坚持红色经典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司法保护的利益衡平。为维护党和

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对因使用红色经典作品产生的报酬纠纷案件，不得判令红色经典作品停止表演

或者演出。 

http://news.cyol.com/co/2018-05/16/content_171939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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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一季度全国无线电管理机构打击治理“黑广播”“伪基站”情况 

2018年一季度，全国 31个省（区、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共配合立案查处“黑广播”违法犯罪案件 685

起、“伪基站”违法犯罪案件 84 起。其中，查处“黑广播”共启用无线电监测定位设备 14958 台次，出

动无线电监测人员 16958人次、监测车 4817车次，监测时长达 271227小时；查处“伪基站”共动用无线

电监测定位设备 6837 台次，出动无线电监测人员 8795 人次、监测车 2936 车次，监测时长达 17159.5 小

时。 

http://news.sina.com.cn/o/2018-05-14/doc-ihapkuvk2116951.shtml 

【中概股】 

腾讯公布 2018年 Q1财报营收 735.28 亿元 同比增长 48% 

2018 年 5 月 16 日，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联交所股票编号: 00700 ) 公布截至 2018年 3月 31 日

未经审核的第一季度综合业绩。财报显示，腾讯一季度总收入为人民币 735.28 亿元（116.93 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48%。经营盈利为人民币 306.92 亿元（48.81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9%；经营利润

率由去年同期的 39%上升至 42%。期内盈利为人民币 239.73亿元（38.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5%；

净利润率由去年同期的 29%增长至 33%。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盈利为人民币 232.90亿元（37.04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61%。每股基本盈利为人民币 2.470元，每股摊薄盈利为人民币 2.435元。 

http://www.jjckb.cn/2018-05/17/c_137185527.htm 

网易发布 Q1财报：聚焦新消费 游戏、电商后教育再起 

5 月 17 日，网易发布了 2018 年第一季度财报，一如既往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财报显示，网易第一

季度净营收达 142亿元人民币，其中在线游戏服务净营收为 88亿元人民币；电商业务净营收为 37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加 101%；邮箱及其他业务净营收为 1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 102%。从财报数据可见，网易

游戏与电商业务这两大板块的发展情况依旧亮眼，而“邮箱及其他业务”板块增速也达到了一倍以上。 

https://www.chinanews.com/m/stock/2018/05-17/8516213.shtml 

【影视】 

国家电影局回应"移动院线"未获批准  

近日，某单位在深圳发布了关于开办“移动院线”的消息，宣称应用于移动终端、指向同步院线档期

的电影放映 APP，将直接提供公映期内的电影，并将收入计入票房系统。国家电影局相关负责人指出，从

事电影放映、开办电影院线须按规定取得电影管理部门的许可，须遵守行业规则和秩序，电影管理部门未

批准过所谓“移动院线”。 

http://wemedia.ifeng.com/60380863/wemedi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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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签署合拍电影协议，合拍电影将不受进口电影数量限制 

中日双方日前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合作摄制电影的协议。协议的签署将为中日合拍影片的拍摄和制作

提供政策保障，为促进两国电影业界合作起到积极作用。据日媒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

国政府关于合作摄制电影的协议》，两国政府对影片提供各方面的保障，使从业人员向当局呈报、申请签

证和运输设备等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中日合拍的电影可以得到与中国国产电影相同的待遇，不受进口电影

数量限制。 

http://news.vsochina.com/m_news/52149.html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影视节目展开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次亮相 

5 月 17 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中国广播电影电

视节目交易中心承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影视节目展在北京展览馆隆重开幕。本届节目展以“新时代新作

为 新篇章”为主题,集中展示影视文化行业在新时代取得的巨大成果,展现影视行业工作者的新作为,以及

媒体融合发展开启的新篇章。本届国际影视节目展为期三天,展出面积达 2万平方米,参展公司超过 300家,

其中包括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展商,展出的节目共约 8 万部集,汇集了国内外优秀的电视剧、电

影、纪录片、动画片、电视栏目等。 

http://sh.qihoo.com/pc/9a849a065af0bb85b?sign=360_e39369d1 

【互联网】 

暴走漫画多个 APP无限期关停 CEO致歉！内部整顿停止更新 

因侮辱先烈事件，5月 17日晚间，暴走漫画联合创始人兼 CEO任剑在微博再次发布致歉声明，并宣布

即日起内部整顿，下线《暴走大事件》等全线视频节目并停止更新，对暴走漫画官方网站、暴走漫画 app、

暴走日报 app进行无限期关停。 

https://www.toutiao.com/a6556741578604413447/ 

淘宝短视频 App将上线：走竖版视频路线 

日前，淘宝短视频悄悄召开内部发布会，主题是将推出短视频独立 App，目前，淘宝短视频为了该 App

的上线已发布内容紧急招募。报道称，该 App 将围绕“物”为脚本核心的生活消费短视频，“物”指的是泛生

活内容为主的电商短视频，可以认为是淘宝爱逛街渠道的 App版本。淘宝短视频负责人表示，该 App将走

竖版视频的道路。 

http://finance.ifeng.com/a/20180518/16292521_0.shtml 

微信进一步升级外链管理规则，朋友圈杜绝口令类信息传播 

5月 18日微信发布公告称，为保障用户隐私安全，优化微信外部链接体验，我们对《微信外部链接内

容管理规范》相关规则进行了进一步升级。主要内容包括：1. 规范特殊识别码、口令类信息传播；2.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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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视听内容传播；3. 禁止更改用户返回路径；4. 禁止使用含有用户隐私数据的浮层。 

https://www.sohu.com/a/232085837_250147 

【出版】 

中央财政下达 51亿余元 支持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的决策部署，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下达 2018 年免费开

放补助资金 51.85 亿元，支持范围包括全国 1854 个博物馆、纪念馆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123

个市级和 5941个县级美术馆、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41493 个乡镇文化站、城市社区（街道）文化中心。 

http://www.gov.cn/xinwen/2018-05/15/content_5291007.htm 

【教育】 

中国残联、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发布《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国家通用盲文方案》 

 近日，《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规范标准审

定委员会审定，经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同意，作为语言文字规范发布，

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的发布，是国家通用语

言的丰富和补充，是对听力残疾人和视力残疾人使用手语和盲文的语言权利的保障；为他们平等充分参与

社会生活，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成果提供便利，将进一步加快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进程，极大促进

残疾人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两项规范近期将分别由华夏出版社和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805/t20180521_336625.html 

【体育】 

2018年全国体育宣传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2018 年全国体育宣传工作会议 5 月 16 日在京召开。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赵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

强调，要努力开拓体育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为体育强国建设营造良好的宣传舆论环境。会议指出，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体育思想以及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以改革精神深入构建体育宣传文化大格局。扎实做好体育新闻宣传舆论工作。切实增强做好体育宣

传文化工作的本领。新体育网全媒体平台也于会议期间正式上线。 

http://www.sport.gov.cn/n316/n337/c858913/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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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周公司公告 

【电广传媒 000917：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公司与华为公司在深圳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共建共营 AMI(AI人工智能/MR混合现实/IP知

识产权)数据中心为驱动，升级广播电视网络 ICT架构，提供公有云服务，在智慧传播、智慧家庭、智慧

城市等方面进行合作，共同推动广电业务的发展。 

【顺网科技 300113：对外投资】 

（1）公司为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延伸产业链实现战略目标，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三行投资。三行

投资为有限合伙制，由三行资本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设立，总规模不低于人民币 7亿元。公司作为有限合

伙人拟使用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3000万元。 

（2）为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延伸产业链实现战略目标，公司拟参与投资琪玉投资。琪玉投资为有

限合伙制，由德清朴盈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设立，总规模人民币 14310万元。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使用

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6300万元。 

【中昌数据 600242：共同投资设立公司】 

因青岛大数据产业园区项目发展需要，公司拟与上海铭琰、北京拓世在青岛市共同投资设立青岛铭均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由于上海铭琰系公司控股股东三盛宏业的全资孙公司，根据相关规定，上

海铭琰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青岛铭均的设立，有利于公司落实与控股股东的战略合作，

推进青岛大数据产业园区项目建设，有利于提高公司资源整合能力，拓展公司在大数据领域的业务、技术、

客户等资源积累，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思美传媒 002712：投资设立公司】 

 公司拟与新蓝网络共同出资人民币 5000万元设立浙江布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暂定名)。公司以自有

资金出资人民币 24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9%，新蓝网络出资人民币 25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双

方均以货币方式出资。本次投资旨在加强思美传媒与新蓝网络在内容、营销、资源上的合作，通过发挥思

美传媒在内容上的优势以及新蓝网络在传播渠道上的优势,在短视频、艺人经纪、衍生品等方面开展业务，

为公司持续、快速、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天神娱乐 002354：澄清公告】 

 公司近日注意到有媒体刊登了名为《朝为董事长暮在监狱房？天神娱乐朱晔被立案调查》、《“娱乐

大玩家”朱晔被立案调查曾涉多宗知名交易》、《市值暴跌 300亿！他 3年前约饭股神巴菲特，如今被调

查，还质押近 100%股权》的相关报道。对此公司回应：1、经核实，公司及朱晔先生与文中所述的其他三

家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也无业务往来，报道中将朱晔先生与其他三家上市公司及其实

际控制人相联系，纯属作者主观猜测，无事实依据。2、经核实，关于公司市值及定向增发价格的报道与

实施情况不符。 

 （以上公告内容均来源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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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周电影市场数据跟踪 

根据中国票房网的数据，2018年第20周（5月14日-5月20日）总票房108301万元，环比下跌了29.04%

（第19周票房152632万元）。本周《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本周虽然有所疲软，但仍以65141万票房蝉

联周冠军；新片《超时空同居》（5月18日上映）紧随其后，以23425万票房排名第二；新片《寂静之地》

（5月18日上映）排名第三，周票房11249万。 

 

图表 5：第 20 周票房排名 TOP10（2018年 5月 14 日-2018年 5月 20日） 

影片名 票房（万元） 制作发行公司 

复仇者联盟 3：无限战争 65141 漫威影业 

超时空同居 23425 - 

寂静之地 11249 中国电影等 

后来的我们 2665 - 

我是你妈 951 爱奇艺影业等 

昼颜 761 富士电视台、中国电影等 

幕后玩家 650 海润影业等 

青年马克思 572 - 

狂暴巨兽 497 - 

巴霍巴利王 2：终结 359 - 
 

 

数据来源：CBO中国票房网、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注：影片名为红色字体的均为当周新片） 

 

图表 6：下周上映新片（2018 年 5月 21日-2018年 5月 27 日） 

影片名 上映时间 制作发行公司 

时间暗局 

命运速递 

2018年 5月 25日 

2018年 5月 25日 

新惟影业等 

- 

神谕通天 2018年 5月 25日 番薯影业等 

西小河的夏天 2018年 5月 25日 - 

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 2018年 5月 25日 美国卢卡斯、华特迪士尼 

完美陌生人 2018年 5月 25日 中国电影等 

雾都神探之绝情箭 

策反 

2018年 5月 25日 

2018年 5月 26日 

- 

海悦文化 
 

 

数据来源：CBO中国票房网、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注：以上电影数据或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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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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伊凡，SAC执业证书号：S0640516120002，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学硕士，曾就职于中央电视台财经频

道，2015年 5月加入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从事文化传媒行业研究，覆盖互联网、影视、动漫、游戏、教

育、体育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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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