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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媒行业周报： 

    暑期档即将来临，精选细分行业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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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1） 

上证指数 

沪深 300 

3075.14 

3770.59 

行业指数 808.97 

总市值（亿元） 16,663.98 

流通 A股市值（亿元） 10,624.57 

PE（TTM） 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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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97点，跌幅为 3.78%，在申万一

级行业中排名较差，跑输大盘。本周各基准指数情况为：上

证综指（-2.11%）、深证成指（-2.67%）、沪深 300(-1.20%)、

中小板指（-2.67%）和创业板指（-5.26%）。 

本周传媒行业涨幅前五的公司分别为幸福蓝海(6.43%)、分众

传媒(6.23%)、新南洋(5.18%)、中国科传(4.65%)、中文传媒

(3.66%)；跌幅靠前的分别为华谊嘉信(-27.05%)、宣亚国际

(-18.99%)、欢瑞世纪(-16.46%)、盛天网络(-15.23%)和全通

教育(-14.89%)。 

 

 核心观点 

本周传媒板块受大盘的影响下调幅度较大，A股正式加入

MSCI，传媒行业入选标的（【中国电影】、【中文传媒】、

【中南传媒】、【分众传媒】等）表现相对突出。整体来说，

在互联网人口红利放缓的背景下，更细分领域的“二八效应”

加剧，板块业绩分化将持续，内生增长需要有坚实的行业壁

垒，优质内容和精细化运营能力成为公司成长的核心驱动力。 

暑期档临近，建议关注电影和游戏市场相关的受益个股；中

美达成共识，贸易战暂时缓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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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市场数据跟踪 

根据中国票房网的数据，2018 年第 22 周（5 月 28 日-6 月 3

日）总票房 66287万元，环比下跌了 2.49%（第 21周票房 67981

万元）。本周《超时空同居》以 18684 万票房蝉联周冠军；

新片《哆啦 A梦：大雄的金银岛》（6月 1日上映）以 15582

万票房排名第二；《复仇者联盟 3：无限战争》排名第三，

周票房 1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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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6.1） 

1.1本周传媒行业排名较差，位列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 19 

本周申万传媒板块收于 808.97点，跌幅为 3.78%，在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较差，跑输大盘。本周各基

准指数情况为：上证综指（-2.11%）、深证成指（-2.67%）、沪深 300(-1.20%)、中小板指（-2.67%）和

创业板指（-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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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下跌，跌幅前三的板块分别是：互联网信息服务（-5.70%）、移动互联网服

务（-5.63%）、其他互联网服务（-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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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日） 

852221.SI 互联网信息服务(申万) -5.70% -15.51% 59.63  

852222.SI 移动互联网服务(申万) -5.63% -17.11% 25.68  

852223.SI 其他互联网服务(申万) -5.08% -5.97% 57.67  

852224.SI 有线电视网络(申万) -4.60% -11.08% 25.79  

852242.SI 影视动漫(申万) -3.21% -6.19% 31.25  

852241.SI 平面媒体(申万) -2.78% -13.51% 24.94  

852244.SI 其他文化传媒(申万) -2.49% -12.74% 147.97  

852243.SI 营销服务(申万) -0.77% -13.15% 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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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蓝海(6.43%)、分众传媒(6.23%)、新南洋(5.18%)、中国科

传(4.65%)、中文传媒(3.66%)；跌幅靠前的分别为华谊嘉信(-27.05%)、宣亚国际(-18.99%)、欢瑞世纪

(-16.46%)、盛天网络(-15.23%)和全通教育(-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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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日） 

市盈率 PE（TTM） 

（6月 1日） 

300528.SZ 幸福蓝海 6.43% 14.80  40.77  

002027.SZ 分众传媒 6.23% 12.28  24.60  

600661.SH 新南洋 5.18% 31.69  72.61  

601858.SH 中国科传 4.65% 11.03  24.86  

600373.SH 中文传媒 3.66% 15.84  15.27  

600892.SH 大晟文化 3.00% 10.99  20.54  

300043.SZ 星辉娱乐 2.89% 5.70  50.17  

002712.SZ 思美传媒 2.28% 19.30  23.99  

300269.SZ 联建光电 2.20% 9.74  129.32  

600977.SH 中国电影 1.79% 17.59  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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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日） 

市盈率 PE（TTM） 

（6月 1日） 

300071.SZ 华谊嘉信 -27.05% 5.69  -14.40  

300612.SZ 宣亚国际 -18.99% 24.65  56.50  

000892.SZ 欢瑞世纪 -16.46% 5.99  12.79  

300494.SZ 盛天网络 -15.23% 14.25  42.94  

300359.SZ 全通教育 -14.89% 8.23  66.38  

002137.SZ 麦达数字 -14.12% 9.67  61.41  

002354.SZ 天神娱乐 -13.30% 10.30  10.04  

603533.SH 掌阅科技 -12.95% 37.72  122.23  

002624.SZ 完美世界 -12.01% 32.47  27.73  

002188.SZ *ST 巴士 -11.86% 4.31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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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传媒板块受大盘的影响下调幅度较大，A股正式加入 MSCI，传媒行业入选标的（【中国电影】、

【中文传媒】、【中南传媒】、【分众传媒】等）表现相对突出。整体来说，在互联网人口红利放缓的背

景下，更细分领域的“二八效应”加剧，板块业绩分化将持续，内生增长需要有坚实的行业壁垒，优质内容

和精细化运营能力成为公司成长的核心驱动力。 

暑期档临近，建议关注电影和游戏市场相关的受益个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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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行业，关注近期产品的上线进度【三

七互娱、完美世界】IP储备丰富，即将迎来产品上线集中期。平台方面，重点关注细分领域运营能力强的

龙头企业，【平治信息、新经典】数字阅读优质平台，【快乐购】稀缺视频内容全产业链龙头。 

  

 

三、本周行业动态 

【行业相关】 

广电总局局长：区块链等技术给广播电视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5月 29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聂辰席到总局无线局基层台站实地调研。他表示，随着网络信

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量子通信

和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给广播电视领域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也给广播电视传输覆盖事

业带来严峻挑战。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要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直面问题、迎难而上，

把握大势、抢抓机遇，着力推动广播电视传输覆盖事业转型升级，为新时代广播电视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 

http://www.greendeco.com.cn/?p=21406 

【中概股】 

陌陌 2018 年 Q1净利 9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 57% 

5月 29日，国内领先的移动社交平台陌陌公布了 2018 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报。2018年 Q1，陌陌

净营收达到 27.6 亿元人民币，不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计量，归属于陌陌的净利润为 9 亿人民币，去年

同期为 5.8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57%。2015年 Q1陌陌实现了首次盈利，此次陌陌净利润达到 9亿人民币，

已经是持续 13个季度盈利。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陌陌月活跃用户数达到 1.033亿，创造历史新高。 

http://www.greendeco.com.cn/?p=21406
http://www.greendeco.com.cn/?p=2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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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youth.cn/finance_cyxfgsxw/201805/t20180530_11632602.htm 

2018全球品牌价值排行榜:腾讯跻身全球前五 连续五年亚洲第一 

5 月 29 日， WPP 和凯度华通明略今天于英国伦敦发布了“2018 年 BrandZ 全球品牌价值 100 强”排

名。腾讯继去年首次进入前 10 名之后，今年继续高歌猛进上升到第 5 位，超越 Facebook(第 6 位)，连续

5 年领跑亚洲品牌。报告显示，美国品牌的总体增速首次被超越，中国品牌的总体增速是美国品牌增速的

两倍以上。 

http://sh.qihoo.com/pc/99d5396ca9a5a2906?sign=360_e39369d1 

【影视】 

5 月电影票房共计 43.17亿 同比增长 11%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18 年 5月电影票房共计 43.17 亿元，同比增长 11%。5月票房相比 4月 39.01

亿元来说，环比增长 10.67%；单月观影人次为 12076 万人，环比增长 5.9%；5 月电影上映场次 883.19 万

场，比 4月上映场次减少 5.32万场。 

http://stock.hexun.com/2018-06-01/193129156.html 

国家税务总局责成调查核实影视从业人员“阴阳合同”涉税问题 

 针对近日网上反映有关影视从业人员签订“阴阳合同”中的涉税问题，国家税务总局高度重视，已责

成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如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将严格依法处理。国家税务总

局将在已经部署开展对部分高收入、高风险影视从业人员依法纳税情况进行评估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强

化风险防控分析，加大征管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8-06/03/c_1122930211.htm 

中国电影家协会网络电影工作委员会成立 

5 月 28 日，以“新未来 新责任”为主题的中国电影家协会网络电影工作委员会成立仪式在北航唯实文

化交流中心举行。中国文联、中国电影家协会领导，爱奇艺、优酷等主要在线视频平台，和来自网络电影

产业链上的各方代表出席了成立仪式。仪式宣布“中国电影家协会网络电影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爱奇艺

高级副总裁杨向华等受聘联席会长。 

http://news.ifeng.com/a/20180603/58559936_0.shtml 

【互联网】 

暴走漫画被立案查处，今日头条被调查 

近期，文化和旅游部开始部署查处丑化恶搞英雄烈士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表明将严肃查处歪曲、丑

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对暴漫的查处也来了。文化和旅游部已经指

http://finance.youth.cn/finance_cyxfgsxw/201805/t20180530_11632602.htm
http://sh.qihoo.com/pc/99d5396ca9a5a2906?sign=360_e39369d1
http://datainfo.stock.hexun.com/
http://stock.hexun.com/2018-06-01/193129156.html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8-06/03/c_1122930211.htm
http://news.ifeng.com/a/20180603/58559936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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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陕西省文化厅、西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依法立案查处“暴走漫画”丑化恶搞烈士，将依法立案查处，

从快从重作出行政处罚；“今日头条”平台未落实主体责任，也将被依法立案调查。 

http://sh.qihoo.com/pc/95f9cc0b9c303635b?sign=360_e39369d1 

《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及网络安全情况调研报告》发布 

5月 31日，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以及腾讯公司联合发布了《中

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及网络安全情况调研报告》。据悉，本次调研报告是国内第一次专门针对青少年网络

安全的全国性社会调查。 

http://tech.cnr.cn/techgd/20180531/t20180531_524253869.shtml 

【出版】 

首届新闻出版大数据高峰论坛在贵阳举行 

5月 28日，作为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分论坛之一，首届（2018）新闻出版大数据高峰论坛在贵

阳举行。本届论坛以探索新闻出版业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物联网融合发展之道、数字出版与知识产权保护

为主题，吸引全国 300多位来自政府、出版企业、相关协会、高等院校、大数据企业的代表与会。 

http://m.people.cn/n4/2018/0530/c3351-11065748.html 

中文在线全场景数字阅读点亮 2018 图书馆年会 

由文化和旅游部指导,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廊坊市人民政府主办,国家图书馆和河北省文化厅等单位协

办的图书馆界最高层次、最大规模的行业盛会——2018 中国图书馆年会于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在廊坊国

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图书馆年会以“图书馆与社会:共享效能法治”为主题,分为学术会议和展览会两大板

块,作为图书馆年会的重要板块,本次图书馆展览会向图书馆届代表及广大市民展现了图书馆行业发展的

最新成果,其中中文在线带来的全场景数字阅读引来不少图书馆代表驻足。 

https://www.sohu.com/a/233715776_583591 

【教育】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对进一

步推进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等方面做出部署。此次发布的意见，以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为目标，以推进科研

诚信建设制度化为重点，以健全完善科研诚信工作机制为保障，坚持预防与惩治并举，坚持自律与监督并

重，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着力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科研诚

信建设新格局，营造诚实守信、追求真理、崇尚创新、鼓励探索、勇攀高峰的良好氛围，为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奠定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805/t20180531_337856.html 

http://sh.qihoo.com/pc/95f9cc0b9c303635b?sign=360_e39369d1
http://tech.cnr.cn/techgd/20180531/t20180531_524253869.shtml
http://m.people.cn/n4/2018/0530/c3351-11065748.html
https://www.sohu.com/a/233715776_583591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805/t20180531_3378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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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优酷宣布拿下 2018年世界杯直播权 

5月 29日，优酷正式对外宣布成为 2018世界杯央视指定新媒体官方合作伙伴，并拿到 2018年俄罗斯

世界杯包括赛事直播、视频点播、赛场花絮等多项权益。优酷拿下世界杯直播权，无疑将加速阿里巴巴集

团在这一道路上探索出更多创新模式，也将为国内体育用户提供更多观赏世界杯的全新互动方式。 

http://sh.qihoo.com/pc/942721d2d0a80dac2?sign=360_e39369d1  

 

 

四、本周公司公告 

【艾格拉斯 002619：全资子公司设立投资基金】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艾格拉斯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掌易文化与华泽智永、天津久柏、杭州君铎、舟山

易美以及新华富时（代表“新华富时－华泽智永 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共同参与投资基金，并签署了

《合伙协议》。投资基金总规模为 61,000万元，其中，华泽智永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合计为人民

币 1,000万元，新疆艾格拉斯以及天津久柏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分别认缴出资额合计为人民币 13,000

以及 17,000万元，掌易文化、杭州君铎、舟山易美以及新华富时（代表“新华富时－华泽智永 1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分别认缴出资额合计为人民币 6,000万元、2,000万元、15,000

万元、7,000万元。 

【新文化 300336：投资电影】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新文化影业与星辉海外于近日签署了《共同投资协议<美人鱼 2>》。新文化影业以

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参与投资电影《美人鱼 2》。此次投资，是

公司与周星驰先生及其团队之间紧密合作的延续，能够进一步提高公司在电影业务板块的品牌影响力、市

场竞争力。同时，在以优质 IP为基础进行优质内容创作的战略基础上，公司将继续重点打造《美人鱼》

IP 的电视剧作品，放大其 IP 价值、增强变现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内容产品的储备和产出。 

【广电网络 600831：获得国家补助】 

 本公司于 5月 29日收到《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2018年中央预算内

投资计划的通知》（陕发改投资[2018]647号）。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2018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发改投资[2018]628号）文件精神，本公司“‘百兆乡村’示范及配套支撑

工程”项目列入 2018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项目，获得国家投资补助 15,000万元。 

【恺英网络 002517：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 

 为加快游戏主营业务发展、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盈利能力，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恺英拟以 106,400

万元人民币收购浙江九翎股东周瑜、黄燕、李思韵及张敬合计持有的 70%股权，并于 2018年 5月 28日签

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本次收购完成后，上海恺英将持有浙江九翎 70%股权。浙江九翎自成立以来主要

从事网络游戏尤其是 H5游戏的研发和运营，并拥有经验丰富且高度专业化的大规模研发团队、具备完善

的开发体系及成熟的研发技术。通过本次股权收购，上海恺英能够直接获得浙江九翎优秀制作团队和研发

团队等优质资源，进一步向产业链纵深发展，完善产业链布局，扩大利润增长点。 

 

（上述公告除特殊说明外均来源公司公告） 

http://sh.qihoo.com/pc/942721d2d0a80dac2?sign=360_e39369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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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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周（5月28日-6月3日）总票房66287万元，环比下跌了2.49%（第

21周票房67981万元）。本周《超时空同居》以18684万票房蝉联周冠军；新片《哆啦A梦：大雄的金银岛》

（6月1日上映）以15582万票房排名第二；《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排名第三，周票房13458万。 

 

图表 5：第 22 周票房排名 TOP10（2018年 5月 28 日-2018年 6月 3 日） 

影片名 票房（万元） 制作发行公司 

超时空同居 18684 - 

哆啦 A梦：大雄的金银岛 15582 中国电影 

复仇者联盟 3：无限战争 13458 漫威影业 

潜艇总动员：海底两万里 5863 - 

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 3261 美国卢卡斯、华特迪士尼 

寂静之地 2440 中国电影等 

完美陌生人 2020 中国电影等 

魔镜奇缘 2 1634 娱连影业 

我的宠物恐龙 805 - 

狂暴巨兽 6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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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4日-2018 年 6月 10 日） 

影片名 上映时间 制作发行公司 

蓝色金鱼 

疯狂的麻将 

2018年 6月 4日 

2018年 6月 6日 

光线传媒等 

- 

暗夜良人 2018年 6月 6日 - 

那年，我还没长大 2018年 6月 8日 - 

一纸婚约 2018年 6月 8日 - 

忠犬大营救 2018年 6月 8日 黄海电影等 

恐怖浴室 

深海越狱 

幸福马上来 

盯上小偷的贼 

因果启示录 

一个人的江湖 

暮光·巴黎 

厕所英雄 

别让爱情走弯路 

2018年 6月 8日 

2018年 6月 8日 

2018年 6月 8日 

2018年 6月 8日 

2018年 6月 8日 

2018年 6月 8日 

2018年 6月 8日 

2018年 6月 8日 

2018年 6月 8日 

- 

- 

- 

- 

寰球影视等 

东荣影视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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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