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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字节跳动在洽谈出售 Topbuz 

Facebook 和阿里云宣布合作，PyTorch 将进驻阿里 

腾讯收购挪威游戏开发商丰乐 29%股权，成最大股东 

趣头条回应短视频布局：均处于早期阶段，无刻意对标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中原传媒：公司将择机将全资子公司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资产注入 

力盛赛车：公司与 BIE 签署运营服务协议 

 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72%，文化传媒行业下跌 4.30%，行业跑

输市场 3.58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倒数第五位；子行业中影视

动漫下跌 3.82%，平面媒体下跌 2.63%，有线运营下跌 2.76%，营销服务下

跌 2.86%，网络服务下跌 4.53%，体育健身下跌 0.09%。 

个股方面，金科文化、中信出版及捷成股份本周领涨，上海电影、中青宝和

值得买本周领跌。 

 投资建议 

本周文化传媒行业随大盘低迷，国庆档电影概念在预期兑现后出现回调行情。

10 月 9 日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教育支持社会服务产业发展指导意

见，提出以职业教育为抓手，提升教育与社会服务产业的提质扩容能力，加

快建立健全家政、养老、育幼等紧缺领域的人才培养培训体系。我们认为稳

就业是目前国家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与之相对应的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

训因此具备极强的逆周期属性和配置价值，政策的支持力度持续加码也将利

好这个领域，我们中长期看好这条赛道。其他投资逻辑上我们继续推荐三条

主线：（1）游戏行业的一二线龙头公司，云游戏的持续落地进一步提升这些

公司的经营天花板；（2）业绩增长稳健、纸张成本下滑利好业绩提升的出版

类龙头个股；（3）5G 的逐步落地将带动 OTT 和新媒体等领域迎来新一轮发

展，中长期关注部分具备优质 VR/AR 应用落地的龙头公司。综上我们维持文

化传媒行业“中性”的投资评级，推荐中国出版（601949）、中南传媒（601098）、

中国电影（600977）、中体产业（600158）、芒果超媒（300413）。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低迷；重大政策变化；需求不达预期；国企改革进展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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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1.1 字节跳动在洽谈出售 Topbuz 

据 The Information 报道，字节跳动据悉在洽谈出售 Topbuzz（海外版今日头

条）。知情人士说，字节跳动正在与包括美国媒体公司在内的少数潜在买家进行

谈判。目前尚不清楚进行了至少三个月的讨论是否会达成协议。 

资料来源：36 氪 

1.2Facebook 和阿里云宣布合作，PyTorch 将进驻阿里 

9 月 26 日，在 2019 云栖大会飞天智能主论坛上，Facebook 和阿里云宣布合

作，Facebook 旗下的开源深度学习框架 PyTorch 将进驻阿里云机器学习平台。

PyTorch 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深度学习框架之一，达成合作之后，AI 开发者在阿里

云上可以使用 PyTorch 框架，体验模型训练、预测部署等全流程功能。 

资料来源：36 氪 

1.3 腾讯收购挪威游戏开发商丰乐 29%股权，成最大股

东 

据外媒报道，挪威丰乐公司（Funcom）今日宣布，腾讯已同意收购该公司 29%

的股权，成为其最大股东。丰乐公司创建于 1993 年，侧重于开发动作冒险和大

型多人在线网络游戏。据丰乐公司称，腾讯此次从 KGJ Capital 手中购买了丰乐

公司的股票，购买价格较上周五的收盘价溢价 21.8%，为丰乐公司估值 12.2 亿

挪威克朗（约合 1.3433 亿美元）。 

资料来源：36 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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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家广电总局印发《有线电视网络升级改造技术指导

意见》 

国家广电总局印发《有线电视网络升级改造技术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加快有

线电视网络与融合媒体、5G 移动网等新兴业态和传播渠道的相互融通和协同服

务，推动有线电视网络 “云、网、端”资源要素的有效整合，着力构建高速、

泛在、智慧、安全的新型有线电视网络。 

资料来源：36 氪 

1.5 趣头条回应短视频布局：均处于早期阶段，无刻意

对标 

头条推进两款趣头条短视频创新产品业务，两款短视频对标抖音极速版和快手极

速版。对此，趣头条方面回应称：“短视频确实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赛道，我们

的预判是，随着未来科技通信技术不断升级，人们将会花更多时间在视频类产品

上。我们的两款短视频业务还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并没有刻意对标某款产品，

目前相关业务都在有序推进中。 

资料来源：36 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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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股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表 1：A股上市公司重要公告汇总 

代码 公司名称 公告类型 主要内容 

000719 中原传媒 

公司将择机将全资子

公司河南教育电子音

像出版社注入 

公司公告公司控股股东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择机将全资子

公司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装入上市公司，确保

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002858 力盛赛车 
公司与 BIE 签署运营

服务协议 

公司公告公司与BRILLIANT IN EXCELLENCE (UK) LIMITED 拟于2019年9

月 30 日签署运营服务协议，服务期限为 2019 年 10 月 1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

服务期间公司将向 BIE (UK) 提供世界电动方程式锦标赛项目中的车队运营

服务。BIE (UK)依照运营服务协议 BIE (UK) 需向公司支付固定服务费用总金

额（含税）为 80 万英镑。BIE (UK) 由公司股东、董事曹传德先生之子曹杉先

生控制 

300058 蓝色光标 
2019 年前三季业绩预

告 

公司公告 2019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预计 2019Q1-Q3 实现归母净利润 6-7 亿

元，同比增长 45.3%-69.6%，其中 2019Q3 实现归母净利润 1.32-2.32 亿元，同

比增长 35%-137.2%。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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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300指数下跌 0.72%，文化传媒行业下跌4.30%，行业跑输市

场 3.58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倒数第五位；子行业中影视动漫下跌

3.82%，平面媒体下跌 2.63%，有线运营下跌 2.76%，营销服务下跌 2.86%，网

络服务下跌 4.53%，体育健身下跌 0.09%。 

图 1：行业指数周涨跌幅排行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个股方面，金科文化、中信出版及捷成股份本周领涨，上海电影、中青宝和值得

买本周领跌。 

表 2：文化传媒行业内个股涨跌幅 

涨跌幅前三名 周涨跌幅（%） 涨跌幅后三名 周涨跌幅（%） 

金科文化 12.30 上海电影 -22.66 

中信出版 7.35 中青宝 -21.68 

捷成股份 6.74 值得买 -21.28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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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建议 

本周文化传媒行业随大盘低迷，国庆档电影概念在预期兑现后出现回调行情。10

月 9 日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教育支持社会服务产业发展指导意见，提出

以职业教育为抓手，提升教育与社会服务产业的提质扩容能力，加快建立健全家

政、养老、育幼等紧缺领域的人才培养培训体系。我们认为稳就业是目前国家经

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与之相对应的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因此具备极强的逆周

期属性和配置价值，政策的支持力度持续加码也将利好这个领域，我们中长期看

好这条赛道。其他投资逻辑上我们继续推荐三条主线：（1）游戏行业的一二线龙

头公司，云游戏的持续落地进一步提升这些公司的经营天花板；（2）业绩增长稳

健、纸张成本下滑利好业绩提升的出版类龙头个股；（3）5G 的逐步落地将带动

OTT 和新媒体等领域迎来新一轮发展，中长期关注部分具备优质 VR/AR 应用落

地的龙头公司。综上我们维持文化传媒行业“中性”的投资评级，推荐中国出版

（601949）、中南传媒（601098）、中国电影（600977）、中体产业（600158）、

芒果超媒（300413）。 

5.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低迷；行业重大政策变化；行业需求不达预期；国企改革进展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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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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