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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阅读的增量逻辑，预计将呈现为短

视频携增量登场 

■本周投资观点 

我们认为数字阅读行业：1）数字阅读行业历经付费、免费发展史，尤

其是互联网平台与数字阅读内容方各取所需，携手攻城略地，现有格

局已清晰：腾讯系、字节系两大阵营下，阅文集团、掌阅科技并立；2）

数字阅读的增量逻辑，预计将呈现为短视频携增量登场；3）现有的格

局下，有望迎来新战事。 

展望 2021 年，我们认为行业研究框架将有扩充： 

1. 传媒板块过往 3 年，与行业较为不匹配（短视频、社交平台等均在

美股、港股上市），预计随着港股回归潮，板块与行业基本匹配。 

2. 一方面，我们将传媒的内容，由广义出版的泛娱乐（狭义出版、在

线阅读、音频、直播、长视频、短视频、游戏），拓展至教育（疫情刺

激线下为主的教育龙头均布局线上）、知识付费（得到、读客文化等走

创业板 IPO）；另一方面，我们以以下三个维度划分各内容方向：内容

龙头（长视频内容龙头、游戏龙头、教育龙头）、内容型平台（掌阅、

得到、芒果）、社交平台（快手、抖音）。营销、电商、IP 衍生等变现

路径是内容产业的重要补充。 

 

■上周市场表现 

截至 11 月 20 日，上周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创业板指、传媒板指分

别上涨 2.04%、0.71%、-1.47%、0.28%。 

  

上周板块内个股涨幅前三中体产业（26.85%）、信隆健康（13.45%）、

中国出版（10.76%）；后三光一科技（-14.13%）、创业黑马（-14.05%）、

掌阅科技（-13.10%）。 

  

港股板块内个股涨幅前三超凡网络（34.78%）、天鸽互动（19.35%）、

源想集团（19.20%）；后三丰德丽控股（-22.06%）、中国三三传媒

（-13.46%）、中国创意数码（-12.28%）。 

  

美股板块内个股涨幅前三途牛（54.49%）、凤凰新媒体（46.34%）、兰

亭集势（29.44%）；后三爱奇艺（-15.24%）、欢聚（-9.46%）、百度

（-6.18%）。 

 

■重点标的 

1）核心推荐：芒果超媒、掌阅科技、光线传媒、三七互娱、 吉比特、

完美世界、巨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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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弹性标的：吉宏股份、姚记科技、元隆雅图、华扬联众、因赛集团、

号百控股、横店影视、奥飞娱乐、掌趣科技、捷成股份；关注歌华有

线； 

3）新经典、豆神教育、科斯伍德、中信出版、昂立教育； 

4）小米集团、心动公司、祖龙娱乐、友谊时光、金山软件；关注网易。 

 

■风险提示：5G 建设及商用进度低于预期、公司治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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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回顾 

截至 11 月 20 日，上周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创业板指、传媒板指分别上涨 2.04%、0.71%、

-1.47%、0.28%。 

  

上周板块内个股涨幅前三中体产业（26.85%）、信隆健康（13.45%）、中国出版（10.76%）；

后三光一科技（-14.13%）、创业黑马（-14.05%）、掌阅科技（-13.10%）。 

  

港股板块内个股涨幅前三超凡网络（34.78%）、天鸽互动（19.35%）、源想集团（19.20%）；

后三丰德丽控股（-22.06%）、中国三三传媒（-13.46%）、中国创意数码（-12.28%）。 

  

美股板块内个股涨幅前三途牛（54.49%）、凤凰新媒体（46.34%）、兰亭集势（29.44%）；

后三爱奇艺（-15.24%）、欢聚（-9.46%）、百度（-6.18%）。 

 

图 1：上周各一级子行业市场表现（单位：%）  图 2：2020 年以来各一级子行业市场表现（单位：%）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1：板块涨幅前十、后十的 A 股个股 

  上周涨幅前十、后十个股  2020 年以来涨幅前十、后十个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年涨跌幅（%）  

涨幅前十  

  

600158.SH 中体产业 26.85 603533.SH 掌阅科技 165.96  

002105.SZ 信隆健康 13.45 605168.SH 三人行 141.18  

601949.SH 中国出版 10.76 002803.SZ 吉宏股份 137.60  

002131.SZ 利欧股份 9.39 300063.SZ 天龙集团 111.18  

601595.SH 上海电影 8.40 300413.SZ 芒果超媒 103.87  

300860.SZ 锋尚文化 8.09 002517.SZ 恺英网络 97.67  

600136.SH 当代文体 7.99 002400.SZ 省广集团 94.29  

002858.SZ 力盛赛车 7.95 300299.SZ 富春股份 82.82  

000673.SZ *ST 当代 7.09 002105.SZ 信隆健康 72.04  

002878.SZ 元隆雅图 6.41 300364.SZ 中文在线 71.53  

涨幅后十  

300356.SZ 光一科技 -14.13 000673.SZ *ST 当代 -70.39  

300688.SZ 创业黑马 -14.05 000835.SZ *ST 长动 -67.92  

603533.SH 掌阅科技 -13.10 002071.SZ *ST 长城 -65.80  

300329.SZ 海伦钢琴 -9.57 603399.SH 吉翔股份 -52.89  

300467.SZ 迅游科技 -9.23 603721.SH 中广天择 -44.19  

605168.SH 三人行 -8.96 002343.SZ 慈文传媒 -42.20  

002624.SZ 完美世界 -8.05 600640.SH 号百控股 -42.09  

300612.SZ 宣亚国际 -7.37 000892.SZ 欢瑞世纪 -37.13  

300770.SZ 新媒股份 -7.09 002235.SZ 安妮股份 -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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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466.SH 风语筑 -6.58 600136.SH 当代文体 -36.26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2：板块涨幅前五、后五的港股个股 

  上周涨幅前五、后五个股  2020 年以来涨幅前五、后五个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年涨跌幅（%）  

涨幅前五  

8121.HK 超凡网络 34.78 3738.HK 阜博集团 382.14 

1980.HK 天鸽互动 19.35 8083.HK 中国有赞 263.64 

8401.HK 源想集团 19.20 1137.HK 香港电视 261.40 

8075.HK 寰亚传媒 17.39 0708.HK 恒大汽车 212.10 

0426.HK 万华媒体 13.39 8153.HK 法诺集团 140.00 

涨幅后五  

0571.HK 丰德丽控股 -22.06 0471.HK 中播控股 -77.66 

8087.HK 中国三三传媒 -13.46 8087.HK 中国三三传媒 -77.50 

8078.HK 中国创意数码 -12.28 8112.HK 基石金融 -77.44 

8006.HK 华泰瑞银 -11.76 0888.HK 贝森金融 -75.96 

0745.HK 中国国家文化产业 -8.33 0426.HK 万华媒体 -66.58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3：板块涨幅前五、后五的美股个股 

  上周涨幅前五、后五个股  2020 年以来涨幅前五、后五个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年涨跌幅（%）  

涨幅前五 

TOUR.O 途牛 54.49 VNET.O 世纪互联 232.83 

FENG.N 凤凰新媒体 46.34 BILI.O 哔哩哔哩 222.23 

LITB.N 兰亭集势 29.44 LITB.N 兰亭集势 184.76 

BILI.O 哔哩哔哩 22.70 JD.O 京东 149.05 

JG.O 极光 21.74 ICLK.O 爱点击 134.78 

涨幅后五 

IQ.O 爱奇艺 -15.24 NCTY.O 第九城市 -66.78 

YY.O 欢聚 -9.46 SFUN.N 房天下 -62.31 

BIDU.O 百度 -6.18 MOMO.O 陌陌 -52.62 

GDS.O 万国数据 -5.75 CMCM.N 猎豹移动 -46.56 

JD.O 京东 -4.71 XNET.O 迅雷 -43.88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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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运行数据 

2.1. 政策/产业跟踪 

截至 11 月 20 日，板块内个股已申请增发事项的进度梳理： 

图 3：板块增发标的进度梳理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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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细分子行业跟踪 

2.2.1. 游戏 

1）行业数据 

①据 Sensor Tower 10 月全球热门移动游戏下载量排行榜显示，第一名 InnerSloth《Among 

Us》10 月在全球 App Store、Google Play 共获得 7480 万次下载，是去年同期的 50 倍，截

至 10 月底《Among Us》在移动端累计下载量已超过 2 亿。印度是该游戏第一大市场，贡献

了 15%的下载量；其次是美国，占 11.6%。Sybo Games《Subway Surfers》以 1980 万次

下载排名第 2，同比增长 13.7%。印度是下载量最大的市场，占 27.3%；其次是巴西，占 8%。

三至五名依次是 Supersonic《Join Clash 3D》，Garena《Free Fire》以及米哈游《原神》。

米哈游《原神》10 月在移动端获得 1640 万次下载，吸金近 2.39 亿美元，位列 10 月全球手

游收入榜榜首，其中超过 2/3 的收入来自海外市场。 

②据 Sensor Tower 2020 年 Q3 日本手游市场收入数据显示，第三季度日本手游市场收入增

至 50.1 亿美元，再次刷新历史记录。入围畅销榜 Top100 的中国手游产品数量增加至 27 款，

总收入达到 9.6 亿美元，占 Top100 手游总收入的 25.6%。本季度下载总量为 1.8 亿次，环

比下滑 21.9%，同比下滑 14.3%，是疫情爆发以来下载量最低的季度。产品收入榜中，Mixi

《怪物弹珠》以 2.7 亿美元的收入蝉联日本手游收入榜首；Sony《Fate/Grand Order》稳居

榜单第 2 名；《荒野行动》本季度预估收入近 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2%，环比增长 13.8%，

位列收入榜第 3 名。产品下载榜中，5 款新产品进入榜单，其中《勇者斗恶龙 Tact》和《Re:

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均来自日本厂商（Square Enix 和 SEGA）；中国厂商的新品达到 3

款，分别为莉莉丝《剑与远征》，游族冒险剧情 RPG 养成手游《红：伊甸园的骄傲》以及武

汉微派益智休闲手游《贪吃蛇进化论》。 

 

2）国内游戏要闻 

①11 月 17 日，欢聚集团宣布与百度签署最终协议。据协议，百度将以约 36 亿美元现金收

购欢聚国内视频娱乐直播业务（“YY 直播”），包括但不限于 YY 移动应用、YY.com 网站和

YY PC 等，预计将于 2021 年上半年完成交割。 

②11 月 17 日，金山软件公布 2020Q3 财报。财报显示，第三季度金山软件总营收 13.97 亿

元，同比增长 34%，净利润 6.67 亿元，同比增长 1749%。业务营收方面，得益于旗舰端游

《剑网 3》的持续增长，游戏营收同比增长 19%至 7.88 亿元；办公软件服务与游戏收入占

比差缩小，其中网络游戏业务占比从上一季的 61%下降至 56%，办公软件及服务及其他的

占比从 39%提升至 44%，原因主要在于办公软件业务营收呈现高增长，而游戏增长放缓。

Q3 公司旗下游戏子公司西山居推出了《风暴魔域 2》、《剑侠情缘 2：剑歌行》及《剑网 3：

指尖对弈》3 款新游戏。 

③11 月 18 日，字节跳动旗下的数字服务与智能科技品牌火山引擎正式成为 Linux 基金会旗

下非营利组织云原生计算基金会 CNCF 的白金会员。 

④11 月 18 日，浑水在官网发布针对欢聚集团的做空报告。报告指控欢聚集团对投资者发布

重大误导性虚假信息，认为欢聚集团的实际业务只有其所宣称的一小部分，指出欢聚集团在

其财务报表中的各种计算指标、收入额和现金余额绝大部分是造假。欢聚时代隔夜美股盘中

暴跌近 30%，最终收跌 26.5%。对此欢聚集团称浑水的报告充满了对直播行业和直播生态的

无知且包含大量的错误。 

⑤11 月 19 日，网易发布 2020Q3 财报。财报显示，第三季度网易实现收入 186.6 亿元，同

比增长 27.5%；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持续经营净利润 30 亿元，NonGAAP 下归母可持续

净利润 37 亿元。其中在线游戏服务净收入 138.6 亿元，同比增长 20.2%，占比 74.27%。在

国内市场，端游产品如《梦幻西游》电脑版、《大话西游 2》和《逆水寒》等表现稳健，手游

产品除《梦幻西游》手游、《大话西游》手游之外，《率土之滨》、《阴阳师》、《光〃遇》等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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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近期也多次跻身 iOS 畅销榜前列；在海外市场，《荒野行动》、《明日之后》和《第五人格》

在日本表现出色，使网易游戏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⑥11 月 19 日，bilibili 发布 2020Q3 未经审计的财报。财报显示，bilibili 第三季度实现营收

32.3 亿元，同比增长 74%；净亏损 11 亿元，同比增长 171%。亏损扩大主要由不断攀升的

运营支出导致，本季度公司总运营支出为 18.8 亿元，同比增长 138％。业务营收层面，游戏

业务贡献 12.8 亿营收，占比持续下降至 40%；增值服务业务与广告业务营收分别为 9.8 亿

元、5.6 亿元，同比增长 116%、126%；电商及其他业务期内营收 4.1 亿元，同比增长 83%。

用户层面，bilibili 第三季度社区月均活跃用户达 1.97 亿，同比增长 54%；移动端月均活跃

用户达 1.84 亿，同比增长 61%；月均付费用户数同比增长 89%至 1500 万，付费率从去年

同期的 6.2%提升至 7.6%。 

 

3）海外游戏要闻 

①11 月 15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根据协定内《中日相互

关税承诺表》相关内容，未来协定生效后中国将对日本电子游戏机类产品实施零关税进口。 

②11 月 18 日，苹果公司宣布推出全新“佣金”政策：针对每年营收少于 100 万美元的⼩型

企业和个体开发者，App Store 佣⾦降低一半⾄15%。该政策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

动。 

③11 月 19 日，Steam Client Beta 公布官方将支持 PS5 主机 DualSense 手柄的多项高级功

能，增加了对 PS5 DualSense 控制器的额外支持，其中包括 LED，触控板，隆隆声和陀螺

仪功能。此次版本实装后，Steam 平台将完全支持次世代手柄。 

④11 月 19 日，谷歌正式宣布其云游戏服务 Stadia 将以网页应用的形式登陆苹果 iOS 平台，

预计未来几周 Stadia 网页应用版将进行公开测试，此举旨在追随微软的脚步以绕过苹果应

用商店的限制；同日英伟达宣布其云游戏服务 GeForce Now 在 iOS 上的测试版网页应用

程序已于当日推出，GeForce Now 已正式通过在 Safari 浏览器上的测试，能够将《堡垒之

夜》（Fortnite）等大量游戏带到 iOS 设备上。 

⑤11 月 20 日，Roblox 发布招股书。招股书显示，Roblox2018 年、2019 年收入分别为 3.12

亿美元、4.88 亿美元，2020 前三季度收入为 5.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68%。但公司迄今尚未

实现盈利，2018 年、2019 年净亏损分别为 9720 万美元、8600 万美元，2020 前三季度净

亏损 2.03 亿美元。公司预订收入增长显著，2018 年、2019 年预订收入分别为 4.99 亿美元、

6.94 亿美元，2020 前三季度预订收入达 12.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1％。 

 

4）重点产品周排名 

游族网络：《少年三国志：零》9（前进 5 名）、《少年三国志 2》60（后退 7 名）、《荒野乱斗》

87（后退 45 名）。 

吉比特：《最强蜗牛》21（持平）、《问道》26（后退 1 名）。 

三七互娱：《云上城之歌》22（后退 2 名）、《精灵盛典》80（前进 10 名）。 

完美世界：《新神魔大陆》23（前进 1 名）、《完美世界》42（后退 6 名）、《新笑傲江湖》43

（后退 2 名）、《诛仙》45（后退 7 名）。 

巨人网络：《球球大作战》73（后退 10 名）、《征途》82（前进 21 名）、《征途 2》116（后退

5 名）。 

  

注：排名指各产品在游戏 iOS 畅销榜的一周平均排名 

 

2.2.2. 院线与影视 

院线 

1）行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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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猫眼专业版，上周（复工第十六周，11.14-11.20）中国内地电影市场总票房约 3.73 亿，

同比下降 41.44%；  

②据猫眼专业版，截至 11 月 20 日，2020 年以来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累计票房 157.50 亿，同

比下降 73.32%； 

③据艺恩数据，上周（11.14-11.20）共有 6 家新建电影院开业。 

  

2）票房周排名 

据猫眼专业版，周票房榜前五为《金刚川》（中国电影，10.23 上映）、《除暴》（英皇影业，

11.20 上映）、《汪汪队立大功之超能救援》(北京电影，11.13 上映)、《地狱男爵：血皇后崛

起》（中国电影，11.9 上映）、《热血合唱团》(博纳影业，11.13 上映)、。 

  

3）上映动态 

本周（11.21-11.27）即将上映 11 部影片，包括等《一秒钟》、《流浪地球：飞跃 2020 特别

版》、《闺蜜心窍》、《踮起脚尖去爱你》、《应承》、《妈妈不再摇滚》、《日光之下》、《星溪的三

次奇遇》、《灰犀牛》、《石狮是我家》10 部国产片，《疯狂原始人 2》1 部进口片。 

 

影视  

1）剧集&综艺热度排名 

据猫眼专业版（11 月 20 日数据），①影视剧集猫眼热度榜前五为《狼殿下》9708.04（多平

台）、《鹿鼎记》9382.09（多平台）、《隐秘而伟大》9265.69（多平台）、《燕云台》9233.00

（腾讯视频）、《最初的相遇，最后的别离》9205.53（优酷）； 

②综艺猫眼热度榜前五为《我们恋爱吧 第二季》9050.28（优酷）、《女儿们的恋爱 第三季》

8968.18（芒果 TV）、《小巨人运动会》8967.73（芒果 TV）、《哈哈哈哈哈》8959.56（多平

台）、《火星情报局》8714.13（优酷）。 

  

2）播出动态 

①上周开播剧集包括《狼殿下》（李沁、肖战）、《鹿鼎记》（张一山、唐艺昕）、《最初的相遇，

最后的别离》（林更新、盖玥希）、《我有特殊沟通技巧》（范世琦、罗予彤）、《石头开花》（林

永健、韩雪）、《好想和你在一起》（季肖冰、张雅钦）、《兄台请留步》（陈腾跃、张嘉溢）、《这

就是生活》（刘恺威、陈都灵）、《非凡三侠》（张智霖、黄宗泽）；本周待播剧集包括 

《今夕何夕》、《心宅猎人》、《与晨同光》。 

②上周开播综艺包括台网互动少年成团选秀节目《上线吧华彩少年》（易烊千玺、甄子丹为

嘉宾）、感情治愈系真人秀《送一百位女孩回家 第四季》（虞书欣、钟丽缇为嘉宾）等。 

 

2.2.3. MCN 

平台动态 

①11 月 18 日，百度短视频生态平台总经理宋健宣布，好看视频即将对产品全面改版，旨在

构建全网最强视频信息知识图谱。依托百度在知识信息服务的优势技术积累，好看视频将充

分发挥泛知识内容“硬核实力”，持续加码泛知识类创作者激励机制，为用户创造更多“获

得感”，进一步完善好看视频引领的泛知识生态。 

②11 月 16 日，陈奕迅在抖音发布首条短视频。在吸纳陈奕迅入驻后，抖音的娱乐全链价值、

流量价值、平台宣发价值将进一步显现，这种“全链条”级别的能力，无疑将构成明星选择

平台入驻时的重要尺度。 

③11 月 16 日，小红书上线 MCN 合作计划，邀请站内外 MCN 加入小红书视频号，共创优

质内容。达成合作的 MCN 每月将获得最高达 7500 万的小红书站内流量扶持，以及品牌合

作、运营指导、商业化推荐、新产品体验、官方身份标识等一系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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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出版 

图书排名 

根据开卷 2020 年第 46 周实体书店畅销书榜单，虚构类畅销书榜单前十名中，新经典《活着》

位列第六位；非虚构类畅销书榜单前十名中，新经典《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位列第七位；

少儿类畅销书榜单中，新经典《窗边的小豆豆（2018 版）》排名第六。 

 

2.2.5. 教育 

网易有道 Q3 净收入 8.96 亿元，同比增长 159.0%。网易有道 2020 年 Q3 净收入为 8.96 亿

元，同比增长 159.0%；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亏损为 8.78 亿元，去年同期则是 2.42 亿元；

以 Non-GAAP 计算 2020 年第三季度净亏损为 8.66 亿元，而去年同期净亏损为 2.39 亿元。

报告期内，由在线课程和智能硬件为主要构成的学习服务和产品净收入达 7.63 亿元，同比

增长 239.1%；K12 产品有道精品课实现快速增长，K12 正价课付费人次达 49.87 万，同比

增长 437.9%；销售额为 6.76 亿元，同比增长 368.9%；成人课程业务在报告期内销售额达

2.01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85.4%。（鲸媒体） 

 

传智播客在中小板过会。11 月 19 日，证监会安排五家主板（含中小板）IPO 上会，传智播

客已在中小板过会，成为教育行业历史上首家境内上市公司。根据申报稿，2016 年-2018 年

及 2019 年上半年，传智播客分别实现营收 5.4 亿元、6.99 亿元、7.91 亿元和 4.41 亿元，

实现净利润 7201 万元、1.37 亿元、1.73 亿元和 8384 万元，前三年的营收和净利年均复合

增长率分别约为 21%、54%。传智播客是一家致力于 IT 人才培养的职业培训机构，公司的

培训业务主要为 IT 职业培训，按照培训课程品牌可以分为“传智播客”和“黑马程序员”训

练营；按照教学方式可以分为“传统授课”与“双元授课”。（鲸媒体） 

 

跟谁学 Q3 收入 19.66 亿元，同比增长 253%，净亏损 9.325 亿元。2020Q3 跟谁学的收入

为 19.658 亿元，同比增长 252.9%，连续 8 个季度收入增长超 250%；在线直播大班课正价

课付费人次数达 125.6 万，同比增长 133.5%；净亏损为 9.325 亿元，而 2019 年同期净利润

为 190 万元人民币。（鲸媒体） 

 

 

3. 核心观点 

3.1. 行业整体 

我们认为数字阅读行业：1）数字阅读行业历经付费、免费发展史，尤其是互联网平台与数

字阅读内容方各取所需，携手攻城略地，现有格局已清晰：腾讯系、字节系两大阵营下，阅

文集团、掌阅科技并立；2）数字阅读的增量逻辑，预计将呈现为短视频携增量登场；3）现

有的格局下，有望迎来新战事。 

展望 2021 年，我们认为行业研究框架将有扩充： 

1. 传媒板块过往 3 年，与行业较为不匹配（短视频、社交平台等均在美股、港股上市），预

计随着港股回归潮，板块与行业基本匹配。 

2. 一方面，我们将传媒的内容，由广义出版的泛娱乐（狭义出版、在线阅读、音频、直播、

长视频、短视频、游戏），拓展至教育（疫情刺激线下为主的教育龙头均布局线上）、知识付

费（得到、读客文化等走创业板 IPO）；另一方面，我们以以下三个维度划分各内容方向：

内容龙头（长视频内容龙头、游戏龙头、教育龙头）、内容型平台（掌阅、得到、芒果）、社

交平台（快手、抖音）。营销、电商、IP 衍生等变现路径是内容产业的重要补充。 

 

3.2. 细分子行业 

3.2.1.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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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三季度游戏个股调整幅度较大，我们分析背后原因有三：1）在 2020 年疫情带来高基数

之上，预计 1H21 相对承压；2）在版号稀缺及买量成本持续增长背景下，精品化进程加剧，

部分新产品测试周期拉长；3）短期三季报预期波动。从结果角度，我们认为本轮调整整体

市场情绪已过度悲观。区别于市场，我们判断：1）1H21 有望延续较高增速，本质上 1H20

市场整体无新产品（疫情同样对游戏开发进程有负面拖累），增长基本依赖老产品，而预计

1H21 则主要由新产品驱动，据游戏版号信息及各公司产品排期，原定于 4Q20 的新产品多

数延至 1Q21；2）买量成本上升是过去 3 年大趋势，并非短期变量，同时内容为王周期持续

演绎，长期看好具备优质内容的个股（吉比特、祖龙等）。 

 

我们认为游戏内容渠道之间的此消彼长是周期性结果，本轮内容为王时代正持续演绎中。每

一轮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硬件设备迭代，均对用户入口形成重构。1）迭代初期内容生态处于

培养期，内容需通过硬件渠道找到用户。2）迭代中期内容生态逐步繁荣，用户行为习惯逐

步养成。3）迭代后期内容生态充分发达，内容不再需要渠道即可触达用户。在这一过程中，

内容与渠道之间完成此消彼长的一轮周期，利润链分配同步重构。我们判断自 2019 年开始

已进入迭代后期，内容方强势格局将持续 3-5 年左右，直到下一代技术革命进入实质性商用。 

 

3.2.2. 院线与影视 

院线 

院线行业受到疫情反复影响，我们中长期看好行业加速整合，龙头连锁竞争优势将持续凸显。

从政策与市场角度跟踪，疫情冲击下一批资金实力较弱的影院面临关停，加之 4.29 国家电

影局会议表明鼓励院线跨地区兼并重组，预计院线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向头部公司靠拢。此

外，全国电影院陆续复工后前期被压抑的院线观影需求有望充分释放，同时,财政、税收、金

融等支持政策有望加速影院企业恢复正常现金流造血功能，前期积累的优质内容有望实现超

预期票房表现。 

 

一方面，全球疫情影响电影市场，中国地区率先恢复。自 8 月 21 日上映的《八佰》（华谊兄

弟）累计票房已达 28.75 亿元，其第三轮密钥已延期至 11 月 21 日；《我和我的家乡》（北京

文化）从上映日到 11 月 13 日累计票房为 28.03 亿元；全国 2020 年度票房于 11 月 7 日突

破 150 亿元，已正式超越北美，历史上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票仓；《金刚川》（中国电影）自

10 月 23 日上映到 11 月 20 日房累计达 10.31 亿元。 

  

另一方面，后续影片储备丰富，多部影片将齐聚年末贺岁档和明年春节档。目前官宣定档春

节的影片包括《侍神令》（华谊兄弟）、《刺杀小说家》（华策影业）、《人潮汹涌》（光线传媒）、

《唐人街探案 3》（万达影视）、《你好，李焕英》（北京文化）、《紧急救援》（腾讯影业、博纳

影业）、《新神榜：哪吒重生》（阿里影业、博纳影业、哔哩哔哩影业）、《熊出没〃狂野大陆》

（华强方特）、《我的初恋十八岁》（大地时代）等；《晴雅集》（上海电影）、《明天你是否依

然爱我》（华人影业）、《如果声音不记得》（光线传媒）、《拆弹专家 2》（阿里影业）、《送你一

朵小红花》（联瑞影业）、《温暖的抱抱》（华谊兄弟）、《赤狐书生》（华文映像影业）、《哆啦 A

梦：大雄的新恐龙》（小桌电影）、《沐浴之王》（北京文化）、《日不落酒店》（华文风泽影业）、

《封口者》（北京行阔）、《隐形人》（美国环球影片）、《小美人鱼的奇幻冒险》（北京影时空）、

《北京朝 9 晚 5》（启迪影视）、《长安伏妖》（大叔影业）、《奇幻王国之魔法奇缘》（漫卡影业）、

《神奇女侠 1984》（华纳兄弟）、《怪物猎人》（腾讯影业）、《心灵奇旅》（迪士尼影业）、《隐

形人》（中国电影）等将在 12 月上映。上座率上限提升和创新高的影片体量进一步释放了疫

情结束后重要档期的票房空间，后续丰富影片储备也将持续带动电影市场表现，关注单片超

预期可能。 

 
 

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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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影视制作工业化有望重塑业务模型，优化商业模式。综艺内容制作在各视频平台的

治理下率先实现工业化，即制作流程成熟且财务模型抗风险能力强。综艺内容 1）提前招商

收款、现金流周转快、无库存压力；2）综艺内容的变现能力突出，除招商广告，可通过综

艺 IP 衍生周边商品、带货销售等多种方式变现；3）要素价格（演员成本）下降进一步提升

综艺内容品质。国内影视剧集制作的工业化主要体现为平台引导下的“定制剧”模式，推动

影视公司商业模式从“项目制”向“公司制”升级。“定制剧”模式下，1）现金流压力缓解，

项目协议签订即可得到来自平台方的制作资金；2）项目确认更加确定，拍摄完毕拿到发行

许可证即可确认收入；3）项目来源更加稳定，头部公司现有团队（华策 36 个，慈文 10 个）

均能不断上产能。 

  

推荐影视板块中拥有项目把控能力、制作宣发能力、融资平台实力及公关能力的头部影视公

司。疫情影响下，我们再次强调头部影视公司的强生存能力与去库存能力。推荐光线传媒，

关注华策影视、慈文传媒等。 

  

近日 B 站、西瓜视频等平台持续加码布局长视频，相应优质影视内容及制作团队需求增加，

看好存量龙头与新平台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 

 

3.2.3. MCN 

我们认为基于内容差异化的强需求以及工业化升级的必然趋势，三类 MCN 机构在产业链上

具备真正价值：1）背靠平台提供 KOL 运营的公司。KOL 作为垂直领域意见领袖影响用户的

价值观与消费观，成为生态中的关键一环，KOL 运营机构将获得大规模且稳定的收入；2）

掌握品牌主资源的公司。该类公司在渠道发展初期作为服务商的中介价值凸显，帮助其适应

新渠道营销推广、直播带货；3）专注于内容生产的公司。该类公司凭借对内容的理解赋能

KOL 的内容生产，推动 UGC 向 PUGC 的工业化升级，产生优质内容矩阵形成对下游的议价

权，提高长期盈利能力。我们判断在 MCN 机构内容成熟度提升、UGC 向 PUGC 升级的工

业化趋势下，短视频工具产品、赋能技术解决方案等有望迎来增长机会。 

  

近日，国联质检与薇娅所在的谦寻文化共同成立“谦寻联合质量中心”，“质检+直播”是直

播电商建立产品质检评估体系及完善直播间选品机制的创新性尝试，表明直播电商 MCN 行

业规范正在建立，利好掌握品牌主资源的 MCN 机构。 

 

3.2.4. 出版 

我们认为图书出版行业业绩相对稳定，具有 1）内容产品生命周期长，2）现金流健康，3）

经营风险较低等特点，主要由有市场竞争力的爆款图书提供业绩弹性。省级出版集团以教材

教辅发行业务为主，市场化图书出版为辅，同时顺应环境变化积极布局与推广电子教材等新

产品形式。大众图书出版公司更看重其市场化能力与组织平台能力。 

  

伴随疫情稳定，实体书店收入企稳回升，看好中信旗下实体书店增强出版社品牌价值，在存

量市场竞争中占领客户心智。推荐组织架构市场化，产品竞争优势强的中信出版和图书生命

周期长，版权优势明显的新经典，关注基本盘稳固，体内拥有多家优质出版社的中国出版等。 

 

3.2.5. 广电 

随着广电整合的持续推进，中国广电作为第四大运营商正式参与运营商与 5G 的竞争中，广

电板块将迎来巨大变革。广电整合之后的业务形态：1）广电公司基本面主要来自 To C 的有

线电视收视业务，自 2015 年到达峰值后，有线电视用户持续流失，传统 To C 业务颓势明显。

2）5G 新业务方向包括运营商业务、智慧城市、智慧家庭、泛娱乐内容等。广电的核心优势

在于内容（内容制作、内容把控）、地方国资背景。1）广电优势之一在于内容，包括内容制

作、内容把控：广电系做视频运营和内容审核相关业务起家，而运营商是做移动通信业务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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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目前运营商均加速布局泛娱乐内容平台；虽然三大运营商有 IPTV 业务，但无播控牌照。

2）广电优势之二在于地方国资背景：相较于三大运营商，各地广电公司具备地方国资背景，

在获得当地政府资源及项目支持方面具备一定优势。 

 

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和广电 5G 建设一体化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果。今年以来，中国广电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相继完成战略性投资合作、发起人确定、工商注册等工作，10 月 12 日，中

国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整合中引入了国家电网与阿里巴巴两大战略投资者，

广电股份的挂牌成立是国网整合进程中标志性的事件，后续重点关注：1）5G 网络建设进程；

2）上市公司有线资产的整合。 

 

3.2.6.  营销 

我们将内容电商业务形态分为直播带货，买量销售、短视频引流三类。我们认为未来内容电

商将有几大发展趋势：1）头部网红资本化浪潮迭起，盛讯达、起步股份与辛巴成立合资公

司，尚纬股份收购罗永浩直播带货资产，头部带货主播资本化趋势逐渐明晰，我们认为头部

主播自带流量且具有供应链优势，未来马太效应将持续加强，强者恒强，未来直播带货的核

心竞争力不再于前端主播本身，而在于后端的供应链资源及品牌资源，供应量强则前端强。。

2）直播带货未来将由网红/个人直播带货演变为商家/代运营公司直播带货。对应内容电商代

运营，布局公司包括元隆雅图（鳗鲡堂）、华扬联众（趣卡、六福珠宝）。3）买量销售受益

于快抖电商逻辑将迅速破圈。此前买量销售受众群体多为三至五线中老年用户，快抖用户画

像更均匀更年轻，有望带动买量销售迅速拓展至一二线年轻群体，布局公司包括吉宏股份、

元隆雅图、华扬联众。4）短视频引流主要帮助品牌客户运营快抖品牌账号，基于短视频内

容实现涨粉、线上线下引流、电商销售等。布局公司包括因赛集团（天与空）。 

 

3.2.7. 教育 

分发格局大变革背景下，互联网内容范畴扩大，教育内容因其独特性逐渐在平台进行分发，

在线教育培训逐渐由零售逻辑向互联网逻辑转变。过去 30 年互联网革新教育培训行业不明

显，2020 年是在线教育行业较为特殊的一年，虽然疫情带来的在线教育渗透率加速提升，

但供给端竞争非常激烈。 

 

2019-2020年，在线教育机构竞争的焦点在于获客端，市场处于渗透率加速提升的早期阶段，

致使获客成本大幅提升。基于今年在线教育一级市场的融资情况，我们预计 2021 年市场竞

争将持续激烈，但竞争的策略将会是在获客与运营两方面寻求一个均衡状态，更加重视续班、

扩科等指标，若在留存端的运营效率提升（教学分层、本地化、教学课件改进）那拉新获客

端的压力将会较小。 

 

4. 重点标的 

1）核心推荐：芒果超媒、掌阅科技、光线传媒、三七互娱、 吉比特、完美世界、巨人网络； 

2）弹性标的：吉宏股份、姚记科技、元隆雅图、华扬联众、因赛集团、号百控股、横店影

视、奥飞娱乐、掌趣科技、捷成股份；关注歌华有线； 

3）新经典、豆神教育、科斯伍德、中信出版、昂立教育； 

4）小米集团、心动公司、祖龙娱乐、友谊时光、金山软件；关注网易。 

 

 

5. 风险提示 

5G 建设及商用进度低于预期、公司治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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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盈怡 上海区域销售经理 13817674050 chenyy6@essence.com.cn 

 徐逸岑 上海区域销售经理 18019221980 xuyc@essence.com.cn 

北京联系人 张莹 北京区域销售负责人 13901255777 zhangying1@essence.com.cn 

 张杨 北京区域销售副总监 15801879050 zhangyang4@essence.com.cn 

 温鹏 北京区域销售副总监 13811978042 wenpeng@essence.com.cn 

 刘晓萱 北京区域销售副总监 18511841987 liuxx1@essence.com.cn 

 王帅 北京区域销售经理 13581778515 wangshuai1@essence.com.cn 

 游倬源 北京区域销售经理 010-83321501 youzy1@essence.com.cn 

深圳联系人 张秀红 深圳基金组销售负责人 0755-82798036 zhangxh1@essence.com.cn 

 侯宇彤 北京区域销售经理 18210869281 houyt1@essence.com.cn 

 胡珍 深圳基金组高级销售副总监 13631620111 huzhen@essence.com.cn 

 范洪群 深圳基金组销售副总监 18926033448 fanhq@essence.com.cn 

 聂欣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13540211209 niexin1@essence.com.cn 

 杨萍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0755-82544825 yangping1@essence.com.cn 

 黄秋琪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13699750501 huangqq@essence.com.cn 

 喻聪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18503038620 yucong@essence.com.cn 

 马田田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18318054097 matt@essenc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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