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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2020.03.20） 

申万传媒指数 674.27 

周涨跌幅 -2.55% 

申万传媒行业 PE 40.86 

申万传媒行业 PB 2.36 

 

近一年传媒行业指数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近五年传媒行业 PE-band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 上周行情： 

传媒（申万）板块指数收于 674.27点，周跌幅为 2.55%，在申 

万一级行业涨跌幅中排名第 3。 

各基准指数涨跌幅情况为：上证综指（-4.91%）、深证成指（- 

6.29%）、沪深 300(-6.21%)、中小板指（-5.91%）和创业板指 

（-5.69%）。 

⚫ 个股涨幅前五：中昌数据（+22.39%）、完美世界（+13.37%）、幸福

蓝海（+13.19%）、三七互娱（+13.09%）、紫光学大（+12.86%）； 

⚫ 个股跌幅前五：北巴传媒（-18.92%）、天龙集团（-16.47%）、北纬

科技（-14.74%）、*ST东网（-14.18%）、数知科技（-13.99%）。 

➢ 重要事件： 

⚫ 文化和旅游部：春节期间超 50 亿人次在线观展，以线上文化和旅

游内容供给，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更丰富的在线服务，网络动漫、

网络音乐、网络直播、短视频等业态的流量大增，用户规模、日均

用户时长节节攀升，相关指标创历史新高。 

⚫ 阿里影业附属 4亿收购银河酷娱 60%股权发力自制综艺，从而构建

“电影+剧集+综艺”的全品类项目的制作能力，充分发挥生态内各

业务线之间的协同效应。 

⚫ 广电总局：分阶段分类别推进广电 5G 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工作，强

调当前要重点抓好两方面工作：一是抓紧论证评估。二是加强分类

指导。 

⚫ 科技部：加大 5G、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和支

持力度。3月 21日，科技部印发《关于科技创新支撑复工复产和经

济平稳运行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 核心观点： 

⚫ 受海外疫情恶化和股市波动影响，A股震荡加剧，陆股通大幅流出，

同时国内政策宽松程度低于预期，资金风险偏好波动明显。但是，

对于 A股很多板块估值都已经到了较低的位置，下行空间有限，建

议从中优选行业景气度确定性向上的成长板块中的龙头个股。 

⚫ 目前，国内疫情控制得当，全面复工正稳步推进中。传媒行业来看，

我们认为短期以震荡格局为主，但是中长期复苏的趋势不改变。建

议关注受复工影响弹性最大的影视板块，尤其是疫情重创的院线板

块，估值较低且行业出清有望加速；同时，长期坚定看好 5G 的到

来对于整个行业的改变都是颠覆性的，5G、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将给产业升级带来更大的空间。 

➢ 风险提示：全球疫情的控制；5G进展不及预期；政策监管风险。 

www.hibor.com.cn


  

 
2 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发布     证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文化传媒行业周报] 

一、市场行情回顾（2020.03.16-2020.03.20） 

1.1上周传媒行业位列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第 3 

上周（2020.03.16-2020.03.20），传媒（申万）板块指数收于 674.27点，周跌幅为 2.55%，在申万

一级行业涨跌幅中排名第 3。 

各基准指数涨跌幅情况为：上证综指（-4.91%）、深证成指（-6.29%）、沪深 300(-6.21%)、中小板指

（-5.91%）和创业板指（-5.69%）。 

 

图表 1：本期申万一级子行业板块涨跌幅排行（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图表 2：年初至今申万一级子行业板块涨跌幅排行（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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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本期个股表现 

上周行业内市场涨幅前五位的个股分别为：中昌数据（+22.39%）、完美世界（+13.37%）、幸福蓝海

（+13.19%）、三七互娱（+13.09%）、紫光学大（+12.86%）；市场跌幅前五位的个股分别为：北巴传媒（-

18.92%）、天龙集团（-16.47%）、北纬科技（-14.74%）、*ST 东网（-14.18%）、数知科技（-13.99%）。 

 

图表 3：上周传媒（申万）板块涨跌幅前五名 

 

 

数据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二、行业新闻动态 

➢ 企鹅号发布 2019版权保护年度报告 持续发力区块链确权取证 

3 月 16 日，腾讯内容开放平台（企鹅号）发布《2019 企鹅号版权保护年度报告》，从技术维权手段、

原创及版权内容保护、平台责任等多方面体现企鹅号作为“内容服务中台”的价值。报告显示，2019年企

鹅号全年保护原创作品 5300万篇，发起维权并成功下架侵权作品 800万次，“一键维权”系统日均发起维

权 3万次。通过持续发力区块链确权取证、提升伪原创识别技术和加大力度打击侵权行为，企鹅号维权措

施成效凸显，平台内创作生态向好。 

http://www.techweb.com.cn/blockchain/2020-03-16/2781489.shtml 

➢ 文化和旅游部：春节期间超 50亿人次在线观展 

在 3 月 18 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高政表示，疫情期

间，以数字内容为核心的数字文旅产业形成了两个鲜明特点，一个是异军突起，一个是逆势上扬。 

以线上文化和旅游内容供给，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更丰富的在线服务，网络动漫、网络音乐、网络

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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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短视频等业态的流量大增，用户规模、日均用户时长节节攀升，相关指标创历史新高。“云娱乐”、

“云直播”、“云看展”等新业态用户量高涨，各大在线旅游平台纷纷推出云旅游项目，各地博物馆推出了

2000 余项网上展览，春节期间总浏览量超过 50 亿人次；众多 5A 级景区开辟了线上游览功能，一批 VR 文

化旅游产品在网上传播，让人们足不出户可以领略到祖国大好河山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数字文旅产业也被各地越来越作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都作出

了具体的部署。 

https://new.qq.com/omn/20200318/20200318A0S6G200.html 

➢ 中兴通讯携手湖北移动助力武汉大学 5G“云赏樱” 

3月 16日，武汉大学、湖北移动携手中兴通讯打造由 5G、VR、4K等技术支撑的“云赏樱”，用科技的

力量打破疫情的束缚，为全国人民送上一抹春的樱色。武汉大学 5G 看樱花活动不是首次，去年武汉大学

就携手湖北移动、中兴通讯创新性地把 5G 和 VR 技术应用于武大樱花节远程直播，给观众带来“沉浸式”

的耳目一新的观赏体验。 

在本次云直播中，中兴通讯针对疫情防控需要研发推出的高精度“无接触式远距离”智能测温设备也

首次投入使用，该设备将热成像双目测温、智能人脸识别、大数据分析与 5G等技术结合，可实现出入管控

和快速健康筛查，有效助力疫情防控。 

http://www.techweb.com.cn/internet/2020-03-16/2781505.shtml 

➢ 阿里影业附属 4亿收购银河酷娱 60%股权 发力自制综艺 

3月 18日晚间消息，阿里影业发布公告，公司合并附属公司阿里巴巴影业(浙江)与投资者股东、创始

股东、创始人、优酷信息及天津银河酷娱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阿里巴巴影业(浙江)向投资者

股东收购天津银河酷娱共约 28.81%股权，总代价不超过人民币 2.77 亿元。阿里巴巴影业(浙江)向创始股

东收购天津银河酷娱共约 31.18%股权，总代价不超过人民币 1.23亿元。 

天津银河酷娱集团主要在中国从事开发、制作、发行及营销综艺节目、剧集和社交电子商务，以及提

供艺人经纪服务。阿里影业方面表示，通过纳入银河酷娱的综艺制作业务，阿里影业将着力搭建自己的综

艺制作团队，从而构建“电影+剧集+综艺”的全品类项目的制作能力，更好地为用户和市场提供高品质内

容；同时，鉴于综艺项目形式灵活的特点，阿里影业也能够将综艺制作业务与现有的淘票票（电影宣发）、

剧集制作、阿里鱼（衍生品）等各条业务线开展合作、共同研发综艺项目，充分发挥生态内各业务线之间

的协同效应。 

http://www.techweb.com.cn/internet/2020-03-19/2782038.shtml 

➢ 游戏、电影、搜索…2020年字节跳动还将“跳”向何方？ 

3月 12日，是字节跳动创立 8周年的日子，公司全球 CEO张一鸣致信全员，宣布公司组织升级，张利

东、张楠分别担任字节跳动（中国）董事长和 CEO。 

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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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8日公布消息，飞书宣布了和华润集团合作； 

3月 25日公布消息，字节跳动加码泰洋川禾； 

过去一年，关于字节跳动“边界”问题不断被探讨，三度收购游戏公司，拿到游戏版号…… 

员工数即将达到 10 万人的字节跳动已经成长为一家巨无霸型企业，流量是字节跳动的根基，以此为

基本盘，搜索、游戏、教育、在线办公、长视频甚至娱乐圈，业务触角不断向外试探。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20-03-20/1418598.html 

➢ 广电总局：分阶段分类别推进广电 5G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工作 

 广电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朱咏雷研究部署广电 5G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工作，强调当前要重点抓好两

方面工作：一是抓紧论证评估。建立健全广电 5G技术标准体系事关广电 5G顶层设计，积极深入开展科学

论证和专业评估。二是加强分类指导。注意区分基础型框架型核心标准和补充型配套型标准，衔接适配广

电 5G组网建网进程，加强沟通协作，把握关键时间节点，加快工作进度，分阶段分类别推进广电 5G技术

标准体系建设工作。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1672788744216770&wfr=spider&for=pc 

➢ 科技部：加大 5G、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和支持力度 

3月 21日，科技部印发《关于科技创新支撑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措施提出，

大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 5G、人工智能、量子通信、脑科学、工业互联网、重大传染病防治、重

大新药、高端医疗器械、新能源、新材料等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和支持力度，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

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和产业化，培育一批创新型企业和高科技产业，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 

https://wap.eastmoney.com/news/info/detail/202003211426916997?from=groupmessage 

三、重要公告 

➢ 电声股份（300805）:关于全资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电声市场营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9]2143号）核准，广东电声市场营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2,33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 10.20 元/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31,766,000.00 元，扣除相关

发行费用 52,278,809.87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79,487,190.13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于 2019年 11

月 18日划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吉比特（603444）: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 4月 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9年 4月

30 日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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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0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

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投资、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 惠程科技（002168）: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进行股份质押的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信中利宝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共计 109,590,016 股，占公司总股本 801,929,568

股的 13.67%；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共计 109,590,016 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67%。 

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共计 238,524,8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74%；累计质押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共计 161,590,016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7.75%，占公司总股本的 20.15%。 

➢ 三五互联（300051）: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收到厦门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2020 年 3 月 17 日，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出具的

《关于对龚少晖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之《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0〕3 号]；现将决定书的

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龚少晖： 

经查，你在 2020 年 2 月 4 日向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五互联)提供的《股票交

易及减持计划确认函》中称，计划于股票解除高管离职锁定之后(2月 20日之后)与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

系列之财达证券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签订关于 1900 万股股份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除此之外无其他减

持计划。但 2月 20日你通过三五互联披露《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称因收到质权人华融证券

和财达证券发来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违约通知书》和《股票质押违约通知书》，计划自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未来 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 2,194.19万股三五互联股份。

你在华融证券、财达证券的股票质押已逾期多日，你未向质权人核实并合理预判所持股份可能在 2020年 2

月 20日股份锁定期满后被强制平仓的风险，导致上市公司短期内披露的两次减持计划不一致。 

➢ 唐德影视（300426）: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回购注销 2019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856,000股，占回购前公司股本总数的 0.44%，回购价格为 3.41元

/股。 

2、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420,775,000股减少至 418,919,000股。 

➢ 恺英网络（002517）:关于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司董事长金锋先生拟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 5,000 万元，不超过 10,000 万元。实施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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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增持计划披露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据市场整体变化趋势和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的波动情况，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 掌阅科技（603533）:关于与百度集团开展战略合作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掌阅科技”或“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引进达孜县

百瑞翔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瑞翔投资”）作为战略投资者，与百瑞翔投资和其母公司

及关联方（以下简称“百度”或“百度集团”）拟在战略投资、数字内容授权及深度战略合作等方面开展合

作。 

在认购完成后，百瑞翔投资将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且将向公司提名一名董事，百瑞翔投资将

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拟与百度集团在战略投资、数字内容授权及深度战略合作等方面开展合作，上

述合作均构成关联交易。 

四、核心观点 

上周，美股出现本月第四次下跌熔断，创造了历史记录。受海外疫情恶化和股市波动影响，A 股震荡

剧烈，陆股通大幅流出，同时，国内政策宽松程度低于预期，资金风险偏好波动明显。但是，对于 A股很

多板块估值都已经到了较低的位置，下行空间有限，建议从中优选行业景气度确定性向上的成长板块中的

龙头个股。 

目前，国内疫情控制得当，全面复工正稳步推进中。传媒行业来看，我们认为短期以震荡格局为主，

但是中长期复苏的趋势不改变，消费需求潜力大。建议关注受复工影响弹性最大的影视板块，尤其是疫情

重创的院线板块，估值较低且行业出清有望加速；同时，长期坚定看好 5G 的到来对于整个行业的改变都

是颠覆性的，5G、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给产业升级带来更大的空间。近期，政策的陆续出台也将加

速催生新的“云+文娱”商业模式，其中，云游戏、高清视频、VR/AR 或将成为 5G 应用端最先落地的应用

场景，用户 ARPU 值提升驱动公司业绩的不断提升。 

五、建议关注 

5.1 游戏 

近期，游戏板块调整明显，但是行业的演进与发展依然不会改变。加之疫情期间高速增长的用户不乏

一部分用户会留存下来，对于未来行业增长都是核心基础资产。中长期，无论从内容供给还是 5G 技术变

革来看，我们依旧看好游戏行业全年的表现。建议重点关注国内优质游戏公司【三七互娱】【完美世界】【世

纪华通】【吉比特】、“宅行情”助推休闲游戏增长【姚记科技】【昆仑万维】。 

5.2影视 

电影方面，受疫情影响，全国影院暂停营业，短期影院的经营压力巨大，倒逼传统影院业务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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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影院建设增速较快、市场竞争激烈，单体影院的平均收益已经在持续下降，而疫情的爆发加速中小

影院的出清。疫情之下，头部院线和优质内容制作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凸显，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建议

关注渠道端的估值修复【横店影视】【万达电影】【中国电影】；内容端【北京文化】【光线传媒】。 

电视剧方面，疫情之下，为应对新的市场环境和需求，行业将加速精品化和向头部化，行业调整“阵

痛”加速到来，存活下来的影视剧公司进入去库存阶段。推荐关注制作、运营和资金实力突出的头部影视

公司【华策影视】【欢瑞世纪】【慈文传媒】。 

5.3广电和大屏 

广电“全国一网”正式进入快速整合阶段，一旦整合完毕后，国网将完成以全国互联互通平台为基础

的有线电视网络 IP化、智能化改造，促进有线电视网络转型升级，实现全国一网与 5G的融合发展，建成

统一运营的管理体系，在提升规模效益降低成本的同时，显著提升全国有线电视网络的承载能力和内容支

撑能力，有力促进各级广播电视台网深度融合发展，发挥海量内容优势，向移动化、全媒体传播转型升级。

建议关注央视旗下融媒体稀缺平台【中视传媒】；整合难度较小、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广电【贵广网络】

【广电网络】【湖北广电】【歌华有线】【江苏有线】【天威视讯】；深耕 IPTV/OTT业务的新媒体标兵【新媒

股份】【华数传媒】；具备全产业融合式服务的数字版权产业生态【捷成股份】；湖南广电旗下的新媒体运营

平台【芒果超媒】。 

5.4营销及 MCN： 

疫情爆发以来，消费者被困在家，线下商业遭受重创。危机之下，电商直播成为链接“暂停营业”的商

家与“足不出户”的消费者的核心中枢，淘宝直播、有赞、快手电商、腾讯、京喜直播、苏宁易购等多家互

联网平台纷纷邀请商家转战“云逛街”，直播电商助推营业额暴增，MCN坐享行业增长红利，建议关注社交

电商和网红带货行业的投资机会，【三五互联】【星期六】【值得买】【中广天择】。 

5.5虚拟现实： 

5G的到来，将助推 VR产业迎来复兴。凭借着 5G的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特性，芯片、显示技术和

算法等技术的不断进步，坚定看好 VR 产业真正的应用落地。建议关注【恒信东方】【佳创视讯】【易尚展

示】【宝通科技】。 

六、风险提示： 

全球疫情的控制；5G进展不及预期；政策监管风险。 

 

投资评级定义 

我们设定的上市公司投资评级如下： 

买入 ：未来六个月的投资收益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10%以上。 

持有 ：未来六个月的投资收益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10%~1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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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 ：未来六个月的投资收益相对沪深300指数跌幅10%以上。 

 

我们设定的行业投资评级如下： 

增持 ：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高于同期沪深300指数。 

中性 ：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与同期沪深300指数相若。 

减持 ：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低于同期沪深300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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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证券执业证书号：S0640519070001），清华大学硕士，中航证券首席分析师。 

裴伊凡（证券执业证书号：S0640516120002），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学硕士，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传媒

与互联网行业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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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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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的投资建议，而中航证券不会因接受本报告而视他们为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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