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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2020 年 2 月行业表现一般 

2020 年 2 月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15%，中信传媒行业下跌 0.60%，行业跑

赢市场 0.55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中游；子行业中影视动漫下

跌 5.6%，平面媒体下跌 1.28%，有线运营上涨 3.08%，营销服务下跌 0.29%，

网络服务上涨 4.95%，体育健身下跌 1.02%。 

个股方面，世纪天鸿、三五互联以及湖北广电本月领涨，新文化、城市传媒

及当代东方本月领跌。 

 行业估值中枢在长期内仍有提升趋势 

截至 2020 年 2 月底，剔除负值情况下文化传媒行业 TTM 整体约为 31.25 倍，

较沪深 300 的估值溢价率约为 259.84%，绝对估值和估值溢价率小幅上扬。

结合行业基本面和市场情绪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在长期内行业龙头个股的相

对估值仍然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因此建议投资者关注业绩成长性优秀的龙

头个股的估值修复性行情，选择中长期具备持续竞争优势的龙头公司。 

 电影市场 

受疫情影响，2020 年 2 月国内电影市场处于暂停放映的状态，相关数据暂停

更新。我们预计随着国内疫情控制的逐步趋稳，4 月-5 月后我国电影市场将

逐步迎来复苏。 

 电视剧及网剧 

2020 年 3 月 3 日，电视台端的《安家》、《完美关系》、《谷文昌》市占率排名

前三，网络端播放量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安家》、《热血同行》和《危险的她》。 

 移动互联网 

受疫情影响，2020 年 1-2 月国内移动互联网用户每日使用时长处于持续增长

的趋势，资讯、电商、在线视频、线上教育等细分领域均较为活跃，促使全

网用户的整体使用时长大幅增长。从用户增量最多的 TOP10APP 来看，2020

年春节期间抖音、快手、微博均获得了超过 4000 万的用户增增量；而游戏

类的和平精英、王者荣耀和新闻类的新浪新闻以超过 2500 万的用户增量位

列第二梯队。 

 手游 

2020 年 1 月国内 App Store 收入榜变动较为频繁，莉莉丝旗下的《剑与远征》

进获得 1 月份国内 iOS 手游下载和收入双榜第三名；此外腾讯发行的《穿越

火线：最强王者》、《QQ 飞车》和《火影忍者》三款手游重回前十名，加上

冠亚军《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使其牢牢占据了 Top10 的半壁江山。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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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 App Store 发行商收入榜前十名依次是：腾讯、网易、莉莉丝、灵犀

互娱、完美世界、米哈游、鹰角网络、B 站、游族网络和英雄互娱。 

 投资建议 

2020年2月文化传媒行业的表现一般，行业主线为基本面持续利好的云游戏+

政策持续推动整合的广电板块，使网络服务和有线运营相关的个股出现普涨

行情。策略方面，我们认为3月份投资者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国内疫情的防控进

展，其效果将对行业内板块形成阶段性的跷跷板效应。整体上我们认为行业

中长期复苏的趋势并未改变，建议投资者3月关注受全国一网政策整合持续推

动所利好的有线运营板块；此外若疫情控制持续得力，可以关注逐步恢复复

工所利好的影视动漫板块。我们维持传媒行业 “看好”的投资评级，推荐完

美世界（002624）、歌华有线（600037）、中国电影（600977）、三七互娱

（002555）、北京文化（000802）。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低迷；行业重大政策变化；行业经营数据不达预期；公司业绩不达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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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度市场表现回顾 

1.1 2020 年 2 月行业表现 

2020 年 2 月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15%，中信传媒行业下跌 0.60%，行业跑赢市

场 0.55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中游；子行业中影视动漫下跌 5.6%，

平面媒体下跌 1.28%，有线运营上涨 3.08%，营销服务下跌 0.29%，网络服务上

涨 4.95%，体育健身下跌 1.02%。 

图 1：行业指数 2月涨跌幅排行（%）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个股方面，世纪天鸿、三五互联以及湖北广电本月领涨，新文化、城市传媒及当

代东方本月领跌。 

表 1：文化传媒行业 2020年 2月个股涨跌幅 

涨跌幅前五名 月涨跌幅（%） 涨跌幅后五名 月涨跌幅（%） 

世纪天鸿 86.30 新文化 -28.05 

三五互联 46.81 城市传媒 -24.59 

湖北广电 32.28 当代东方 -19.85 

恺英网络 28.63 引力传媒 -16.18 

利欧股份 28.20 读者传媒 -15.02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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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行业估值情况 

截至 2020 年 2 月底，剔除负值情况下文化传媒行业 TTM 整体约为 31.25 倍，较

沪深 300 的估值溢价率约为 259.84%，绝对估值和估值溢价率小幅上扬。结合行

业基本面和市场情绪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在长期内行业龙头个股的相对估值仍然

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因此建议投资者关注业绩成长性优秀的龙头个股的估值修

复性行情，选择中长期具备持续竞争优势的龙头公司。 

图 2：剔除负值情况下文化传媒行业 TTM市盈率（整体法）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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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运营数据 

2.1 电影市场 

受疫情影响，2020 年 2 月国内电影市场处于暂停放映的状态，相关数据暂停更

新。我们预计随着国内疫情控制的逐步趋稳，4 月-5 月后我国电影市场将逐步迎

来复苏。 

图 3：2018年 1月-2020年 1月国内电影票房收入及增速  图 4：2018年 1月-2020年 1月国内电影观影人次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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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视剧及网剧 

2020 年 3 月 3 日，电视台端的《安家》、《完美关系》、《谷文昌》市占率排名前

三，网络端播放量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安家》、《热血同行》和《危险的她》。 

图 5：2020年 3月 3日国内电视剧热度排名  图 6：2020年 3月 3日电视剧网络端热度排名 

 

 

 

资料来源：猫眼，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猫眼，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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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移动互联网 

受疫情影响，2020 年 1-2 月国内移动互联网用户每日使用时长处于持续增长的趋

势，资讯、电商、在线视频、线上教育等细分领域均较为活跃，促使全网用户的

整体使用时长大幅增长。 

图 7：2020 年春节假期前后全国全网用户每日使用时长进一步增长 

 

数据来源：QuestMobile ，渤海证券 

2020 年疫情的持续发展使国内用户对互联网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其中日均活跃

用户规模有小幅增长，同时日人均使用时长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主要原因在于

远程办公和资讯获取的需求持续上升。 

图 8：2019-20 年国内移动互联网日均活跃用户规模  图 9：2019-20 年国内移动互联网日均用户使用时长 

 

 

 

数据来源：QuestMobile，渤海证券  数据来源：QuestMobile，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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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春节期间国内移动互联网行业的用户使用时长格局发生变化，其中短视频

的使用时长超过手游，而新闻资讯类使用时长也出现大幅增长；手游使用时长相

较于 19 年春节维持稳定。 

图 10：2020 年春节期间移动互联网主要行业使用时长占比 

 

数据来源：QuestMobile ，渤海证券 

2020 年春节假期日均活跃用户增量 TOP50APP 行业分布方面，手游、在线视频、

短视频和新闻资讯类 APP 增长最为明显，也是国内移动互联网用户时长增长最为

明显的四个大品类。 

图 11：2020 年春节假期日均活跃用户增量 TOP50APP 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QuestMobile ，渤海证券 

从用户增量最多的 TOP10APP 来看，2020 年春节期间，抖音和快手因为和央视

春晚、地方春晚合作，其用户增量均超过 4000 万，此外微博受益于用户对新闻、

社交等资讯的需求也获得了超过 4000 万的用户增增量；而游戏类的和平精英、

王者荣耀和新闻类的新浪新闻以超过 2500 万的用户增量位列第二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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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020 年春节假期日均活跃用户增量 TOP10APP  

 

数据来源：QuestMobile ，渤海证券 

2020 年春节假期后，国内用户对于远程办公和在线学习的需求度上升明显，相关

的远程办公和 K12 领域活跃用户上升明显；此外得益于我国股市活跃度上升，股

票交易领域的用户活跃度也有了明显的增长。 

图 13：2020 年春节假期后日均活跃用户增量 TOP10 细分行业 

 

数据来源：QuestMobile ，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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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手游 

2020年 1月国内App Store收入榜变动较为频繁，莉莉丝拿到版号的《剑与远征》

进入国内 App Store 之后迅速成功，拿到了 1 月份国内 iOS 手游下载和收入双榜

第三名；此外腾讯发行的《穿越火线：最强王者》、《QQ 飞车》和《火影忍者》

三款手游重回前十名，加上冠亚军《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使其牢牢占据

了 Top10 的半壁江山。 

图 14：2020年 1月 ios国内热门游戏排名 

 

资料来源：GameLook，渤海证券 

2020 年 1 月中国区 App Store 发行商收入榜前十名依次是：腾讯、网易、莉莉

丝、灵犀互娱、完美世界、米哈游、鹰角网络、B 站、游族网络和英雄互娱，其

中腾讯和网易是雷打不动的冠亚军，除了莉莉丝之外，1 月国内 App Store 手游

发行商收入榜前十名还有两家公司的排名出现了增长，分别是第六名的米哈游和

第七名的鹰角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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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020年 1月 ios国内移动游戏发行市场排名 

 

资料来源：GameLook，渤海证券 

2020 年 1 月全球 iOS 手游收入榜前十名依次是：《王者荣耀》、《和平精英》、《剑

与远征》、《糖果传奇》、《Roblox》、《梦幻西游》、《部落冲突》、《三国志·战略版》、

《PUBG MOBILE》和《FGO》，腾讯已经连续 8 个月霸占全球 iOS 收入榜冠亚

军位置，优势十分明显。 

图 16：2020年 1月 ios全球移动游戏收入排名 

 

资料来源：CNG，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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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全球 iOS 手游发行商收入榜前十名分别是：腾讯、网易、动视暴雪、

莉莉丝、Playrix、Supercell、万代南梦宫、Playtika、Square Enix 和 KONAMI。 

图 17：2020年 1月 ios全球移动游戏发行商排名 

 

资料来源：CNG，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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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建议 

2020 年 2 月文化传媒行业的表现一般，行业主线为基本面持续利好的云游戏+政

策持续推动整合的广电板块，使网络服务和有线运营相关的个股出现普涨行情。

策略方面，我们认为 3 月份投资者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国内疫情的防控进展，其效

果将对行业内板块形成阶段性的跷跷板效应。整体上我们认为行业中长期复苏的

趋势并未改变，建议投资者 3 月关注受全国一网政策整合持续推动所利好的有线

运营板块；此外若疫情控制持续得力，可以关注逐步恢复复工所利好的影视动漫

板块。我们维持传媒行业 “看好”的投资评级，推荐完美世界（002624）、歌华

有线（600037）、中国电影（600977）、三七互娱（002555）、北京文化（000802）。 

4.风险提示 

行业政策继续趋严、行业发展不达预期、行业竞争持续加剧、黑天鹅事件持续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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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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