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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2020.03.06） 

申万传媒指数 741.63 

周涨跌幅 +4.43% 

申万传媒行业 PE 45.33 

申万传媒行业 PB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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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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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行情： 

本周传媒（申万）指数+4.43%，行业排名(24/28)；上证综指

(+5.35%)深证成指(+5.48%)、沪深 300（+5.04%）、中小板指

(+4.27%)、创业板指(+5.86%)。 

⚫ 个股涨幅前五：天龙集团（+38.95%）、中广天择（+29.54%）、

新文化（+28.96%）、紫天科技（+28.16%）、智度股份（+22.02%）； 

⚫ 个股跌幅前五：宝通科技（-7.56%）、全通教育（-10.51%）、世

纪天鸿（-11.11%）、昂立教育（-11.50%）、游族网络（-15.99%）。 

➢ 重要事件： 

⚫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3 月 2 日在京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启动全国

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和广电 5G建设一体化发展工作。 

⚫ 3 月 5 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官方微信发布数据称，2 月 10 日

至 2 月 29 日期间，全国有线电视和 IPTV 日均收看电视用户数

较春节前（1月 1日至 1月 23日）仍保持了 35.1%的涨幅。 

⚫ 3月 6日，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发布《关于印发支持文化旅游

企业复工复产专项金融服务措施的通知》明确，通过专项信贷

支持广州地区文化旅游企业复工复产（业）渡过难关。 

⚫ 针对疫情期定制调整的“非接触”智慧景区方案，文旅数字化

“云旅游”异军突起。自 2月 23日淘宝直播开启“云春游”以

来，这一博物馆游览的新形式饱受好评，第一期直播的中国国

家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 8 大博物馆迎来 1000

万线上客流。 

➢ 核心观点： 

⚫ 短期来看，“疫情”催生宅经济的行情，用户在家娱乐时间大

幅增加，促进以游戏、直播、短视频、在线视频为代表的“宅

娱乐”爆发式增长，使用时长和新增用户数大幅上升。海外疫

情持续蔓延对近期投资风险偏好带来一定的波动，我们继续看

好在线消费和客厅娱乐的结构性投资机会。 

⚫ 年初，很多公司已经进行了商誉减值，加之产业和再融资政策

层面的双重松绑，传媒行业有望迎来一个以基本面为支撑的高

质量发展。中长期来看，我们坚定认为 5G的商用是下一波行情

的核心驱动因子，必将带来新一轮产业的革新，重塑整个媒介

环境和商业模式，而云游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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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风险提示：5G进展不及预期；系统性风险；政策监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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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行情回顾（2020.03.02-2020.03.06） 

1.1上周传媒行业位列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第 24 

上周（2020.03.02-2020.03.06），传媒（申万）板块指数收于 741.63点，周涨幅为 4.43%，在申万一

级行业涨跌幅中排名第 24。 

各基准指数情况为：上证综指（+5.35%）、深证成指（+5.48%）、沪深 300(+5.04%)、中小板指（+4.27%）

和创业板指（+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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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传媒（申万）市场表现对比 

  传媒（申万） 上证综指 深圳成指 沪深 300 中小板指 创业板指 

近一周涨跌幅 +4.43% +5.35% +5.48% +5.04% +4.27% +5.86% 

月初至今涨跌幅 +4.43% +5.35% +5.48% +5.04% +4.27% +5.86% 

年初至今涨跌幅 +9.04% -0.51% +11.4% +1.02% +14.07% +21.96% 

收盘价 741.63 3034.51 11582.82 4138.51 7566.09 2192.94 

数据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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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集团（+38.95%）、中广天择（+29.54%）、新文化

（+28.96%）、紫天科技（+28.16%）、智度股份（+22.02%）；市场跌幅前五位的个股分别为：宝通科技（-7.56%）、

全通教育（-10.51%）、世纪天鸿（-11.11%）、昂立教育（-11.50%）、游族网络（-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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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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和广电 5G 建设一体化发展启动 

新华社北京 3月 2日电（记者白瀛）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日在京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启动全国有线电

视网络整合和广电 5G建设一体化发展工作。根据方案，“全国一网”整合将由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主

导，联合各省级网络公司、战略投资者共同组建，形成按现代企业制度管理的“全国一网”股份公司。 

根据中宣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的《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发展实施方案》，“全国一网”股份公司成立后，

实行母子公司制架构，将建成统一的运营管理体系，以有线电视网络整合为契机，深入实施智慧广电战略，

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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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具有广电特色的 5G网络，推动

大屏小屏联动、无线与有线对接、卫星与地面协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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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0046335604308613&wfr=spider&for=pc 

➢ 2月 10日至 29日全国收视日均总时长较春节前增长 35.1%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郑蕊）3月 5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官方微信发布数据称，2月 10日至 2月

29 日期间，全国有线电视和 IPTV 日均收看电视用户数与春节期间（1月 24日至 2月 9日）相比保持持平，

开机用户每日户均收视时长为 6.83 小时，日均全国收视总时长虽小幅微降 2.5%，但较春节前（1 月 1 日

至 1月 23日）仍保持了 35.1%的涨幅。 

数据显示，2 月 10 日至 2 月 29 日期间，黄金时段共有《新世界》《安家》《奋进的旋律》《决胜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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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是幸福》《完美关系》6部剧目实现了收视率破 1%，其中《奋进的旋律》（CCTV1）、《安家》（东方

卫视）最高收视率突破 2%。 

而在综艺节目方面，《经典咏流传》《开门大吉》《快乐大本营》等 11 档综艺节目实现了收视率破 1%。

其中，中国教育电视台在 CETV4频道开通的《同上一堂课·直播课堂》，自 2月 17日开办电视课堂以来，频

道收视率上涨了 539%。 

http://finance.ifeng.com/c/7ub7wpxwvyk 

➢ 广州支持文旅企业渡难关 50亿元贷款额度注“强心剂”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报道：3月 6日，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发布《关于印发支持文化旅游企业复

工复产专项金融服务措施的通知》明确，专项金融服务措施由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联合广州银行，以

转贷款模式提供 10亿元低成本融资资金，由广州银行采取专项信贷资金保障等方式，提供 50亿元（含 10

亿元转贷款额度）专项贷款额度，通过专项信贷支持广州地区文化旅游企业复工复产（业）渡过难关。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F73RUTQE0514R9OM.html 

➢ 成都文旅产业 20条重磅举措出台 文创通 Plus迎来重大利好 

“近一个月，出境旅游受到巨大冲击，旅行团遭遇了大规模退订。目前我们的损失已超过千万。近期

疫情退散，预计周边游和短线游会逐渐复苏。但国外疫情的持续恶化，将对上半年的出境游带来持续影响。” 

在谈到疫情带来的影响时，四川天府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佘培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给成都文旅行业的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不过成都迅速采取行动，出台了《关于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文化旅游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下简称“措施”），一方面给予疫情冲击下的

文旅企业针对性的支持，另一方面为文旅的未来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0337409274423815&wfr=spider&for=pc 

➢ 文旅产业数字化“云旅游”异军突起 

三月原本是春游季节，在当前全民疫情防控情势下，针对疫情期定制调整的“非接触”智慧景区方案，

文旅数字化“云旅游”异军突起。 

据悉，自 2 月 23 日淘宝直播开启“云春游”以来，这一博物馆游览的新形式饱受好评，第一期直播

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 8 大博物馆迎来 1000 万线上客流。疫情发生后，阿里

1+8 经济体协同，推出了文旅行业解决方案——智慧景区敏捷型方案。游客只需要通过淘宝 APP 搜索“博

物馆云春游”即可进入直播页面。由于网络直播没有线下客流量的压力，很对极少开放的区域，游客都可

以“进入并”在直播间享受 1对 1讲解的“VIP享受”，真正实现“自由行”。 

据介绍，国家文物局日前发出指导意见，鼓励各个文博场馆继续利用数字资源，通过网上展览、在线

教育、网络公开课等方式，不断丰富完善展示及内容，提供优质的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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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振兴公益在线巅峰大会日前举办。联通、阿里、腾讯、同程、美团、抖音 6大互联网巨头同台亮

相，30 位文旅行业大咖齐聚，超 70 万人次在线观看。与会者认为，直接拉动网络游戏、网络综艺、网娱

等文化消费，疫情防控加速推动了在线办公，互联网课程，VR旅游、数字展馆，非接触自助消费等，在改

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5G 大数据、人工智能、AR 等新技术推动文旅企业的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

改变着文旅产业运营模式。 

http://www.ocn.com.cn/touzi/chanye/202003/zjrik06141750.shtml 

三、重要公告 

➢ 贵广网络（600996.SH）：关于债务融资计划的公告 

2019 年 7 月 31 日，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2019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债务融资计划有效期延期的议案》（简称“原债务融资计划”，公告编号：2019-044），

同意授权公司债务融资发生总额度 38亿元（不含可转债），有效期至 2020年 5月 31日止（含当日）。 

目前，已累计使用授权金额 36.5 亿元，未使用金额 1.5 亿元。此外，2016 年 8 月公司向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贵阳南明支行借入贵州省“宽带乡村”示范工程项目资本金 2 亿元（期限为 15 年，利率为 1.2%）。

上述债务融资余额合计不超过 40亿元。 

为优化公司负债结构、降低财务费用，及时争取到国家低息专项资金贷款、抓住低成本直接融资窗口

期，综合考虑当前资产和负债规模，拟在债务融资余额（不含可转债）不超过 40 亿元的总额度内，采用

多种融资组合方式筹措资金。 

➢ 视觉中国（000681.SZ）：关于增加经营范围的公告 

公司拟在原经营范围中增加“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如下： 

变更前：广播电视传输技术，互联网络传播、互联网络游戏及娱乐技术，移动通讯网络游戏及娱乐的

技术，广播影视娱乐的技术，视频制作、电子传输技术等文化及娱乐产品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与转让；

媒体资产管理软件及其他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咨询、服务与转让；计算机图文设计、制作服务（不含印刷

和广告）；摄影、扩印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企业管理，企业创业投资咨询服务，企

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财务咨询；版权代理；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广播电视传输技术，互联网络传播、互联网络游戏及娱乐技术，移动通讯网络游戏及娱乐的

技术，广播影视娱乐的技术，视频制作、电子传输技术等文化及娱乐产品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与转让；

媒体资产管理软件及其他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咨询、服务与转让；计算机图文设计、制作服务（不含印刷

和广告）；摄影、扩印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企业管理，企业创业投资咨询服务，企

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财务咨询；版权代理；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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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欧股份（002131.SZ）：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9 年 5 月 20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 2019 年度授信规模及对外担保额度的

议案》，同意 2019年度公司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超过 99.60亿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及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9）。 

公司同意为江苏大网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网时代”或“被担保人”）与百度时代网

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时代”）自 2020 年 3月 2日起一年内签署发生的债权债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为 20,000万元人民币。 

➢ 蓝色光标（300058.SZ）：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北京蓝色光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7 月 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回购”），用于后期实施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5亿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 （含

本数），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6.58 元/股，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

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 麦达数字（002137.SZ）：实际控制人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告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陈亚妹女士的《股份减持告知函》。陈亚妹女

士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至 2020 年 3 月 4 日期间，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共 8,350,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5%。 

四、核心观点 

短期来看，“疫情”催生宅经济的行情，用户在家娱乐时间大幅增加，促进以游戏、直播、短视频、

在线视频为代表的“宅娱乐”爆发式增长，使用时长和新增用户数大幅上升。海外疫情持续蔓延对近期投

资风险偏好带来一定的波动，我们继续看好在线消费和客厅娱乐的结构性投资机会。 

年初，很多公司已经进行了商誉减值，加之产业和再融资政策层面的双重松绑，传媒行业有望迎来一

个以基本面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中长期来看，我们坚定认为 5G 的商用是下一波行情的核心驱动因子，

必将带来新一轮产业的革新，重塑整个媒介环境和商业模式，而云游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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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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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议关注 

5.1 游戏 

近期，游戏板块调整明显，春节流水爆发式增长对公司 Q1 业绩已经逐步反映，股价拉升之后有所回

调。但是，我们认为前期高速增长的用户，尽管是特殊时期进来的，但是不乏一部分用户会留存下来，对

于未来行业增长都是核心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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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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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爆发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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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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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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 进展不及预期；系统性风险；政策监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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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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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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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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