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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BaseData] 股票家数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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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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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周五票房近两千万，数字电视时代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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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视传媒行业周报（0713-0719）：低

风险地区影院将开，万国觉醒定档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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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赛推至明年，LOL 总决赛举办地仍

定上海  (2020-07-13) 

4. 影视传媒行业周报（0629-0705）：羽

坛金满贯林丹退役，五大卫视高清频道

登场  (2020-07-06) 
  

[Table_Summary]  行情回顾：上周，传媒板块表现较好，上涨 3.32%，跑输创业板约 3.06 个百

分点（创业板指上涨 6.38%）；跑输市场约 0.88 个百分点（沪深 300 上涨

4.20%）。 

 电影：2020 年影院复工第二周票房较首周增长 80%。2020 年复工首周（7 月

20 日-7 月 26 日）取得 1.09 亿票房，复工第二周（7 月 27 日-8 月 2 日）取得

票房 1.96 亿。本周（7 月 27 日-8 月 2 日）票房前三甲分别是小罗伯特·唐尼

主演的《多力特的奇幻冒险》4803 万，国产复映片《误杀》3385 万，李现主

演的新片《抵达之谜》2107 万。 

 电视剧：横店复工进行时，多部热剧拍摄中。近期多部影视剧开机，横店产业

逐步恢复。本周《斛珠夫人》、《大唐明月》、《皓衣行》、《叛逆者》、《人生若如

初见》、《千古玦尘》和《赘婿》等 29 部热剧都在拍摄当中。筹备加拍摄的剧

组个数（111 个）甚至超过了去年同期的 90 多个，复工情况良好。 

 综艺：文化类综艺节目领跑上海电视节。在已公布的上海电视节综艺类入围名

单中，文化类综艺占据主流。近两年来，文化类综艺节目备受关注，深受观众

的欢迎和喜爱。入围了“白玉兰”奖的作品将继续引领着综艺行业传播文化，

寓教于乐。 

 游戏：2020 年上半年 iOS 手游榜单公布，腾讯和字节跳动分别位列吸金榜榜

首和最强用户增长榜榜首。2020 年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Joy）于 7 月 31 日至 8 月 3 日举办。在此期间，七麦研究院公布了 2020 

上半年中国手游 App 最强吸金能力榜单和最强用户增长 Top100（iOS）榜单。

其中腾讯占据最强吸金能力榜单榜首，第二第三名依次是网易和完美世界；最

强用户增长 Top100（iOS）榜单前三名分别是字节跳动、腾讯和网易。 

 体育：2020 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举办地定为上海。在 2020Chinajoy 全球电竞

大会上，拳头游戏和上海市政府共同发布了本次决赛的举办地——上海，主题

为“所向无前”，开始时间为 9 月 25 日，决赛时间为 10 月 31 日。同时考虑到

国外疫情，为了所有人员的安全考虑，2021 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也将在中国

举行。 

 投资要点：建议关注腾讯游戏；影视领域，建议关注芒果超媒（300413），以

及布局大银幕的院线巨头。 

 风险提示：传媒相关政策收紧风险；业务整合或不及预期的风险；纸价上行风

险；新业务开展不及预期风险；内容反响不及预期风险；游戏上线时间不及预

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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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周行情回顾 

分析周期为 2020 年 7 月 27 日（周一）-2020 年 8 月 2 日（周日）。 

上周，传媒板块表现较好，上涨 3.32%，跑输创业板约 3.06 个百分点（创业板指上涨

6.38%）；跑输市场约 0.88 个百分点（沪深 300 上涨 4.20%）。 

表 1：从子行业的情况来看，广告指数上涨 5.07%，有线和卫星电视指数上涨 2.78%，

电影与娱乐指数上涨 1.49%，出版指数上涨 3.87%。 

图 1：上周行情回顾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2 电影市场 

上周（2020 年 7 月 27 日-2020 年 8 月 2 日）单周票房为 1.96 亿元，其中《多力特的

奇幻冒险》上周票房 4802.8 万元，占上周总票房的 24.5%， 上周票房主要由《多力特的奇

幻冒险》（24.5%）、《误杀》（17.3%）构成。 

表 1：上周含服务费票房情况（单位：万元） 

排名 电影名称 上周票房 累计票房 上线天数 部分相关公司 

1 多力特的奇幻冒险 4803 8471 11 中影、环球影业 

2 误杀 3385 126400 235 福建恒业影业、万达影视等 

3 抵达之谜 2107 2139 4 并驰（上海）影业、和和（上海）影业 

4 星际穿越 778 77700 2092 美国华纳兄弟影片有限公司、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等 

5 喋血战士 1970 3929 11 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6 妙先生 866 1068 4 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 

7 刺猬索尼克 832 849 4 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 

8 寻梦环游记 517 122500 984 皮克斯、迪士尼、中影 

9 乔乔的异想世界 503 522 4 美国福斯探照灯公司、美国二十世纪影业公司等 

10 白蛇：缘起 131 45600 571 追光人、华纳兄弟、卓然影业、猫眼娱乐、横店影视 

数据来源：猫眼电影，西南证券整理 

6.38%

3.315%

4.205%

-2.00%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5.07%

2.78%

1.49%

3.87%



 
影视传媒行业周报（0727-0802）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2 

图 2：上周票房构成情况（万元）  图 3：上周各院线票房情况（万元） 

 

 

 
数据来源：猫眼电影，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猫眼电影，西南证券整理 

下周将新上映电影 7 部，预计电影《1917》、《极速车王》、《初恋这首情歌》等或将是下

周票房的看点。 

表 2：下周待映电影情况（仅统计猫眼想看人数超 1 千人的电影） 

上映日期 电影名称 
猫眼想看人

数（万人） 

电影 

类型 
主创人员 出品/联合出品公司 发行/联合发行公司 

20200807 《1917》 1.8 
剧情、战

争、历史 

萨姆·门德斯、乔治·麦凯、

迪恩·查尔斯·查普曼 

美国梦工厂、美国信实娱乐、

新共和影业、阿里巴巴影业 

中国电影股份 

有限公司 

20200807 《极速车王》 0.7 
传记、剧

情、运动 

詹姆斯·曼高德、马特·达

蒙、克里斯蒂安·贝尔 
- - 

20200807 《初恋这首情歌》 0.2 
剧情、爱

情、音乐 

约翰·卡尼、福迪亚·瓦尔

什-匹罗、露西·宝通 
- 

韦恩斯坦国际影业、

Pinema、Elevation 

Pictures、Anchor 

Bay Entertainment 

数据来源：猫眼电影、西南证券整理 

电影行业相关新闻 

中国影院复工首周票房破亿元大关。在中国电影停摆半年多后，5000 多家影院开始复

工，复工率达到 45.9%，并在全国影院复工首周（7 月 20 日-7 月 26 日）取得 1.09 亿元票

房（壹娱观察），超出业界的票房的预期。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好莱坞电影，从影院复工首

周票房前五来看，《多力特的奇幻冒险》（3583 万元）、《喋血战士》（1923 万元）和重映的

《寻梦环游记》（777 万）三部好莱坞影片占据了 60%左右的票房。国产片《误杀》排名第

二，累计票房 2001 万元，占总票房的 20%。《第一次的别离》呈现高开低走的态势，最终

仅取得 431 万元。（壹娱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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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果斯万达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上海联合电影院线公司 

广东大地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影南方电影新干线有… 

中影数字院线（北京）有限公司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中影星美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江苏幸福蓝海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金逸珠江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浙江时代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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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影院复工首周票房前五  

影片 票房（万元） 票房占比% 分账模式 上映类型 出品公司 

《多力特的奇幻冒险》 3583.1 35.6 正常分账 新上映 环球影业 

《误杀》 2320.6 20.7 正常分账 重映 恒业影业 

《喋血战士》 1923.9 18.8 正常分账 新上映 索尼影业 

《寻梦环游记》 776.7 7.2 正常分账 重映 迪士尼 

《第一次别离》 432.8 3.9 正常分账 新上映 上海易腾 

数据来源：灯塔专业版，西南证券整理 

中国影院复工首周情况逐日向好。从影院复工首周数据来看，影院各项指标在逐步向好。

票房从第一天（7 月 20 日）的 350.5 万元增长到周日（7 月 26 日）的 3551.4 万元，增幅达

10 倍。复工影院数、复工率、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呈现每日递增的趋势，平均票价在前四

天略有小幅波动，维持在 21-23 元，票价在周五-周日期间维持在 26-28 元。（壹娱观察） 

表 4：影院复工首周数据 

日期 票房（万元） 复工影院数（家） 复工率% 放映场次（万场） 观影人次(万） 平均票价（元） 

7 月 20 日 350.5 935 8.5 1.2 15.2 22.3 

7 月 21 日 457.3 1785 16.3 2.3 20 22.2 

7 月 22 日 565.5 2326 21.2 3.5 25.7 21.4 

7 月 23 日 647.1 2900 26.5 4.5 29.8 21.3 

7 月 24 日 1992 4277 39 8.1 73.4 26.8 

7 月 25 日 3286.4 4690 42.8 10.9 118 27.8 

7 月 26 日 3551.4 5025 45.9 11.5 128.9 27.6 

数据来源：灯塔专业版，西南证券整理 

院线巨头逆势扩张。影院开始复工后，院线巨头也纷纷将开始进行扩张。7 月 27 日晚

上万达电影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审核通过，其中一项计划是 2020-2022 年投入 30.5 亿在北

京、上海、广州等多个城市新建 162 家影院。横店影视早在 2019 年年报中披露 2020 年计

划新开约 60 家影院，新增荧幕 390 块，同时增加特色厅、主题厅、点播厅等的建设。另一

家上线院线公司金逸影视计划在 2020 年新增 25 家影城。上述计划中部分影院已经正式开工

建设，个别已经处于准备开业的状态。从万达影院数据来看，截至 7 月 20 日，万达影院新

增 162 家影院中已有 9 家建设完毕且具备开业资格，43 家处于建设中，还有 110 家尚未开

始建设。（北京商报）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4K 修复 3D 版定档 8 月 14 日。2020 年是“哈利·波特”系

列图书引进中国的 20 周年，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从去年开始计划让此片于 2020 年回归中国银

幕。为了给观众提供更立体和沉浸感的观影体验，影片被重新制作为 3D 版本，同时将逐帧

重制为 4K 高清格式，满足观众对高清电影的需求。作为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之一，《哈

利·波特与魔法石》这一魔法传奇即将于 8 月 14 日再现大银幕。（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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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哈利·波特与魔法石》4K 修复 3D 版海报 

 
数据来源：华纳兄弟电影，西南证券整理 

3 电视剧综艺行业 

上周（7 月 27 日- 8 月 2 日），新媒体方面，播映指数排名前五的作品依次是《三十而已》

（播映指数 88.2）、《二十不惑》（播映指数 83.5）、《重启之极海听雷》（播映指数 83）、《穿

越火线》（播映指数 80.5）、《胜算》（播映指数 68.6）。《三十而已》凭借播映指数 88.2 位列

电视剧周播榜第一名、《二十不惑》以播映指数 83.5 位列电视剧周播榜第二名、《胜算》以

播映指数 68.6 位列第三。 

表 5：上周剧集网播情况（前五） 

排名 剧名 播映指数 
上周播放

量（亿） 

累计播放

量（亿） 

上线 

天数 
播放平台 相关公司 

1 三十而已 88.2 20.1 32 17 东方卫视、腾讯 上海柠萌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2 二十不惑 83.5 - - 20 爱奇艺、湖南卫视 
上海柠萌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上海奇

与奇遇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3 重启之极海听雷 83 - - 19 优酷、爱奇艺 
优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爱奇艺

科技有限公司等 

4 穿越火线 80.5 2.7 4.8 14 腾讯 
上海耀客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腾

讯企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 胜算 68.6 0.6 1.1 18 腾讯、优酷、爱奇艺 北京慈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艺恩数据，西南证券整理（不含优酷、爱奇艺播放量） 

综艺：上周（7 月 27 日- 8 月 2 日）综艺节目播映指数排名前五的作品依次是：《乘风破

浪的姐姐》（播映指数 75.7）、《这！就是街舞第三季》（播映指数 74.2）、《乐队的夏天第二季》

（播映指数 71.2）、《奔跑吧第四季》（播映指数 67）、《中餐厅第四季》（播映指数 61.7）。《奔

跑吧第四季》上周以播映指数 67 位列电视综艺周播榜第一名，《乘风破浪的姐姐》上周以播

映指数 75.7 位列网络综艺周播榜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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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上周综艺节目网播量情况 

排名 综艺名称 播映指数 本周播放量（亿） 累计播放量（亿） 上线天数 播放平台 相关公司 

1 乘风破浪的姐姐 75.7 3.7 30.8 52 芒果 
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

媒有限公司 

2 这！就是街舞第三季 74.2 - - 16 优酷 
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

公司 

3 乐队的夏天第二季 71.2 - - 9 爱奇艺 
北京爱奇艺金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米未传媒有限公司 

4 奔跑吧第四季 67 1.4 14.2 66 

腾讯、浙江卫

视、优酷、爱

奇艺 

阿里巴巴软件服务有限公

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

有限公司 

5 中餐厅第四季 61.7 0.8 0.8 3 芒果 湖南广播电视台 

数据来源：艺恩数据，西南证券整理，注：不含爱奇艺、优酷播放量 

电视剧综艺行业上周重要公告/新闻 

横店重启，多部热剧拍摄进行时。横店影视城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有 48 个剧组已开

机，63 个剧组处于筹备阶段，筹备加拍摄的剧组共 111 个。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 90 多个，

今年数字有所增加。本周，《斛珠夫人》、《大唐明月》、《皓衣行》、《叛逆者》、《人生若如初

见》、《千古玦尘》、《赘婿》等 29 部热剧正在横店拍摄中。不久后，观众将看到一批全新的

影视作品。（36 氪） 

表 7：7 月以来横店剧组情况 

已开机剧组数 筹备剧组数 总数（筹备加开机） 

48 63 111 

数据来源：36 氪，西南证券整理 

建军 93 年之际，一批军旅题材待播剧“整装待发”。2020 年 8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迎来建军 93 周年纪念，之后将有多部展示新时代中国军人精神和气度的军旅题材影视剧

播出。现在军旅剧主要采用年轻偶像派演员，主打“军旅+青春”“军旅+情感”“军旅+成长”，

重点描写年轻一代军人的成长故事。（传媒内参） 

表 8：待播军旅题材电视剧 

影片 类型 主演 剧集信息 出品公司 

《号手就位》 剧情、战争 
李易峰、肖央、 

陈星旭、张馨予 

一群大学生火箭军新兵，投身火热军营锻打淬火。在一群身怀

绝技的老兵的带领和感召下，他们经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磨

砺，最终成长蜕变为“王牌号手”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政治

工作部宣传局、中央军委后

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等 

《特战荣耀》 当代、军旅 
杨洋、李一桐、

蒋璐霞 

燕破岳（杨洋饰）从一名技能突出，却与集体格格不入的“兵

王”，到经历严酷环境与艰巨任务后，逐渐学会融入群体，并

且与艾千雪（李一桐饰）从互相看不顺眼到相互欣赏，最后共

同成长 

耀客传媒、磨铁娱乐、 

悦凯影视、星煜传媒 

《亲爱的戎装》 军旅 黄景瑜、李沁 
特种军官梁牧泽与军医夏初一同追求理想，履行军人的职责与

使命，同时也收获了爱情 

星纪元、大泰影业、 

真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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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类型 主演 剧集信息 出品公司 

《我们正年轻》 军旅 
万茜、秦昊、李

佳航 

新兵入伍，男兵徐晓斌（李佳航饰）和女兵许小兵因为名字相

似，闹出了不少笑话，慢慢两人结下了梁子，许小兵愤而把名

字改成了许兵（万茜饰）。后来许兵和徐晓斌均考入大学，连

队贴上大红喜报开玩笑祝贺他俩比翼齐飞。不是冤家不聚头，

多年之后两个“死对头”真的结了婚 

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

片厂 

《雷霆战将》 战争、剧情 
张云龙、高伟光、

赖雨濛 

讲述了八路军独立团团长王云山在动荡年代英勇抗敌、展现军

人气度的故事 

浙江东阳中广影视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等 

《战争零距离》 当代、军旅 
经超、郭艳、孙

祖君 

围绕“演为战、演为练”两种军事思想冲突，展现了骁狼特战

队随时应战、英勇无畏的当代军人形象。是一部反映新时代我

军军事改革历程的鸿篇巨制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陆

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处、江苏华

联映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 

《蓝盔特战队》 剧情、战争 王彦霖、李溪芮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中国维和部队青年军人在执行国际

维和任务期间，经历生死考验，为维护地区稳定，实现世界和

平做出贡献，获得联合国认可并褒奖的故事 

陆政部、陕文投等 

《你是我的城

池营垒》 
当代、都市 马思纯、白敬亭 

在医院联合警校组织的一次应急救援演练中，特警精英邢克垒

结识了住院医生米佧。随着往来增加，二人关系由开始的势同

水火到互相了解，邢克垒逐渐喜欢上米佧。非洲 A 国动荡，

米佧随医疗队紧急赶赴 A 国遭遇危险，此时已成为中国维和

警察防暴队一员的邢克垒突然出现，与米佧默契配合，最终成

功保护了医院众人的安全 

华策克顿传媒 

《第一次起飞》 军旅 靳东 

海军副司令衣正邦让陶斯勇把功勋飞行员秦大地调来当大队

长。在飞大队成立后，秦大地像训练新兵训练这支队伍，他们

冒着每一次飞行都可能牺牲的巨大风险，进行了长时间、多课

目、大飞行量的研究性试飞。谢振羽（靳东 饰）是一位非常

优秀的海军特级飞行员，在飞大队的一次次测试比赛中，他差

点丧失信心，在好友的鼓励下重新站起来，在试飞队伍里谱写

了一曲成长之歌 

北京星梦工场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蓝军出击》 军旅 
于震、梅婷、侯

勇、杨琪芳 

蓝军部队被称为“魔鬼旅”。经过多次演习与蓝军的对抗、磨

砺，红军部队受到了真正的实战锻炼，在总部组织的跨战区演

习中，参演部队取得全优胜成绩。曾被韩鹏打得丢盔卸甲的红

军部队，在跨战区跨军种演习中荣获全胜归来时，把总部颁发

的奖状和锦旗送到了蓝军旅，称韩鹏和蓝军旅是真正的老师 

南京军区政治部 

电视艺术中心 

《烈火海洋》 
军旅、阳

光、励志 

路晨、杨旭文、

米热、梁田、 

范凌子 

一批国防毕业生走出校门，在钢浇铁打的军营中经受锤炼，从

一个个性格张扬的“刺头兵”成长为合格海军军人 

海军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

SMG 尚世影业、上海刚泰影

视传媒有限公司、立卓兴宇

影视传媒广告（北京）有限

公司 

数据来源：西南证券整理 

芒果 TV 开启综艺联动单片付费新模式。作为 2020 年青春芒果节的特别企划，芒果 TV

的两大 IP 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和《密室大逃脱 2》将展开跨节目，模式为超前点播单片

付费。本次联动节目共分为 2 期，播出实际分别为 8 月 6 日和 7 日的中午 12 点。会员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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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 8 元/期，非会员 12 元/期。会员 2 期打包购买 12 元，非会员 18 元。支持手机 APP、

ipad、PC 网页和 TC 端 4 个终端观看。 

图 5：《乘风破浪的姐姐》和《密室大逃脱 2》联动海报 

 
数据来源：芒果 TV，西南证券整理 

4 游戏行业 

上周（2020 年 7 月 27 日-2020 年 8 月 2 日），在手游端，截至 2020 年 8 月 1 日，IOS

畅销榜排名前十的分别是《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三国志·战略版》、《梦幻西游》、《阴

阳师》、《最强蜗牛》、《新神魔大陆》、《QQ 飞车》、《三国志幻想大陆》、《率土之滨》。与上周

相比较，前十名名单中，新增《阴阳师》、《QQ 飞车》；《放开那三国 3》、《一梦江湖》跌出

前十名。 

表 9：IOS 畅销榜变化 

2020 年 7 月 27 日 2020 年 8 月 1 日 

名称 排名 名称 排名 

和平精英 1 王者荣耀 1 

王者荣耀 2 和平精英 2 

三国志.战略版 3 三国志·战略版 3 

梦幻西游 4 梦幻西游 4 

三国志幻想大陆 5 阴阳师 5 

最强蜗牛 6 最强蜗牛 6 

放开那三国 3 7 新神魔大陆 7 

率土之滨 8 QQ 飞车 8 

新神魔大陆 9 三国志幻想大陆 9 

一梦江湖 10 率土之滨 10 

数据来源：APP Annie，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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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行业上周重要公告/新闻 

Apple App store 加大版号审核力度，下架无版号游戏。7 月初，部分游戏开发者收到

苹果官方邮件让在 7 月底之前提供游戏版号及其相关文件，否则将在 8 月 1 日下架所有无版

号的付费手游产品。根据七麦数据的统计，App store 在 8 月 1 日已下架了 3 万多款无版号

游戏，数字还在进一步增加中。根据禅大师的预测，本次下架游戏总数或将超过 5 万。中国

作为 App store 最大的市场，游戏大规模下架或将给 App store 带来几十亿的损失。这一举

动代表着 App store 正在加速合规化。（游戏葡萄） 

图 6：App Store 近 30 天每日下架应用统计（中国） 

 
数据来源：七麦数据，西南证券整理 

京东联手众多企业推出 Esports 计划，布局手游行业。2020 年 7 月 31 日 ChinaJoy 开

幕第一天，京东手机联合腾讯、国内三大运营商以及黑鲨、红魔、ROG、联想等游戏手机厂

商共同成立“JD Esports 计划”，希望和合作伙伴一同深耕手游这片“新蓝海”，为游戏玩家

提供更极致、更流畅的游戏体验。“JD Esports 计划”分为 4 个方面：在营销方面，开展一

系列的游戏主题活动，联合手机厂商预装游戏生态，不断激发玩家兴趣；在手游赛事方面，

继续承办游戏相关赛事或作为游戏比赛合作方；在硬件方面，联合腾讯游戏实验室、手机厂

商及手机供应链方，升级游戏手机行业标准、生产定制化的游戏手机、推出针对游戏玩家的

服务；第 4 个方面是大力在推广高校推广手游，举措有开设校园经理项目、组织师生观看手

游直播等。（游戏葡萄） 

腾讯黑鲨游戏手机 3S 正式发布。7 月 31 日下午，备受关注的腾讯黑鲨游戏手机 3S 正

式发布。黑鲨 3S 正面搭载了一块 6.67 英寸、触控采样率高达 270Hz 的三星 AMOLED 电竞

屏，支持 1080x2400 分辨率，拥有 90Hz 和 120Hz 两档刷新率可供选择，搭载了旗舰级的

骁龙 865 处理器，支持 12GB 运存，兼顾目前高刷手游的同时又照顾到了日常使用体验。在

续航方面，黑鲨 3S 采用业界首创的串充并放双电池快充方案，全系标配 65W SQC 极速闪

充并拥有 4720mAh 的大电池。官方数据显示快充 12 分钟可快速充满 50%，24 分钟快速充

满 85%，38 分钟快速充满电量。在游戏使用层面，黑鲨 3S 拥有独立的、专属于游戏的 shake

按键。通过波动 shake 键，就可以快速进入游戏空间。此外还配备有屏幕压感 4.0 功能，通

过手指不同的按压力度就可以实现不同的操作指令。（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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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黑鲨游戏手机宣传图 

 
数据来源：黑鲨科技，西南证券整理 

2020 年上半年 iOS 手游榜单公布，腾讯和字节跳动分别位列吸金榜榜首和最强用户增

长榜榜首。2020 ChinaJoy 期间，七麦研究院发布了 2020 上半年中国手游 App 最强吸金

能力榜单和最强用户增长 Top100（iOS）榜单。在手游吸金榜 Top100 中腾讯上榜了 32 款

产品，成绩排名第一 。总榜排名第一、最吸金的游戏是王者荣耀。在最强用户增长 Top100

（iOS）榜单上，字节跳动凭借 11 款游戏上榜成为 2020 年上半年手游增长 Top100（iOS）

榜单中上榜次数最多的公司，超过了第二名腾讯（10 款上榜）。(七麦数据) 

图 8：2020 上半年中国手游 App 最强吸金能力榜单  图 9：2020 上半年中国手游最强用户增长 Top100（iOS）榜单 

 

 

 
数据来源：七麦研究院，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七麦研究院，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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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体育行业 

板块表现 

上周，中证体育指数（399804）上涨 5.22%，沪深 300 指数上涨 4.20%，中证体育指

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02%。 

图 10：相对沪深 300 指数表现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产业要闻 

CBA 联赛官方宣布本赛季各大奖项。2020 年 7 月 30 日，CBA 联赛本赛季常规赛各大

奖项结果如下：易建联第五次当选常规赛 MVP 并获得一阵中锋荣誉、广东主帅杜锋连续第

二年获得最佳教练、任骏飞和赵睿进入最佳二阵、周琦当选最佳防守球员、新星胡明轩拿下

最佳星锐奖项。（腾讯网） 

图 11：CBA 联赛本赛季最佳教练员 

 
数据来源：CBA，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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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台 25 种体育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7 月 29 日, 北京市体育局正式印发《北京市

体育领域行政违法行为处罚裁量基准》和《北京市体育领域行政处罚听证标准》，这两项文

件授权北京市体育局、各区体育局和开发区综合执法局对辖区内的 25 种体育违法行为按照

相应的违法程度进行量裁处罚的权力。各类违法行为按照对社会的危害性划分为 A、B、C

三档。 

图 12：北京体育总局出台北京市体育处罚标准 

 
数据来源：北京体育总局，西南证券整理 

表 10：北京市体育违法行为基础裁量档次 

基础裁量档次                  定义 

A 违法行为本身社会危害性严重的 

B 违法行为本身社会危害性一般的 

C 违法行为本身社会危害性轻微的 

数据来源：北京体育总局，西南证券整理 

202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取消。7 月 30 日，中国羽毛球协会考虑到我国疫情状况，按照

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赛事政策，本着对所有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赛事工作人员及观众的健康

负责的态度决定取消原定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20 日在江苏省常州市举办的 2020 中国羽毛

球公开赛。（体育大生意） 

2020 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将在上海举办。在 2020Chinajoy 全球电竞大会上，拳头游戏

和上海市政府共同发布 2020 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将全程在上海举办，本次决赛的主题为“所

向无前”，开始时间为 9 月 25 日，决赛时间为 10 月 31 日，冠亚军决赛地点为浦东足球场。

拳头游戏在本次总决赛的筹备过程中，一直将各方的安全健康作为首要考虑因素。鉴于国外

疫情的情况，拳头游戏决定：2021 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将重返中国，在多个城市进行。

而原定 2021 年举办赛事的欧美地区则顺延承办 2022 年总决赛。（体育大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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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英雄联盟 S10 全球总决赛 

 
数据来源：S10 官方，西南证券整理 

6 一周娱乐推荐 

电影推荐 

电影《1917》将于 8 月 7 日（周五）在中国大陆上映。《1917》是一部由美国梦工厂出

品的战争片，由萨姆·门德斯执导，乔治·麦凯、迪恩-查尔斯·查普曼领衔主演。该片已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在美国上映。电影主角为两名年轻的英国士兵，他们在一战时期为了拯救

成百上千的生命而冒险穿越敌境传递重要情报。影片获得第 92 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最

佳摄影、最佳音响效果；77 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影片-剧情类、最佳导演等多个重量

级奖项。 

图 14：《1917》宣传海报 1  图 15：《1917》宣传海报 2 

 

 

 
数据来源：时光网，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时光网，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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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推荐 

《追梦》（又名《面向大海》）于 8 月 5 日起在 CCTV-1 黄金档播出。由余丁执导，王雷、

刘涛领衔主演，作为一部改革开放剧，本剧以魏东晓、杜芳这对夫妻的创业奋斗过程为背景

讲述了深圳 40 年来的发展故事。魏东晓是基建兵出身，参与了深圳特区最初的建设，后面

又辞职下海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最后和妻子一起将公司发展为业内顶尖的大公司，并用创造

的财富进行公益扶贫。 

图 16：《追梦》宣传图 1  图 17：《追梦》宣传图 2 

 

 

 
数据来源：百度百科，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百度百科，西南证券整理 

综艺推荐 

《元气满满的哥哥》2020 年 7 月 31 日起每周五晚 20：10 在湖南卫视播出。节目是由

湖南卫视出品的代际互动观察类游戏综艺。嘉宾分为两队：元气大哥队队长是胡军，队员有

蔡国庆、李维嘉、吴奇隆和王耀庆。元气小哥队队长为杨洋，队员有陈学冬、黄明昊、王鹤

棣和王彦霖。每期节目的经典环节是在童年经典游戏“捉迷藏”的基础上升级，开发不同玩

法。吴昕担任观察室主持人，站在女性视角下点评嘉宾之间的互动。 

图 18：《元气满满的哥哥》元气小哥队宣传照 

 
数据来源：百度百科，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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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元气满满的哥哥》元气小哥队宣传照 

 
数据来源：百度百科，西南证券整理 

游戏推荐 

《地下城与勇士》（DNF）手游正式定档 8 月 12 日。DNF 手游是腾讯端游“三幻神之

一”的《地下城与勇士》衍生出的手游产品，它深度还原了端游，向游戏玩家展现了与端游

IP 世界观一致的掌上阿拉德世界。整个游戏开场 CG 以 DNF 手游的世界观切入，时间设定

在太古之初，呈现了十二使徒诞生和阿拉德大陆形成的故事。DNF 手游有着庞大的世界观、

错综复杂的人物网、熟悉的 NPC、美轮美奂的战斗场景、华丽的战斗招式，等待着玩家开启

全新的冒险。 

图 20：《地下城与勇士》（DNF）手游大陆剪影  图 21：《地下城与勇士》（DNF）手游大陆剪影 

 

 

 
数据来源：DNF 手游官网，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DNF 手游官网，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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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投资建议 

（1）建议关注游戏板块、全国一网下的广电板块。 

（2）影视领域：1）主流媒体发挥舆论导向作用的背景下，公司作为背靠湖南广电的在

线视频平台，有望获得更大的发展；2）与中移动深度合作，实现在流量、技术、内容等方

面的升级；3）综艺节目始终保持领先优势。公司新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6 月 12 日上线，

上周居于艺恩数据综艺播映指数榜首，预计带来更多流量与广告收入；《向往的生活》上周

播映指数位居综艺第 4 名；4）“大芒计划”借助芒果 TV、快乐购的平台&用户&广告主资源

以及内容打造能力为网红赋能，实现品牌带货，有望带动公司广告业务二次发展，建议继续

关注芒果超媒（300413）。此外，电视剧拍摄行业开始复工，建议关注具备优质内容生产能

力的电视剧内容公司华策影视（300133）等。 

（3）影院复工在即，结束长达 4 个多月的关停，长期建议关注受益于院线整合、行业

集中度提升的龙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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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

来自合法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分析师的职业理解，通过合理判断得出结论，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分析师承

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获取任何形式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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