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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娱乐收购儒意影业涉足

影视制作，泛娱乐布局初显 
事件：10月 7日晚间，天神娱乐(002354.CH/人民币 82.56, 未有评级)发布《关

于公司参与设立的并购基金对外投资公告》，公司参与设立的并购基金“天

神娱乐文创基金”，拟以现金购买股权方式投资儒意影业，投资金额人民币

13.23亿元，投资完成后天神娱乐文创基金将持有儒意影业 49%股权。 

 

点评： 

1.本次收购情况介绍 

被收购方儒意影业成立于 2006 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兼具影视剧制作与内

容制作的影视剧制作公司。本次投资是天神娱乐参与设立的并购基金宁波天

神娱乐文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对外投资项目，拟以现金购买股权方式投资儒

意影业 49%股权，交易对价为 13.23亿元。儒意影业的股东除儒意欣欣影视

和天神娱乐之外，还有儒意影业的实际控制人柯利明。柯利明曾在香港对冲

基金任职高级分析师，2009年回国创业从事影视投资，在数据分析、风险管

理、项目评估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这使他策划出品的一系列影视剧取得巨

大成功，其本人也成为儒意影业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图表 1. 收购后儒意影业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柯利明 1 0.1 

2 儒意欣欣影视 509 50.9 

3 天神娱乐文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490 49.0 

共计  1,000 100.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银国际证券 

 

2.影视剧制作+IP储备，品牌优势明显 

儒意影业既具备强大的影视剧制作能力，又拥有提供优质 IP储备的图书出版

业务，形成独特的品牌优势。 

（1）电影：公司自 2013年起开始涉足电影业务，先后主导策划并联合出品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参与策划、出品《小时代》，出品《老男孩猛

龙过江》，票房均过亿，其中《致青春》票房高达 7.19亿元，体现出儒意影

业团队强大的项目筛选及影视策划能力。此外，公司计划将《致青春》和《老

男孩》打造成系列电影，“致青春”系列之《原来你还在这里》目前已开始

筹备；公司还已与《老男孩猛龙过江》的主创人员“筷子兄弟”筹划后续电

影作品。两部电影系列产品的打造表明公司在 IP持续运营方面具备深刻的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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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儒意影业出品的电影 

影片 票房（亿元） 类型 担任角色 上映时间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7.19 爱情/青春 主导策划，联合出品 2013.4 

小时代 3 5.22 爱情/青春 参与策划、出品 2014.7 

小时代 4 4.88 爱情/青春 参与策划、出品 2015.7 

老男孩之猛龙过江 2.09 喜剧 主导策划、出品 2014.7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中银国际证券 

 

（2）电视：儒意影业专注于精品剧制作，自成立以来成功推出了九部精品电

视剧。目前正在热映的电视剧《琅琊榜》为山东影视主投、儒意影业参投，

在北京卫视和上海东方卫视首播，目前位居电视剧收视率前三。同时，网络

播放量维持高速增长，上线不足一个月播放量已累计达到 32亿次，并多次居

周排行第一名，豆瓣评分高达 9.2。而去年主投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收视

率口碑双赢，卫视收视率最高达到 1.405，成为一部“现象级”电视剧，创作

品质成为行业标杆，并在第 17届华鼎奖中国电视剧满意度调查发布盛典上获

得全国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剧作品奖。多部影视剧的成功为公司积累了丰富的

影视制作经验，同时在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为天神娱乐的影视布

局带来巨大优势。 

 

图表 3. 儒意影业推出的两部电视剧市场反应情况（数据截至 2015.10.08） 

电视剧 最高收视率 豆瓣评论 豆瓣评分 担任角色 

琅琊榜 0.977% 21315 9.2 联合出品方 

北平无战事 1.405% 18324 8.8 制作方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资料，中银国际证券 

 

（3）图书出版业务：儒意影业旗下拥有图书出版业务，成功出版了《致我们

终将逝去的青春》、《匆匆那年》、《晚秋》、《爱情公寓》、《纸牌屋》

等一系列经典畅销书。另外，公司与肖央、籽月、卓越泡沫等知名编剧和作

家、新锐导演周拓如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目前已签订的剧本外购协议及

影视剧改编权转让协议及委托创作协议已经有 42项。儒意图书为公司带来丰

富的 IP资源储备，有助于其从中筛选优质影视剧版权，从而进行精品影视剧

的研发制作。 

3.影游联动，泛娱乐布局初显 

天神娱乐的主营业务为网页游戏，2015 年上半年着手收购妙趣横生和雷尚科

技，布局移动网络游戏业务。收购完成后，公司在游戏业务方面将极具竞争

力。游戏是变现能力极强的内容子领域，在游戏业务基础上进行外延布局，

拓展泛娱乐产业链将成为公司未来的战略方向。在近期影游联动的热潮下，

公司将借助儒意影业的强大影视制作能力和丰富的 IP储备，以优质 IP为核心，

通过影视剧和游戏进行持续变现，初步布局泛娱乐产业链。 

4.投资建议： 

天神娱乐是国内顶尖的网络游戏公司，当前公司布局泛娱乐的思路明显，成

长路径清晰。公司未来三年内承诺完成 3.9亿元的业绩，2014年至 2016年税后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7,600万元、1.3亿元、1.85亿元。公司当前市值 184亿元，

根据万得一致预期 2015-2017年公司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分别为 1.82、2.38、3.01

元。我们持续看好该公司在游戏业务基础上打造影游联动的泛娱乐化产业链

布局。建议投资者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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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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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性的其他职务，没有担任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也不拥有与该上市公司有关的任何

财务权益；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或其它第三方都没有或没有承诺向本人提供与本报告有关的任何补偿或其它利益。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时声明，未授权任何公众媒体或机构刊载或转发本研究报告。如有投资者于公众媒体看

到或从其它机构获得本研究报告的，请慎重使用所获得的研究报告，以防止被误导，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不对

其报告理解和使用承担任何责任。 

 

评级体系说明 

 

公司投资评级： 

买入：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12个月内上涨 20%以上； 

谨慎买入：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12个月内上涨 10%-20%； 

持有：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12个月内在上下 10%区间内波动； 

卖出：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12个月内下降 10%以上； 

未有评级（NR）。 

 

行业投资评级： 

增持：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12个月内表现强于有关基准指数； 

中立：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12个月内表现基本与有关基准指数持平； 

减持：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12个月内表现弱于有关基准指数。 

 

有关基准指数包括：恒生指数、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以及沪深 300指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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