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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深度跟踪：“内生

产业链布局深化+产业基金

助推”，静待“春暖花开” 
 

[Ta 事件： 

深圳厚德前海基金成立于 2013年 10月，根据深圳工商登记信息，生命人寿出

资 90 亿元，占比为 89.5077%，为其主要股东。该基金管理人为北京文化

(000802.CH/人民币 20.65, 买入)董事长宋歌。厚德前海基金累计管理规模超过

100亿元，位列全国 PE机构前 50名。同时，公司总裁夏陈安近日在接受《传

媒内参》主编温静采访时，透露了他近期在综艺节目、网络剧等领域的工作

进展。本报告基于公开信息，对厚德前海基金所投资的项目、2016 年北京文

化的电影、夏陈安领衔的综艺项目以及网络剧等领域进行集中详细梳理。受

到大盘回调、公司定增落地推迟等因素影响，公司市值前期大幅下跌。随着

大盘近期企稳以及公司增发的后续落地（预计 2016年 3-4月完成），公司市值

有望大幅反弹，迎来“春暖花开”。具体逻辑如下： 

 

一、厚德前海基金——影视娱乐早期项目“宝库” 

1、厚德前海基金简介： 

深圳市厚德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于 2013年 10月成立，生命人寿为

其主要股东。根据深圳工商登记信息，生命人寿出资 90亿元，占比为 89.5077%。

目前该基金管理人为北京文化董事长宋歌。厚德前海基金累计管理规模超过

100亿元，位列全国 PE机构前 50名。 

2、厚德前海投资布局情况： 

厚德前海基金的投资领域主要以传媒娱乐产业为主，同时包括部分医疗、互

联网金融等领域。投资对象侧重具备产业链核心环节优势和商业模式创新的

优质企业。 

（1）文化传媒行业，包括电影制作、娱乐营销、影视投融资等细分领域。 

自 2013年 10月成立以来，厚德前海基金先后投资了瑞格传播、淘梦网、影联

传媒等公司，并与著名电影导演团队罗素兄弟合作进行电影投资。 

 瑞格传播：娱乐营销整合服务公司。其成功运作的品牌植入案例包括：

TCL好莱坞大剧院十年冠名权益、周黑鸭+《变形金刚 4：绝迹重生》以

及 vivo手机+《小黄人大眼萌》的结合，为中国品牌植入内地发行的好

莱坞大片提供了专业化服务。 

 淘梦网：国内领先的影视娱乐领域众筹平台。在平台上众筹了《道士

出山》、《二龙湖浩哥》、《国产大英雄》等作品，淘梦平台为新媒

体时代的网络制作、草根制作提供了专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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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底厚德前海基金宣布与美国罗素兄弟合作，与罗素团队在三年

内实现多部影片的运作，投资合拍华语影片。此外，罗素兄弟与影联

传媒达成战略合作，合作内容包括：1）每年计划在北美发行 6-10部优

秀的华语影片；2）将 2-3部好莱坞影片引进中国；3）计划推进双方在

国际市场上的电影投资与合作。同时，双方计划在 2016 年将《师父》

一片在北美进行发行。（美国两位导演兄弟安东尼•罗素、乔•罗素被成

为“罗素兄弟”，他们曾共同执导了《美国队长 2》、《美国队长 3》。

并将于 2018年推出《复仇者联盟 3》的上下两部。） 

 

图表 1. 厚德前海基金部分投资项目 

时间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发展情况 融资轮次 投资数额 备注 

2014.7.1 

北京瑞格嘉尚

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0年底

是一家娱乐营销整合

服务公司。致力于娱

乐项目的投资、制

作、宣发、商务运营、

衍生营销在内的全产

业链运作。 

2010年成功运作《钢铁

侠 2》的广告植入。后参

与多部好莱坞大片的中

国品牌植入。 

公司目前计划参拍部分

网络剧和电影，并设定

了于 2017年末前上市的

目标。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目前估值 4亿 

2015.12.8 

北京淘梦网络

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2年 2

月，是国内首家垂直

型众筹平台，专注通

过众筹的方式提供影

视娱乐产品的网络融

资。 

融资后，淘梦将继续开

拓业务领域，发展产业

链布局。 

A+轮 4400万 

2014年得到娱乐工厂的 200万天使

投资； 

2015年 8月获得游族网络的 4,000

万人民币 A轮融资。 

目前公司估值超过 5亿。 

2015.12 

与好莱坞导演

团队罗素兄弟

正式签约 

合作方式：截止到 2018

年，至少会合作 2部华

语电影作品与全球观

众见面。 

在未来几年内，厚德前

海基金还将寻找更多高

质量适合中国市场的项

目通过影联传媒美国公

司，为中西方影人提供

交流的平台。 

  

罗素兄弟因执导《美国队长 2：冬

日战士》而为全球观众所熟知，包

括《美国队长 3》以及将要拍摄的

《复仇者联盟 3》上、下两部影片

在内，先后拍摄了四部好莱坞超级

英雄电影。 

 影联传媒 

影联传媒成立于 2013

年 7月，是集电影渠道

发行、策划宣传、数

据分析、海外营销、

视觉包装等为一体的

一站式专业电影发行

公司 

公司成立至今成功服务

20余部电影，票房成绩

累计超过 32亿。包括：

《心花路放》、《大圣

归来》、《超凡蜘蛛侠

2》、《同桌的妳》、《机

械战警》、《重返地球》、

《惊天危机》、《我的

早更女友》等。 

  

影联传媒现已覆盖全国 128余座票

仓城市，触达影城 3,000余家，实

现全国票房 500强影院覆盖。占据

市场票房贡献影院超 90%，形成全

国 14个大区统管，拥专业发行团

队超过 200人。 

资料来源：互联网公开信息、中银证券 

 

 影联传媒：影联传媒目前已经成为全国第六大民营发行公司，仅次于

传统的 5 大（万达五洲、光线、博纳、联瑞和乐视影业）。根据第三

方统计，2015 年影联传媒共计发行 7 部影片，总票房达到 13.2 亿元。

其中包括暑期档的超级现象级影片《大圣归来》。目前，影联传媒已

经与大地院线、上海联和院线、中影南方等形成了战略合作，为其影

片发行提供了保证。在上游环节，影联传媒与国内的陈国富工作室、

宁浩工作室等建立起关系，同时还与美国、英国等地的电影制片公司、

营销公司建立起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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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2015 年民营发行公司主发国产片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艺恩、中银证券 

 

图表 3. 影联传媒战略合作院线一览 

院线名称 介绍 

广州大地影院 成立于 2006年，至今已与众多地产商携手建造了 200家连锁影院，影院具有舒适便捷年轻时尚的特点。 

上海联和院线 

上海联和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统计到 2013年 8月底，共有加盟影院

222家，银幕数 1,075块，总座位数 183,499个，有 1,037个厅安装了数字放映设备，其中数字 3D放映厅 740

个；在北京、上海、重庆、武汉、无锡、苏州等 6城市共有 9个 IMAX巨幕放映厅。  

中影南方电影新干线 
中影南方电影新干线有限公司是中国内地备具实力的强势院线，领跑广东票房的龙头院线。2014年，中影

南方总票房高达近 19.8亿元。截至 2015年 5月 31日，旗下影院共有 326家，银幕 1,793块。 

资料来源：影联传媒官网、网络公开信息、中银证券 

 

图表 4. 影联传媒海外合作方一览 

机构名称 国家 介绍 

Sony/Columbia Pictures 美国 

是美国一间发行电影与电视的制片公司，属于索尼影视娱乐公司的旗下。哥伦比亚电影集团

公司是好莱坞最主要的制片厂之一，在全球电影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其片库拥有 5,000多部经

典影片，其中包括 12部“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得主。 

DDA PR 英国 DDA PR 为英国知名电影营销公关公司 

AMPCO Studios 澳大利亚 AMPCO Studios 为澳洲知名独立电影制作公司 

Film France 法国 

法国国家电影委员会（Film France) 是由( CNC )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支持下的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它的使命是整合各委员会网络，促进和帮助所有在法国进行的电影制作。在法国一共有 41

家接待站和办公室来确保去当地拍摄的剧组有最好最全的资源和信息。 

资料来源：影联传媒官网、网络公开信息、中银证券 

 

图表 5. 影联传媒国内合作方一览 

机构名称 介绍 

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世纪伙伴，于 2006年 8月成立。公司以电影、电视剧出品制作为核心， 公司管理团队包

括影视投资人、著名传媒广告人、公司创始人娄晓曦，业内资深影视制作人边晓军，旅

美作家、编剧严歌苓，著名导演张黎等人。旗下签约艺人有宋佳、杨志刚等。公司目前

已形成了年产上百集的电视剧生产规模。 

北京摩天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文化旗下子公司，主要业务为影片制作参与《心花怒放》、《同桌的你》、《加油

吧实习生》等。2016年电影制片计划包括《年兽大作战》、《我的新野蛮女友》。 

七星传媒 
阳光七星娱乐媒体集团创始人为著名媒体投资人吴征杨澜夫妇。七星娱乐媒体集团为旗

下重要业务集团。2014至 2015年度总确认全球发行电影生产量逾 20部。 

丁晟工作室 作品有《硬汉》、《大兵小将》、《解救吾先生》 

宁浩导演工作室 执导多部高票房电影如《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无人区》 

陈国富工作室 
曾为华谊兄弟电影总监制，作品有《鬼吹灯之寻龙诀》、《集结号》、《李米的猜想》

等知名影片。监制电影累计票房达 40亿 

郭帆工作室 导演作品《同桌的你》、《李献计历险记》 

资料来源：影联传媒官网、网络公开信息、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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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旅游行业：在影视、娱乐一体化的产业发展趋势下，厚德前海基金参投

了文化旅游行业，代表公司是传奇文化。 

 

图表 6. 厚德前海基金参投旅游项目 

时间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发展情况 融资轮次 投资数额 备注 

2014年 传奇文化 

景区开发和运营：公司主要的

投资对象大多数为自然奇观

和世界文化遗产地，通过对这

些景区进行更为整体的规

划，基础设施的改造，以及各

项配套服务的完善，在保护的

前提之下，为到访的游客提供

更高品质的观光体验。 

公司成立于 2007年。开发旅游区

域包括南岳衡山、长白山、张家

界、八达岭长城、海南博鳌古村

落等地。 

公司与当地政府紧密合作，建立

合资公司，深度挖掘当地的历史

和文化，以游客的需求为导向，

研发具有高品质体验感的服务

和产品，对当地景区的基础设施

进行整体的提质改造并提供全

新的运营管理。 

  

由传奇旅游剥

离，其他投资人还

包括：仙度旅游设

计规划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互联网公开信息、中银证券 

 

（3）兼顾存在投资机遇的新兴行业 

2014 年，厚德前海基金分别投资了多多米、天地智慧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其

分别属于互联网金融行业、医疗行业。 

 

图表 7. 厚德前海基金参投互联网、医疗项目 

时间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发展情况 融资轮次 投资数额 

2014年 

多多米（上海添

彤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 

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为投

资人提供投资及理财产

品，围绕行业的企业的供应

链、产业链、流动资金等提

供的融资服务。 

多多米曾获评“AA级信用企业”，既是评级机

构对多多米公信力的认同，也显出多多米的公信

实力。此外，多多米 P2B平台股东具有良好的互

联网及金融基因，对于推出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

有较好优势。 

A+轮 
A+轮共计融

资 6.4亿元 

2014年 

河北天地智慧

医疗设备有限

公司 

专注高端数字化医疗设备

和一体化智慧医疗解决方

案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

大型高端数字化医疗设备

和一体化智慧医疗服务解

决方案的自主研发和全民

普及。 

天地医疗与清华大学和清华大学同方威视股份

公司有密切合作关系，并与与欧洲著名医疗影像

设备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已确立了以数字化

X射线成像设备（DR）为基础的一整套完全自主

创新平台型大型放射医学影像设备组合等成套

设备 

  

资料来源：互联网公开信息、中银证券 

 

（4）成立下属基金/投资公司，布局地区化投资：厚德前海基金除直接进行投

资外，也积极地与其他基金公司合作，成立下属基金，从而更好地发现经济圈

内的投资机遇。例如，2015 年 6 月，厚德前海基金与富德生命人寿合资成立重

庆水木诚德文化基金，并在北京厚德星云基金的引荐下，投资天地智慧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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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厚德前海基金下属基金 

时间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发展情况 融资轮次 投资数额 

2015.6 

重庆水木诚德

文化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 

由厚德前海基金和富德生命人寿共同出资筹建，由

厚德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管理。基金将主要

投向文化娱乐、高端服务等领域中具备产业链核心

环节优势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优质企业，以及休闲度

假旅游、体育健身、养老等新兴产业。 

两江新区开放的市场氛

围、优良的投资环境以及

产业发展潜力将成为水木

诚德未来发展的有利背

景。 

发起设立 
数亿元人民

币 

2014 

深圳佳盈稳健

产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注册于 2013年 6月  初始认缴 20亿 

资料来源：互联网公开信息、中银证券 

 

二、2016年北京文化影视娱乐项目储备——异彩纷呈，静待花开 

1、电影项目 

图表 9. 北京文化 2016 年电影项目储备 

片名 导演/主要演员 主要看点 档期 投资比例 

《极限挑战之最后的武士》 

严敏/黄渤、黄磊、孙红

雷、张艺兴、罗志祥、赵

丽颖 

热门综艺 IP《极限挑战》改

编而来，综艺原班明星参与

拍摄 

2016年 1月 15日 

（累计票房 1.24亿） 

 

5%-10% 

《年兽大作战》 
张扬导演，宁浩制片，徐

峥监制 

中国的 3D动画电影；春节档

期唯一一部动画影片，适合

全家观看 

2016年春节档 30% 

《我的新野蛮女友》 宋茜、车太贤主演 
知名电影《我的野蛮女友》

续集；女主角宋茜人气高 
2016年 4月 20% 

《天生我刺》 

黄建明导演执导；金牌制

片人杜扬制片；著名导演&

编剧丁晟监制 

暑期档动画片 2016年暑期档  

《铁道飞虎》 丁晟/成龙、王凯、黄子韬 

改编自抗日战争时期的铁道

游击队故事。是继徐克的《智

取威虎山》又一部红色电影

加入现代元素改编的作品 

2016年国庆档 ~10% 

《我叫李雪莲》 冯小刚/陈道明、范冰冰 

冯小刚导演，刘震云编剧，

外加男女主演，品牌效应

强。 

2016年贺岁档 20%-30% 

《南极绝恋》 吴有音/赵又廷、杨子珊 
同名畅销小说改编，新颖的

冰雪主题电影 
2017年寒假 ~18%~20% 

《没有别的爱》 赵薇导演 
赵薇导演继《致青春》之后，

第二部作品 
2016年年底  

《绣春刀 2》 宁浩监制 《绣春刀》电影的前传 2016年 ~10%~20% 

资料来源：互联网公开信息、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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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视剧项目 

图表 10. 北京文化电视剧项目储备 

投资主体 剧目类型 集数 主要参与人员 类型 相关看点 

世纪伙伴 

《少帅》 50 集 

制片人：边晓军、胡凡 

主演：文章，李雪健，宋佳 

导演：张黎 

战争，爱情，剧情 
2016年 1月 10日北

京卫视播出 

《四千金》 30 集 主演：徐正曦，潘之琳，朱梓骁，赵思园 民国，时尚，爱情 
由《傲慢与偏见》

改编，暂未播出 

《当我们爱在一起》 38 集 

制片人：边晓军、吴敦 

主演：陈楚河，黄一琳，沈泰，袁晶，郝邵文，

王文绮等 

现代，都市，爱情，

喜剧 

2015年 5月开机，

2016年播出。 

摩天轮 

《无名者》 38集 
主演：丁志诚，原雨，吴刚，尤勇，冯远征，

王挺，岳秀清，姜武 
谍战剧 

主要演员均来自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 

《恶老板》 36集 主演：梅婷、黄觉、熊乃瑾、杨旭文 时尚都市商战剧 

聚焦职场百态，演

绎白领阶级的工作

生活和情感故事 

《真相》 30集 
导演沈严曾执导《辣妈正传》，主演张歆艺，

袁弘，江珊，朱锐 
悬疑剧 

摩天轮文化、海润

影视共同出品 

资料来源：互联网公开信息、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3、总裁夏陈安领衔的综艺及网剧项目 

北京文化总裁夏陈安曾任浙江卫视总监，在夏陈安的带领下，浙江卫视不仅

成为全国前三的卫视频道，而且推出了《奔跑吧兄弟》、《中国好声音》等

一系列的优质综艺娱乐节目。夏陈安在进入北京文化后，主要负责公司在综

艺节目、网络剧领域的内容制作。 

1）综艺节目：北京文化除目前确认的《丛林的法则》、《甜蜜青春》综艺节

目外，2016年预期还有 3-4档综艺节目推出，播出平台都将在排名前列的卫视。

夏陈安在离开浙江卫视后，参与制作了热播综艺节目《极限挑战》，并与东

方卫视探讨了卫视频道“全国化”、“年轻化”的定位，而《甜蜜青春》也

将于 2016年在这东方卫视播出。 

 

图表 11. 北京文化综艺项目储备 

栏目名称 播出平台/播出时间 亮点 

《丛林的法则》 安徽卫视/2016Q2 

1）韩国最后一档未进入中国的现象级真人秀节目：引进自韩国 SBS电视台。本土化以《山

海经》为背景， 

2）节目阵容：吴奇隆、李亚鹏、小沈阳、黄子韬、孙艺洲、邢傲伟、熊黛林等文体明星。 

3）安徽卫视团队+夏陈安团队；韩国方面为 SBS原班制作团队。 

《甜蜜青春》 东方卫视/2016年 
原创大型女子偶像天团成长励志真人秀。不仅打造一档真人秀节目，而且后续将利用公司的

艺人经纪、电影、电视剧上的布局，对偶像天团进行持续打造。 

资料来源：互联网公开信息、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2）网络综艺：中国网络视频研究中心由夏陈安担任执行主任，该中心在 2015

年与爱奇艺合作推出了纯网络综艺节目《偶滴歌神啊》，节目中上线一个月

总点击量超过 2 亿次。节目选择了年轻人喜爱的艺人谢娜、张大大等人，加

入弹幕元素。《偶滴歌神啊》第二季将于 2016年 8月继续在爱奇艺平台播出。

除此之外，中国网络视频研究中心将与谢娜合作推出一档纯网综艺脱口秀《娜

就那么说》，对时下现象级影视作品、经典人物形象、热门综艺现象进行重

新解构表演。 

3）周播剧：夏陈安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正在和冯小刚导演策划超级周播剧。

预计将于 2016年登陆一线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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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网络剧：根据媒体报道，夏陈安在担任北京文化总裁后，组建了互联网娱

乐事业部和电视剧网剧事业部。两个部门目前正在推进多部网络剧作品。包

括，《虎鹤妖师录》《摸金校尉》《一手遮天》《小主的喵弟汪叔》等。 

 《虎鹤妖师录》：网络剧《虎鹤妖师录》是根据人气国漫作品《虎 X

鹤妖师录》改编，优酷土豆所在的合一集团将对该 IP 进行强力打造，

包括网络自制剧、电视剧、电影、游戏、衍生品等全产业链布局。网

络剧《虎鹤妖师录》将首先推出 

 《摸金校尉》：该剧预计将由天下霸唱《鬼吹灯》系列小说进行改编。 

5）粉丝女团、男团培养：夏陈安正在策划女子团体养成节目《加油美少女》，

并希望以粉丝女团为出发点，将优质的偶像团员培养至电视剧、电影、网络

剧、游戏等多个领域内，从而形成大娱乐生态。 

6）文化产业基金：根据媒体报道，夏陈安将与工商银行、杭州银行合作发起

文化产业基金。投资优秀的项目、公司和人才。 

 

三、投资建议 

北京文化在定增最终完成后，并购的艺人经纪公司浙江星河、影视剧制作世

纪伙伴将加强公司在影视剧、艺人产业链的布局。我们预计，定增一旦完成，

公司将持续在影视剧、综艺等领域持续布局。同时，公司董事长宋歌管理的

厚德前海基金内已经布局了诸多影视文化、互联网等领域项目。未来厚德前

海基金所投项目将有机会与公司进行战略、股权、资本等多维度层面的潜在

合作，从而帮助公司形成更加完备的产业链布局。预计公司 2016-2017年全面

滩薄每股收益分别为 0.37、0.43 元。公司当前市值 80.32 亿元，对应增发后市

值 145亿元。当前公司股价已至低点，建议坚定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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