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息快报 | 证券研究报告  2016 年 5 月 3 日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文化:传媒 

旷实*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证书编号：S1300513100001 

(8610) 6622 9343 
shi.kuang@bocichina.com  
 

*梅林为本报告重要贡献者 

 

道博股份一季报业绩点评：

“体育+影视”双轮驱动，

海内外并购或将持续 
事件：4 月 29 日，道博股份(600136.CH/人民币 48.79,买入)发布 2016 年一季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175 万元，同比下降 13.94%；实现归母净利

润 46 万元，同比增长 199.39%；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44 万元，同比增长

185.33%；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0021 元。 

  

点评： 

1、并表范围变化，“体育+影视”板块布局初步形成。1 季度，公司实现营

收 4851 万元，同比下滑 13.94%，主要是因为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今年 1

季度公司主业为影视剧（强视传媒）和体育（双刃剑），上年同期主业是磷

矿石销售、学生公寓租赁与物业管理，目前已经剥离，强视传媒在去年 2 月

中旬后才开始并表。 

2、体育板块业绩完成较好，影视板块下半年有望发力。1 季度，公司的营业

收入主要来自于体育板块的业务收入贡献，由于强视传媒的多部影视剧项目

均处于策划、拍摄或后期制作阶段，因此本报告期影视板块营业收入贡献较

少，预计随着项目进度的推进，下半年将进入销售收入确认期。公司营业利

润为 234 万元，同比增长 386%，主要系 2016 年 1 月公司完成对双刃剑的收

购，开始并表，双刃剑一季度利润完成符合预期。公司的销售、管理费用率

增加均是因为新业务并表影响。 

3、收购欧洲顶级足球经纪公司 MBS，聚合海外顶级资源。4 月 18 日，公司

发布公告，拟以 3950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2.90 亿元）收购耐丝国际 100%股

权，后者间接持有 MBS（西班牙）和 MBS（英国）46%股权，公司未来还将

进一步增持股份至 70%，获得控股权，这是公司迈出海外并购的第一步，将

获得西甲和英超两大顶级联赛的体育资源，迅速介入海外体育经纪、体育营

销、赛事运营等核心环节，与双刃剑现有业务形成协同，并对接中国足球产

业，大幅提升公司的产业价值和行业地位，在中国足球产业的诸多环节存在

探索和想象空间。公司近期还公布了将增资耐丝国际 15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为后续的海外并购埋下伏笔。 

4、携手省广股份，优势互补共享体育营销盛宴。3 月 30 日，公司全资孙公

司上海双刃剑与省广股份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刃剑深耕海外体育

资源，而省广股份拥有众多品牌客户，随着国内体育环境的优化，体育营销

需求不断释放，合作后，双方将在上游的海外体育资源和下游的品牌客户上

实现共享共赢。 

5、投资建议：通过持续并购，公司现已完成向大文化产业的战略转型，“影

视+体育”双轮驱动下业绩有望迎来爆发，新任大股东当代集团实力雄厚且

善于资本运作，预计后续基于文化、体育产业链的海内外并购有望持续，考

虑到体育标的的稀缺性以及公司外延拓展的强烈预期，我们维持 2016-2018

年每股收益 0.68、0.86、1.21 元的盈利预测，维持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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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公司业绩摘要（单位：百万元） 

(百万元) 2015Q1 2016Q1 同比(%) 

营业收入 48.51  41.75  (13.94) 

营业成本 39.07  23.41  (40.10) 

毛利润 9.44  18.34  94.37  

营业税金及附加 0.09  0.04  (58.14) 

管理费用 5.75  15.19  164.10  

销售费用 0.32  1.20  276.28  

经营利润 3.28  1.92  (41.60) 

资产减值 0.76  (2.49) (428.20) 

财务费用 2.04  2.06  1.11  

营业外收入 - 0.03  - 

营业外支出 - - - 

利润总额 0.48  2.37  392.25  

所得税 0.33  1.40  325.70  

少数股东权益 0.00  0.50  16,473.9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15  0.46  199.39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15  0.44  185.33  

基本每股收益 0.00  0.00  75.00  

毛利率 19.45  43.93  增加 24.48 个百分点 

净利率 0.31  2.31  增加 1.99 个百分点 

销售费用率 0.66  2.88  增加 2.22 个百分点 

管理费用率 11.85  36.38  增加 24.52 个百分点 

财务费用率 4.21  4.95  增加 0.73 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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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声明 

 

本报告准确表述了证券分析师的个人观点。该证券分析师声明，本人未在公司内、外部机构兼任有损本人独立性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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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及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证券分析师撰写并向特定客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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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独立作出投资决策。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及

损失等。 

本报告内含保密信息，仅供收件人使用。阁下作为收件人，不得出于任何目的直接

或间接复制、派发或转发此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予任何其他人，或将此报告全部或

部分内容发表。如发现本研究报告被私自刊载或转发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将及时采取维权措施，追究有关媒体或者机构的责任。所有本报告内使用的商标、

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或其附属及关联公司（统称“中银

国际集团”）的商标、服务标记、注册商标或注册服务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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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风险。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基于现状，不构成任何保证，可随时更改，毋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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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阁下个别情况。本报告不能作为阁下私人投资的建议。 

过往的表现不能被视作将来表现的指示或保证，也不能代表或对将来表现做出任何

明示或暗示的保障。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预测只是反映证券分析师在本报告

所载日期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本报告中涉及证券或金融工具的价格、价值及收入

可能出现上升或下跌。 

部分投资可能不会轻易变现，可能在出售或变现投资时存在难度。同样，阁下获得

有关投资的价值或风险的可靠信息也存在困难。本报告中包含或涉及的投资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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