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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 e_Title 

省广股份（002400.SZ） 
围绕“营销+”战略持续布局，由点到面覆盖新一代消费群体 

Table_Summary  事件：  
1、公司拟与与知名媒体人杨澜旗下阳光天女传媒等公司合资设立省广阳
光：公司以自筹资金出资 200 万元，拥有 20%股权；阳光天女传媒出资 600
万元，拥有 60%股权；公司参股公司合宝娱乐出资 50 万元，拥有 5%股权；
珠海暴风多乐出资 150 万元，拥有 15%股权。2、公司全资子公司省广资
本拟增资 210 万元参股漫人文化 6%股权，漫人文化估值 3,500 万元。3、
公司全资子公司省广资本拟以现金 2,880 万元参与新三板公司骏伯网络定
向发行股票，认购 146 万股，每股认购价格 19.67 元，认购完成后省广资
本将持有骏伯网络 6%股权，骏伯网络估值 4.8 亿。 

核心观点： 
一、公司围绕“营销+”战略持续布局，由点到面覆盖新一代消费群体。近期
省广以“营销+”连接切入不同领域，持续对垂直领域进行布局，重点围绕新
一代消费群体的媒体习惯，逐点布局包括 IP 内容、二次元、体育、影视娱
乐内容等公司，基本形成覆盖新一代消费群体的立体营销集群。 
1、营销+IP 内容：与知名媒体人杨澜旗下阳光媒体集团合资成立省广阳光，
双方合作是看中对方分别在营销产业链和 IP 内容资源领域的整合能力。 
2、营销+二次元：投资漫人文化，卡位 90、00 后媒介资源，填补 90 后年
龄段营销的空白地带，补强二次元领域的创意服务和内容生产。 
3、营销+移动互联网：紧跟年轻人的媒体消费习惯。骏伯网络成立于 2012
年，主要从事移动应用分发业务和流量营销业务。 

二、省广经过 37 年发展，已构建客户、媒介、大数据、全案服务能力等优
势，且这些能力也在通过内生+外延方式加速向数字营销升级，而通过对垂
直领域积极布局，可以看出公司对营销行业变化的高度敏感性和快速反应
决策能力，提升省广营销航母集群的竞争力，发挥全平台的产业协同效应。 

三、市场担心营销行业成长性，但我们认为：1、营销行业总体盘子很大，
接近 6 千亿规模，其市场是结构化的，传统媒体衰退，但新媒体仍保持高
速增长且盘子也不小，网络广告和移动广告 2015 年市场规模分别为 2,094

亿（+36%）和 901 亿（+178.3%）；2、同时数字营销行业作为汇聚流量
和经营流量的基础层，向商业变现能力更强的应用层布局。 

四、维持“买入”评级。我们预测公司 2016~2018 年净利润分别为 7.36 亿、
9.35 亿和 11.28 亿，按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13.6 亿股摊薄，当前股价
对应 16~18 年 EPS 分别为 0.54 元、0.69 元和 0.83 元，对应 16~18 年 PE

分别为 27 倍、22 倍和 18 倍。公司非公开发行募资 22.4 亿于 5 月过会，
批文有望于 8 月拿到，资金到位后将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压力，同时为公司
外延投资和收购提供现金支持。省广投资加快，营销版图不断扩大，涉及
领域多样且年轻化、移动化、场景化，发展策略将由“内生+外延驱动”进入“模
式驱动”阶段，通过积极投资构建营销生态，后续营销+将释放更大空间。 

五、风险提示：收购整合不达预期，宏观经济不景气对公司广告投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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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A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营业收入（百万元） 6,338 9,629 11,807 13,759 16,002 

增长率(%) 13% 52% 23% 17% 16% 

净利润(百万元) 425 548 736 935 1,128 

增长率(%) 48% 29% 34% 27% 21% 

EPS（元/股） 0.31 0.40 0.54 0.69 0.83 

市盈率（P/E） 47  37  27  22  18  

数据来源：公司财务报表，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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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围绕“营销+”战略持续布局，由点到面覆盖新一代消费群体。近期省广以“营

销+”连接切入不同领域，持续对垂直领域进行布局，重点围绕新一代消费群体的媒

体习惯，逐点布局包括IP内容、二次元、体育、影视娱乐内容等公司，基本形成覆盖

新一代消费群体的立体营销集群。 

1、营销+IP内容：与知名媒体人杨澜旗下阳光媒体集团合资成立省广阳光，双方合

作是看中对方分别在营销产业链和IP内容资源领域的整合能力，省广作为国内本土营

销龙头，杨澜作为著名媒体人，均能撬动各自领域优势资源，双方在IP开发、内容营

销、体育营销、活动运营等多方面拥有较强互补性，能够形成有效的产业协同效应。

阳光媒体集团由资深媒体人杨澜与先生吴征共同创建，先后成功打造《杨澜访谈录》、

《天下女人》、《绿色影响力》等多档电视栏目品牌，其原创文化节目、跨国多媒体

制作与整合传播实力享誉业内。同时阳光媒体集团在体育产业深耕已久，杨澜曾参与

北京奥运会与冬奥会的申奥工作，在体育界拥有深厚人脉和威望。 

省广阳光将结合省广股份的整合营销传播能力与阳光集团的媒体资源、IP内容资源等

优势，针对年轻一代消费群体，在体育、音乐、励志三大方向展开全面合作，打造

集IP营销、社群营销、大数据营销为主的整合营销公司。省广将借助阳光媒体集团在

IP开发、运营等方面的优势，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优质IP，全面提升省广在内

容营销领域的实力。 

此前省广已与阳光媒体集团达成多项业务合作，由省广参股公司合宝娱乐联合阳光媒

体集团制作推出的《杨澜访谈录》G20特别节目，将于G20峰会期间在浙江卫视黄金

时段播出。 

2、营销+二次元：投资漫人文化，卡位90、00后媒介资源，填补90后年龄段营销的

空白地带，补强二次元领域的创意服务和内容生产。漫人文化拥有二次元领域领先的

媒介资源，包括其独家代理的暴走大事件、M站和次元仓等各领域的二次元热门资源，

并且与业内多名自媒体视频制作者有着深度的合作，并拥有大量二次元垂直媒体的独

家代理资格。漫人文化主要为品牌及游戏客户制定二次元市场领域的营销策略，提供

融合二次元创意的解决方案，并按照客户确认的营销计划代理客户实施媒介购买、媒

介投放等工作。漫人文化在二次元领域拥有广泛的客户资源，包括巨人网络、完美世

界、边锋网络等游戏客户及厂商，未来将致力于为拥有开拓二次元市场需求的品牌与

游戏客户提供优质的整合营销方案。 

3、营销+移动互联网：紧跟年轻人的媒体消费习惯。骏伯网络成立于2012年，主要

从事移动应用分发业务和流量营销业务。主要解决移动开发者在产品的推广运营中用

户量拓展、用户的活跃以及产品的营业收入提升三大问题，为移动互联网开发者提供

一站式的解决方案，目前公司服务国内外知名开发商逾200家。骏伯网络2016年1季

度营业收入1,759万元，净利润747万元。通过此次投资，省广将继续完善在移动营

销领域的布局，双方实现优势互补，发挥协同作用，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省广经过37年发展，已构建客户、媒介、大数据、全案服务能力等优势，且这

些能力也在通过内生+外延方式加速向数字营销升级，而通过对垂直领域积极布局，

包括对体育类、影视娱乐内容、二次元、电商、自媒体等公司的布局，可以看出公

司对营销行业变化的高度敏感性和快速反应决策能力，营销已不单纯是策划、简单

媒介投放，而是跟随消费者、消费者关注媒体、内容的变化进行深度改变，拓展营

销边界，与垂直领域深度结合，布局营销+IP内容（参股合宝娱乐、成立省广影业、



  

识别风险，发现价值                            请务必阅读末页的免责声明 

3 / 4 

省广股份|公告点评 

省广阳光、省广体验营销）、体育（参股南创奥恒、与双刃剑战略合作）、自媒体

（投资易简）、电商（参股上海凯淳）、二次元（参股漫人文化）等垂直领域，构

建营销+生态圈，实现营销连接一切，提升省广营销航母集群的竞争力，发挥全平台

的产业协同效应。 

三、市场担心营销行业成长性，但我们认为：1、营销行业总体盘子很大，接近6千

亿规模，其市场是结构化的，传统媒体衰退，但新媒体仍保持高速增长且盘子也不

小，网络广告和移动广告2015年市场规模分别为2,094亿（+36%）和901亿（+178.3%）；

2、同时数字营销行业作为汇聚流量和经营流量的基础层，向商业变现能力更强的应

用层布局，形成移动营销+游戏、O2O、影视、体育、互联网金融、医疗、电商、社

交、APP等，构建营销+生态，打开更大增长空间。 

四、维持“买入”评级。我们预测公司2016~2018年净利润分别为7.36亿、9.35亿和

11.28亿，按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总股本13.6亿股摊薄，当前股价对应16~18年EPS分

别为0.54元、0.69元和0.83元，对应16~18年PE分别为27倍、22倍和18倍。公司非

公开发行募资22.4亿于5月过会，批文有望于8月拿到，资金到位后将降低公司财务费

用压力，同时为公司外延投资和收购提供现金支持。省广投资加快，营销版图不断扩

大，涉及领域多样且年轻化、移动化、场景化，发展策略将由“内生+外延驱动”进入“模

式驱动”阶段，通过积极投资构建营销生态，后续营销+将释放更大价值和空间。 

五、风险提示：收购整合不达预期，宏观经济不景气对公司广告投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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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esearch 广发传媒行业研究小组 

杨琳琳： 首席分析师，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硕士，2012 年加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2014 年获得新财富传播与文化行业最佳分析师

第 2 名（团队）。 

沈明辉： 联系人，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硕士、广告学学士，2015 年加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Table_RatingIndus try  广发证券—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买入：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大盘 10%以上。 

持有：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相对大盘的变动幅度介于-10%～+10%。 

卖出：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大盘 10%以上。 

 
Table_RatingCompany 广发证券—公司投资评级说明 

买入：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大盘 15%以上。 

谨慎增持：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大盘 5%-15%。 

持有：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相对大盘的变动幅度介于-5%～+5%。 

卖出：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大盘 5%以上。 

 

Table_Address 联系我们 

 广州市 深圳市 北京市 上海市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9

号耀中广场 A 座 1401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6号

免税商务大厦 17 楼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

月坛大厦 18 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99号

震旦大厦 18 楼 

邮政编码 510620 518000 100045 200120 

客服邮箱 gfyf@gf.com.cn 

服务热线  

 
Table_Disclaimer 免责声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只发送给广发证券重点客户，不对外公开发布。 

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可靠，但广发证券不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报告内容

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观点不构成所涉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广发证券不对因使用本报告的内容而引致的损失承担任何责

任，除非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客户不应以本报告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本报告做出决策。 

广发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信息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反映研究人员的不同观点、见解及分析方法，并不代表广发

证券或其附属机构的立场。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研究人员于发出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且不予通告。 

本报告旨在发送给广发证券的特定客户及其它专业人士。未经广发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

登、转载和引用，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翻版、复制、刊登、转载和引用者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