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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Info] [Table_Title] 
巴士在线（002188）  

—赞助《中国新歌声》播出三十期特别节目 

 投资评级 买入 评级调整 首次推荐 收盘价 34.51 元 

 

[Table_Summary] 事件： 

7 月 19 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与《中

国新歌声》签订合作意向确认函的补充公告。补充内容如下： 

1、 LIVE 直播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士

科技”)所拥有的直播平台。由巴士科技与星空华文国际传媒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星空华文”)签订合作意向确认函,巴士科技成为“中国新

歌声”节目赞助商。 

2、 星空华文为上海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文化”)的全

资子公司。灿星文化拥有“中国新歌声”版权，并授权星空华文代表

灿星文化对外进行赞助、广告等谈判事宜。 

3、 星空华文与浙江卫视签署关于在“中国新歌声”节目中投放 LIVE 直

播的口播及压屏条广告的合同。 

4、 巴士科技与星空华文签署第五网络战队合作协议，第五战队的选拔通

过唯一的官方合作直播平台 LIVE 直播来进行，最终会有一名学员在

总决赛领取特别奖项。 

5、 LIVE 直播平台将播出三十期特别节目。“中国新歌声”学员与其他嘉

宾将在节目中与网友互动，每期节目约两个小时。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结论： 

 第一季新歌声开播后，首期收视率达 1.91%，市占率超 32%。再次证明

了新歌声的影响力，而公司的补充公告注明了更多的权益除了第五战队的

独家直播权以外，还有 30 期嘉宾与学员在平台上的互动，并与 live 直播

平台用户互动，每期两小时。由于直播平台各家竞争激烈，内容同质化，

我们认为巴士在线旗下的 Live 平台与《中国新歌声》这样在中国第一音

乐类现象级综艺节目合作后，或会给公司的 LIVE 平台打造品牌的认知度，

并会给 LIVE 平台带来大量的流量与用户。 

《中国新歌声》是由浙江卫视联合星空传媒旗下灿星制作打造的大型励志

专业音乐评论节目，原名《中国好声音》源于荷兰的《The Voice of 

Holland》，是中国音乐类节目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非常成功的现象级综艺

节目，2012 年在中国播出后大受欢迎，无论是口碑、模式都是非常优质。

而节目也已成为一个综艺品牌在中国街知巷闻，改名后即将开播第一季，

今年节目不再引用版权，采用全新原创模式。 

节目的形式是有四位导师盲选后与挑选的学院组成战队，并与他们导师团

队进行 PK，由于这种赛制的设置，以及各战队之间的 PK 赛都让节目具

有可看性，其收视率一般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前四季都是同期收视率的

冠军节目，一般维持在 4-5%的收视率水平，而总决赛在第四季达到 6.2% 

 

风险：尚未正式签约，合作推进过程中面临问题 

 

 

 

 
 

[Table_BaseInfo]  
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1 日 

 
主要数据 

52 周最高/最低价(元) 49.20/11.20 

上证指数/深圳成指 3009.53/10379.65 

50 日均成交额(百万元) 111.18 

市净率(倍) 5.18 

股息率  

 基础数据 

流通股(百万股) 156.00 

总股本(百万股) 299.59 

流通市值(百万元) 5383.56 

总市值(百万元) 10338.68 

每股净资产(元) 6.67 

净资产负债率 11.70% 

 股东信息 

大股东名称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20.03% 

国元持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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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报告 

《国元证券公司研究-巴士在线（002188）-成

《中国新歌声》独家直播合作伙伴》，2016-7-15 

 

 

联系方式 

研究员： 孔蓉 

执业证书编号： S0020512050001 

电  话： 

 

021-51097188-1872 

电  邮： kongrong@gyzq.com.cn 

研究员：  执业证书编号：  电  话： 

 

 电  邮：  地  址： 中国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18 号安

徽国际金融中心 A 座国元证券 

（230000） 
 

证券研究报告—2016 年公司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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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7 月 19 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与《中

国新歌声》签订合作意向确认函的补充公告。补充内容如下： 

1、 LIVE 直播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士

科技”)所拥有的直播平台。由巴士科技与星空华文国际传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星空华文”)签订合作意向确认函,巴士科技成为“中国新歌声”

节目赞助商。 

2、 星空华文为上海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文化”)的全

资子公司。灿星文化拥有“中国新歌声”版权，并授权星空华文代表灿星

文化对外进行赞助、广告等谈判事宜。 

3、 星空华文与浙江卫视签署关于在“中国新歌声”节目中投放 LIVE 直

播的口播及压屏条广告的合同。 

4、 巴士科技与星空华文签署第五网络战队合作协议，第五战队的选拔通

过唯一的官方合作直播平台 LIVE 直播来进行，最终会有一名学员在总决

赛领取特别奖项。 

5、 LIVE 直播平台将播出三十期特别节目。“中国新歌声”学员与其他嘉

宾将在节目中与网友互动，每期节目约两个小时。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点评： 

第一季新歌声开播后，首期收视率达 1.91%，市占率超 32%。再次证明

了新歌声的影响力，而公司的补充公告注明了更多的权益除了第五战队的

独家直播权以外，还有 30 期嘉宾与学员在平台上的互动，并与 live 直播

平台用户互动，每期两小时。由于直播平台各家竞争激烈，内容同质化，

我们认为巴士在线旗下的 Live 平台与《中国新歌声》这样在中国第一音

乐类现象级综艺节目合作后，或会给公司的 LIVE 平台打造品牌的认知度，

并会给 LIVE 平台带来大量的流量与用户。 

 

《中国新歌声》是由浙江卫视联合星空传媒旗下灿星制作打造的大型励志

专业音乐评论节目，原名《中国好声音》源于荷兰的《The Voice of 

Holland》，是中国音乐类节目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非常成功的现象级综艺

节目，2012 年在中国播出后大受欢迎，无论是口碑、模式都是非常优质。

而节目也已成为一个综艺品牌在中国街知巷闻，即将开播第五季，今年节

目不再引用版权，采用全新原创模式。 

节目的形式是有四位导师盲选后与挑选的学院组成战队，并与他们导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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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进行 PK，由于这种赛制的设置，以及各战队之间的 PK 赛都让节目具

有可看性，其收视率一般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前四季都是同期收视率的

冠军节目，一般维持在 4-5%的收视率水平，而总决赛在第四节达到 6.2%。

 

来源：酷云 eye，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CSM 媒介研究，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4 

 

 

 

 播出时间 主要嘉宾 梦想导师 前三甲 

中国好声音 1 2012．7．13 

2012．9．30 

刘欢、那英、庾

澄庆、杨坤 

三宝、汪峰、王

治平、李玟 

梁博 

吴莫愁  吉克隽

逸  

中国好声音 2 2013．7．12 

2013．10．7 

庾澄庆、那英、

张惠妹、汪峰 

吴青峰、王力

宏、贾轶男、陈

嘉桦 

李琦  

张恒远  萱萱 

中国好声音 3 2014．7．18 

2014．10．7 

那英、汪峰、杨

坤、齐秦 

张信哲、郑钧、

萧敬腾、莫文蔚 

张碧晨   帕尔

哈提   余枫 

中国好声音 4 2015．7．17 

2015．10．7 

周杰伦、 庾澄

庆、那英、汪峰 

张惠妹、林俊

杰、李健、邓紫

棋 

张磊    陈梓童 

谭轩辕 

中国好声音 5 2016．7．15 周杰伦、汪峰、

那英、庾澄庆 

  

资料来源：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风险：尚未正式签约，合作推进过程中面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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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投资评级体系： 

 
(1) 公司评级定义 

二级市场评级  

买入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优于上证指数 20%以上 

增持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优于上证指数 5-20%之间 

持有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介于上证指数±5%之间 

卖出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劣于上证指数 5%以上 

 

 

分析师声明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

具本报告。本人承诺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本报告清晰准确

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并通过合理判断得出结论，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影响。特此声明。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Z23834000），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以下业务资质：证券经

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

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是指取得监管部门颁发的相关资格的机构及其咨询人员为证券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券投资的相关信

息、分析、预测或建议，并直接或间接收取服务费用的活动。 

 

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指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

市场走势或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并向客户发布

的行为。 

 

一般性声明 

本报告仅供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

户。若国元证券以外的金融机构或任何第三方机构发送本报告，则由该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

本报告不构成国元证券向发送本报告的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机构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国元证券及其员工亦不为上述

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机构之客户因使用本报告或报告载述的内容引起的直接或连带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信息，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

分析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投资建议或要

约邀请。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

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

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免责条款： 

本报告是为特定客户和其他专业人士提供的参考资料。文中所有内容均代表个人观点。本公司力求报告内容的准确可

靠，但并不对报告内容及所引用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承诺和保证。本公司不会承担因使用本报告而产生的

法律责任。本报告版权归国元证券所有，未经授权不得复印、转发或向特定读者群以外的人士传阅，如需引用或转载

本报告，务必与本公司研究中心联系。  网址:www.gyzq.com.cn 

(2) 行业评级定义 

推荐 行业基本面向好，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将跑赢

上证指数 10%以上 

中性 行业基本面稳定，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与上证

指数持平在正负 10%以内 

回避 行业基本面向淡，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将跑输

上证指数 1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