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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情回顾： 

昨日上证综指下跌 1.18%、深证成指下跌 1.44%、中小板指下跌

1.41%、创业板指下跌 1.38%。申万传媒指数下跌 1.45%，跑输上证

综指、深证成指、中小板指、创业板指，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排

名第 19。个股方面，传媒板块昨日涨幅前三的是新华文轩（10.00%）、

长城动漫（9.91%）、*ST 富控（5.08%）；昨日跌幅前三的是*ST 巴

士（-4.62%）、印记传媒（-4.39%）、慈文传媒（-4.01%）。 

 行业动态数据： 

电影：昨日电影市场单日票房 7298.77 万元，其中，由美国派拉蒙

影业出品的大黄蜂凭借 24%的排片率贡献 24%的单日票房，领跑电

影市场。 

电视剧：昨日，全国卫视晚间收视率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知否知否应

是绿肥红瘦（湖南卫视）1.49%、桃花劫（江西卫视）0.67%、天衣

无缝（江苏卫视）0.59%。 

手游：昨日，iOS 畅销榜中，问道（吉比特）排名第 23，新诛仙（完

美世界）排名第 36，三国群英传-霸王之业（星辉娱乐）排名第 37。 

 行业热点信息： 

宝通科技发布 2018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26,520.71 万

元-30,940.83 万元，同比增长 20%-40%。 

宋城演艺发布 2018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22,775.39

万元-138,789.57 万元，同比增长 15%-30%。 

 投资建议： 

据新华社报道，关于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的工作第一阶段，即自

查阶段已经宣告结束。截至 2018 年底，国家税务总局自查申报税款

117.47 亿元，入库 115.53 亿元。根据国税总局的通知，整个规范影

视行业税收秩序的工作预计将持续到今年 7 月。1-2 月为督促纠正

阶段，3-6 月为重点检查阶段，7 月为总结完善阶段。报道称，此次

规范工作有利于完善税收监管体制，对于影视行业未来可持续发展

具备积极意义。近期，随着游戏版号审批再开，未来游戏行业景气

度有望回升，关注研发、运营能力强的龙头公司；春节贺岁档上映

电影数量丰富，品质良好，票房有望再创新高，关注头部院线公司

及优质电影内容供应商。 

 

 风险提示：监管进一步趋严、行业竞争加剧、商誉减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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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 

昨日上证综指下跌 1.18%、深证成指下跌 1.44%、中小板指下跌

1.41%、创业板指下跌 1.38%。 

图 1 昨日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申万传媒指数下跌 1.45%，跑输上证综指、深证成指、中小板指、

创业板指，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19。 

图 2 昨日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个股方面，传媒板块昨日涨幅前三的是新华文轩（10.00%）、长

城动漫（9.91%）、*ST 富控（5.08%）；昨日跌幅前三的是*ST 巴士

（-4.62%）、印记传媒（-4.39%）、慈文传媒（-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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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媒行业涨跌幅前 10 

涨幅前 10 跌幅前 10 

简称 代码 
收盘价 涨跌幅 成交额 

简称 代码 
收盘价 涨跌幅 成交额 

（元） （%） （万元） （元） （%） （万元） 

新华文轩 601811.SH 10.89 10.00  9011.62  *ST巴士 002188.SZ 3.51 -4.62  2006.92  

长城动漫 000835.SZ 4.88 9.91  11244.56  印纪传媒 002143.SZ 3.27 -4.39  13339.56  

*ST富控 600634.SH 3.1 5.08  3389.69  慈文传媒 002343.SZ 8.37 -4.01  25451.20  

新经典 603096.SH 61.15 3.19  3944.55  勤上股份 002638.SZ 2.65 -3.99  5751.95  

凯撒文化 002425.SZ 6.02 2.91  9066.80  上海钢联 300226.SZ 48 -3.88  18949.65  

紫光学大 000526.SZ 19.65 2.83  4164.72  华闻传媒 000793.SZ 3.23 -3.87  12034.65  

欢瑞世纪 000892.SZ 4.84 2.76  2593.68  中文在线 300364.SZ 4.95 -3.70  6293.06  

新华传媒 600825.SH 5.84 1.92  41325.90  科达股份 600986.SH 4.26 -3.62  11790.67  

出版传媒 601999.SH 5.47 1.86  1453.01  佳云科技 300242.SZ 4.07 -3.55  3278.88  

中南传媒 601098.SH 12.72 1.68  6684.62  天龙集团 300063.SZ 3.37 -3.44  2965.12  

资料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二、 行业动态数据 

电影：昨日电影市场单日票房 7298.77 万元，其中，由美国派拉蒙影

业出品的大黄蜂凭借 24%的排片率贡献 24%的单日票房，领跑电影市

场。腾讯影业参与影片的全球投资及中国区联合营销，中影参与影片

发行。 

图 3 昨日电影票房 Top5（万元） 图 4 昨日电影票房占比（外圈）及排片占比（内圈）  

  

数据来源：中国电影票房 App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电影票房 App  上海证券研究所 

 

电视剧：昨日，全国卫视晚间收视率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知否知否应是

绿肥红瘦（湖南卫视）1.49%、桃花劫（江西卫视）0.67%、天衣无缝

（江苏卫视）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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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昨日 CSM 全国网电视剧晚间收视率（%） 

 

数据来源：新浪微博“卫视这些事儿” 、上海证券研究所 

手游：昨日，iOS 畅销榜中，问道（吉比特）排名第 23，新诛仙（完

美世界）排名第 36，三国群英传-霸王之业（星辉娱乐）排名第 37。 

表 2 中国区手游排行榜（A 股上市公司部分） 

iOS 游戏畅销榜排名 

游戏 关联上市公司 排名 排名变动 

问道 吉比特 23 ↑3 

新诛仙 完美世界 36 ↑3 

三国群英传-霸王之业 星辉娱乐 37 ↑10 

斗罗大陆 三七互娱 38 ↑2 

一刀传世 三七互娱 47 ↓1 

奇迹:觉醒 掌趣科技 59 / 

征途 2 巨人网络 60 ↑3 

征途 巨人网络 61 ↑5 

球球大作战 巨人网络 65 ↓3 

三十六计 游族网络 67 ↑19 

资料来源：Appannie  上海证券研究所 

 

三、 公司重点公告 

表 3 公司重点公告 

公司名 代码 事件 内容 

华媒控股 000607 发行债券 
公司发行 2019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 19华媒 SCP001，期限 270

天，发行总额 2.5亿元，发行利率 3.9%。 

智度股份 000676 委托理财 

公司拟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预计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总额度不超过 12亿元，投资期

限不超过 12个月，公司及子公司在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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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花不弃/浙江卫视 

幕后之王/北京卫视 

擒狼/四川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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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天鸿 300654 减持预案 

公司于近日收到多名公司股东、高管分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等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89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

过 0.6419%。 

鹿港文化 601599 
差额补足担

保 

公司控股孙公司向日葵影视与芜湖长德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签署了《债

权转让协议》，将其因向北京电视台销售电视剧《美好生活》播映权而持

有的对北京电视台应收款债权转让给芜湖长德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公

司为该催收账款累计金额不足 3,920万元部分提供差额补足。 

天舟文化 300148 董监高变更 

经公司董事长肖志鸿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决定聘任

喻宇汉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助理兼董事会秘书职务。公司董事长肖志鸿先

生不再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宋城演艺 300144 业绩预告 
公司发布 2018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22,775.39万元–

138,789.57万元，同比增长 15%-30%。 

卧龙地产 600173 业绩预告 

公司发布 2018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 56,000万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将增加约 24,500万元，同比增加 78%左右。业绩增长主要是因为：

1、公司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毛利率同比上升，预计房地产业务的净利

润增加 101.60%左右；2、君海网络业务规模扩大，预计游戏业务 2018年实

现净利润约 20,000万元增加 34.89%左右，归母净利润约 10,000万元，增

加 136.51%左右；3、公司出售君海网络 2%股权，君海网络将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对君海网络剩余股权（49%股权）需按公允价值重新计

量，根据目前情况进行初步测算，预计在当年确认投资收益约 10,700万元。 

宝通科技 300031 业绩预告 

公司发布 2018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26,520.71万元

-30,940.83万元，同比增长 20%-40%。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广州易幻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进一步扩大移动网络游戏全球发行、营运业务市场规模，

发行的《삼국지 M》（三国群英传）、《CMM Champions Manager Mobasaka》

（豪门足球）、《九州天空城》、《食之契约》、《武林外传》等多个爆

款游戏为公司业绩增长提供支撑。同时，2018年四季度发布了 S级产品《我

叫 MT4》、《万王之王》等产品，为 2019年业绩稳步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上海证券研究所 

 

四、行业热点信息   

1. 新东方 19 财年 Q2 财报：净收入 5.97 亿美元，净亏损约 2600 万

美元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公布 2019 财年第二季度财务业绩：净收入

逾 5.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8%；运营亏损约为 2900 万美元（去年

同期约 1300 万）。其中，归母净亏损约 2600 万美元，去年同期净利

润约400万美元；归母非GAAP净利润约2300万美元，同比增长69.2%。

（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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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猫眼娱乐推迟港股上市日期，小米将投资 260 万美元 

腾讯和美团支持的中国最大电影票务应用猫眼娱乐将其在香港

的挂牌交易日期推迟至 1 月 23 日至 1 月 28 日，此前猫眼娱乐预计将

在 1 月 21 日至 24 日之间上市。与此同时，该公司将把新股发行截止

日期从最初的 1 月 24 日延长至“1 月 25 日或大约 1 月 25 日”，此后

将停止接受国际机构投资者的订单。同时，公司引入三家新的基石投

资者，分别是 HylinkInvestment（华扬联众全资子公司）、Prestige of The 

Sun 以及 Green Better（小米集团全资拥有的间接控股子公司），认购

金额分别为 500 万美元、440 万美元及 260 万美元，至此基石投资者

总数达到五家，总投资将达到 3000 万美元。此前猫眼娱乐已经锁定

IMAX Hong Kong 以及 Welight Capital（微光创投）为基石投资者，

认购金额分别为 1500 万美元及 300 万美元。猫眼娱乐计划发行

1.32377 亿股，筹资 27 亿港元(3.5 亿美元)，发行价为每股 14.8 港元

至 20.4 港元。（Techweb） 

五、投资建议 

据新华社报道，关于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的工作第一阶段，即

自查阶段已经宣告结束。截至 2018 年底，国家税务总局自查申报税

款 117.47 亿元，入库 115.53 亿元。根据国税总局的通知，整个规范

影视行业税收秩序的工作预计将持续到今年 7 月。1-2 月为督促纠正

阶段，3-6 月为重点检查阶段，7 月为总结完善阶段。报道称，此次

规范工作有利于完善税收监管体制，对于影视行业未来可持续发展具

备积极意义。近期，随着游戏版号审批再开，未来游戏行业景气度有

望回升，关注研发、运营能力强的龙头公司；春节贺岁档上映电影数

量丰富，品质良好，票房有望再创新高，关注头部院线公司及优质电

影内容供应商。 

六、风险提示 

监管进一步趋严、行业竞争加剧、商誉减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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