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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优酷宣布关闭前台播放量显示，推出热度指数 

抖音成央视春晚独家社交媒体传播平台 

猫眼寻求通过 IPO 融资达 3.45 亿美元 

淘宝直播淘 Live 与湖南卫视、东方卫视综艺节目达成合作 

影视业纳税自查自纠阶段结束，自查税款达 117.47 亿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宝通科技：公司 2018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2.65-3.09 亿元，同比增长 20%-40% 

世纪天鸿：公司部分董监高拟减持公司股份 

电广传媒：公司 2018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0.7-1.05 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40%，文化传媒行业下跌 1.55%，行业跑

输市场 1.95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末尾；子行业中影视动漫下

跌 2.38%，平面媒体上涨 0.96%，有线运营下跌 2.33%，营销服务下跌 3.05%，

网络服务下跌 0.91%，体育健身下跌 1.39%。 

个股方面，新华文轩、长城动漫以及新华传媒本周领涨，众应互联、暴风集

团以及新经典本周领跌。 

 投资建议 

本周文化传媒行业表现相对低迷，大部分个股跟随创业板表现不甚理想。策

略上我们继续看好短期内行业的表现机会，影视业纳税自查自纠阶段性结束

对影视行业部分白马形成利好，游戏版号第三批发放也显示传媒行业整体的

政策边际改善效应仍在持续。我们建议短期可以继续关注贺岁档下热门电影

和院线领域的投资机会，特别是热门制片发行方和低估的院线个股；还建议

关注手游与国企改革两大题材的中线投资机会。综上我们维持文化传媒行业

“中性”的投资评级，推荐光线传媒（300251）、中南传媒（601098）、中

国电影（600977）、芒果超媒（300413）。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低迷；行业重大政策变化；国企改革进展不达预期。 

 
 

行

业

研

究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行

业

周

报 

[Table_Author] 证券分析师 

姚磊 

  

bhzqyao@sina.cn 
 

[Table_Contactor]  

[Table_IndInvest] 子行业评级 

影视动漫 中性 

平面媒体 中性 

网络服务 中性 

有线运营 中性 

营销服务 中性 

体育健身 中性 
 

[Table_StkSuggest] 重点品种推荐 

光线传媒 增持 

中南传媒 增持 

中国电影 增持 

芒果超媒 增持 
 

[Table_IndQuotePic] 最近一季度行业相对走势 

  

[Table_Doc] 相关研究报告 

 
 



                                      文化传媒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2 of 11 

 
 

目  录 
1.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 4 

1.1 优酷宣布关闭前台播放量显示，推出热度指数 ............................................................................................. 4 

1.2 抖音成央视春晚独家社交媒体传播平台 ......................................................................................................... 4 

1.3 猫眼寻求通过 IPO 融资达 3.45 亿美元 ........................................................................................................... 4 

1.4 淘宝直播淘 Live 与湖南卫视、东方卫视综艺节目达成合作........................................................................ 4 

1.5 影视业纳税自查自纠阶段结束，自查税款达 117.47 亿 ................................................................................ 5 

2.A 股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 6 

3.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 7 

4.投资建议 ....................................................................................................................................................................... 8 

5.风险提示 ....................................................................................................................................................................... 8 

 



                                      文化传媒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3 of 11 

 

图 目 录 

图 1：行业指数周涨跌幅排行 ............................................................................................................................... 7 

 

表 目 录 

表 1：A股上市公司重要公告汇总 ........................................................................................................................ 6 

表 2：文化传媒行业内个股涨跌幅 ....................................................................................................................... 7 

 



                                      文化传媒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4 of 11 

 

1.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1.1 优酷宣布关闭前台播放量显示，推出热度指数 

1 月 18 日消息，优酷发表题为“破除喧嚣、回归本心”的声明，宣布即日起关

闭前台播放量。声明称，“收视率、播放量并不能全面反映影视节目的社会价

值，一部文艺作品的影响力和导向意义，更不能以这样一个简单的指标来衡

量。”关闭前台播放量显示后，优酷平台上以热度指数代替原有的播放量指标。

此外为了保证数据的客观公平，优酷还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修正非正常观看行

为可能造成的误差。 

资料来源：36 氪 

1.2 抖音成央视春晚独家社交媒体传播平台 

1 月 18 日下午，中央电视台与抖音短视频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抖音将成

为 2019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独家社交媒体传播平台，会上公布了

2019 年央视春晚“幸福又一年”的新媒体行动，抖音将同央视春晚在短视频宣

发及社交互动等领域展开合作。 

资料来源：36 氪 

1.3 猫眼寻求通过 IPO 融资达 3.45 亿美元 

猫眼娱乐正在寻求在香港 IPO 中募集高达 3.45 亿美元的资金。根据彭博获得的

交易条款，该公司拟以 14.80-20.40 港元发行 1.324 亿股股票。文件显示，微光

创投和 IMAX 中国的关联公司同意购买合计 1800 万美元的股票，成为基石投资

者；猫眼将从周五到 1 月 24 日接受投资者申购。该公司的股票预计将于 1 月 31

日开始挂牌交易。 

资料来源：彭博 

1.4 淘宝直播淘 Live 与湖南卫视、东方卫视综艺节目达

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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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直播淘 Live 发布 2019 年全新内容升级计划。湖南卫视《中餐厅》、《爸爸

去哪儿》，东方卫视《美好生活家》、《旅途的花样》等超级 IP 与淘 Live 达成

合作。淘宝直播淘 Live 表示，未来还将通过站内短视频预告、直播内容爆发、

主题短视频沉淀等方式，为品牌和商家赋能。 

资料来源：36 氪 

1.5 影视业纳税自查自纠阶段结束，自查税款达 117.47

亿 

从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了解到，按照中宣部等五部门

有关通知要求，自2018年 10月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以来，影视行业

纳税人认真开展了自查自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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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自查自纠阶段已经结束，转入督促纠正阶

段。 

资料来源：新华社 

 

 

 

 

 

 

 

 

 



                                      文化传媒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6 of 11 

 

2.A 股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表 1：A股上市公司重要公告汇总 

代码 公司名称 公告类型 主要内容 

600373 中文传媒 
公司股东转让 581.4

万股 

公司公告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厦门枫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

一致行动人于 1 月 17 日转让公司股份 581.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2%），

受让方为智明星通技术总监舒圣林、周雨以及首席运营官王安妮。 

300654 世纪天鸿 
公司部分董监高拟减

持公司股份 

公司公告称，公司部分董监高因个人资金需求，拟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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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0.6419%。 

300031 宝通科技 

2018 年业绩预告，实

现归母净利润

2.65-3.09 亿元，同比

增长 20%-40% 

公司公告 2018 年业绩预告，2018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盈利

26520.71 万元~30940.83 万元，同比上升 20%~40%。公司称业绩向上原因为：

（1）公司稳步推进全球化发展战略，专注游戏上下游产业链发展，逐步打造

研运一体竞争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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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爆款游戏为业绩增长提

供支持；（2）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绝对金额小于 800 万元，对本期的利

润影响不大。 

000917 电广传媒 

2018 年业绩预告，实

现归母净利润

0.7-1.05 亿元，同比扭

亏为盈 

公司公告 2018 年业绩预告，2018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7,000 万元-10,500 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 46428.88 万元，实现基本 EPS 0.049-0.074 元，上年同期亏损 0.33

元。公司称公司收入规模增长与有线网络业务较上年同期减亏和子公司股权转

让贡献较大投资收益共致公司业绩扭亏为盈。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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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300指数上涨 0.40%，文化传媒行业下跌1.55%，行业跑输市

场 1.95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末尾；子行业中影视动漫下跌

2.38%，平面媒体上涨 0.96%，有线运营下跌 2.33%，营销服务下跌 3.05%，网

络服务下跌 0.91%，体育健身下跌 1.39%。 

图 1：行业指数周涨跌幅排行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个股方面，新华文轩、长城动漫以及新华传媒本周领涨，众应互联、暴风集团以

及新经典本周领跌。 

表 2：文化传媒行业内个股涨跌幅 

涨跌幅前三名 周涨跌幅（%） 涨跌幅后三名 周涨跌幅（%） 

新华文轩 18.15 众应互联 -11.21       

长城动漫 11.94 暴风集团 -9.45 

新华传媒 11.58 新经典 -7.52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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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建议 

本周文化传媒行业表现相对低迷，大部分个股跟随创业板表现不甚理想。策略上

我们继续看好短期内行业的表现机会，影视业纳税自查自纠阶段性结束对影视行

业部分白马形成利好，游戏版号第三批发放也显示传媒行业整体的政策边际改善

效应仍在持续。我们建议短期可以继续关注贺岁档下热门电影和院线领域的投资

机会，特别是热门制片发行方和低估的院线个股；还建议关注手游与国企改革两

大题材的中线投资机会。综上我们维持文化传媒行业“中性”的投资评级，推荐

光线传媒（300251）、中南传媒（601098）、中国电影（600977）、芒果超媒

（300413）。 

5.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低迷；行业重大政策变化；国企改革进展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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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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