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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Profit] 基本状况 
上市公司数 138 
行业总市值(百万元) 1236925.7

7  行业流通市值(百万元) 897241.43  
 

行业-市场走势对比 

 
公司持有该股票比例 

 
[Table_Report] 相关报告 
<<【中泰传媒】分众传媒（002027）

点评：员工持股计划推出，看好公司长

期发展>>2019.02.15 

<<【中泰传媒】业绩预告专题报告：商

誉减值高发，超三成业绩预告现首

亏>>2019.02.11 

<<【中泰传媒】电影春节档点评：提价

抑制需求，上座率大幅下滑，《流浪地

球》表现出色>>2019.02.11 

 

[Table_Finance]  重点公司基本状况 
简称 股价 

(元) 

EPS PE PEG 评级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17 2018E 2019E 2020E 

中文传媒 13.8

9 

1.05  1.21 1.37 1.52 13.1

8 

11.50 10.14 9.13 0.75 买入 

吉比特 157.

02 

8.48  9.77 10.50 11.92 18.5

1 

16.07 14.95 13.17 2.00 买入 

完美世界 26.9

5 

1.14  1.43 1.78 2.15 23.5

5 

18.85 15.14 12.53 0.62 买入 

分众传媒 6.34 0.41  0.42 0.46 0.54 15.5

0 

15.04 13.71 11.77 1.42 买入 

视觉中国 24.4

1 

0.42  0.54 0.70 0.88 58.8

0 

44.97 34.97 27.78 1.22 增持 

山东出版 8.40 0.65  0.73 0.80 0.88 12.8

4 

11.51 10.50 9.55 1.10 买入 

备注：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中泰传媒互联网团队—周观点】本周传媒板块上涨 5.49%，跑赢沪深 300

（2.81%），跑输中小板（6.20%）与创业板（7.07%），涨幅位于全行业中

游水平。 

 本周是春节后 A 股开盘交易的第一周，市场迎来开门红。中小创反弹尤为

强劲，涨幅均超过 6%。市场情绪回暖，风险偏好提升，传媒整体在各版块

中表现中规中矩，涨幅位于全行业中游水平，但营销板块在分众传媒的带

动下表现亮眼，涨幅超过 10%。我们认为传媒板块目前处于超跌后的估值

修复阶段，且这一趋势短期有望延续，但行业整体基本面未来是否能迎来

反转，仍需跟踪观察。 

 我们本周初对传媒行业发布业绩预告的公司情况进行了详细梳理，7 成传

媒公司发布 2018 业绩预告， 2016-2018 年度业绩预告中，同比增长公司

占比从 77.1%下降到不足 30%。首亏比例从 2017 年的 1.8%大幅增加至

33.7%。资产减值频发，费用压力上升是发生业绩下滑甚至亏损的主要原

因，其中商誉减值成为公司亏损的最大原因。 2 月进入业绩快报披露期，

我们建议关注标的的核心逻辑还是以业绩稳定增长以及商誉、质押风险可

控为基础。中长期依然建议关注版号发放加速、基本面有望迎来改善的游

戏板块以及经营稳健、风险较小的出版发行板块，短期关注业绩快报超预

期个股。 

 分众传媒股价本周强势反弹，公司推出员工持股计划，看好长期发展。分

众传媒发布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参加此次员工持股计划人数不超过 100

人，其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共计 2 人，其他核心员工不超过 98

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 亿元，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

准后将通过二级市场（包括但不限于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公司回购股份

等方式购买。楼宇广告持续高景气，根据 CTR 数据显示， 2018 年广告市

场总体增速放缓，楼宇广告增速依然靓眼。电梯电视、电梯海报、影院视

频的刊例花费分别同比+23.4 %、+24.9%、+18.8%，而电视、报纸等传统

媒体则发生不同程度的下滑。虽然受经济预期趋势和公司资源扩张等因素

影响导致公司成本提升影响，短期利润增长承压，但中长期来看，行业相

对景气，作为行业的绝对龙头，公司具有良好自我造血能力，且现金流充

沛、商誉等压力较小，具有较高的长期配置价值。 

 建议关注：中文传媒（低估值手游出海龙头，IP 新作值得期待）、吉比特

（优质 CP，深耕 MMO、二次元、Roguelike 等垂直细分领域）、完美世

界（产品丰富，品类拓展，用户面扩展，影视游戏同步发展）、分众传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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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广告龙头，行业持续景气）、视觉中国（稀缺的平台型图片龙头，受益于

需求增长与技术进步）、山东出版（山东文化出版龙头，纸价、人口变化带

来业绩弹性）。 

 风险提示：1）股市系统性风险；2）内容持续盈利风险；3）行业竞争加剧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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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情：本周传媒板块上涨 5.49%，跑赢沪深 300（2.81%），跑输中小板（6.20%）

与创业板（7.07%），涨幅位于全行业中游水平。 

 本周传媒板块上涨 5.49%，跑赢沪深 300（2.81%），跑输中小板（6.20%）与创业板（7.07%），涨幅位于

全行业中游水平。 

 从传媒各个细分板块来看，本周板块均实现上涨。整合营销板块与互联网板块涨幅相对较高，分别上涨 10.32%

与 5.15%；广播电视、平面媒体、电影动画板块涨幅接近，均超过 3.3%。 

 从个股来看，新华文轩上涨 24.15%，位列第一；莱茵体育上涨 14.00%，位列第二；美盛文化上涨 7.53%，

位列第三。个股跌幅前三：暴风集团（-10.40%）、长城动漫（-9.02%）、岭南股份（-8.73%）。 

 

图表 1：传媒板块 VS 沪深 300、中小盘、创业板  图表 2：传媒子版块与沪深 300 周涨跌幅比较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3：A 股主要板块一周涨跌幅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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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A 股传媒与互联网个股一周涨跌幅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周重点公告：  

 

业绩预告 

【凯撒文化】公司 2018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2.96亿元，同比增长 16.11%。 

【捷成股份】公司 2018年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9.50亿元~11.50 亿元，同比下跌 11.58%~7.04%。 

【光线传媒】公司 2018年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2.60亿元~15.00 亿元，同比增长 54.57%~84.01%。 

【金亚科技】公司 2018年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00万元~300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中文在线】公司 2018年预计亏损 15.00亿元~18.50亿元。 

【乐视网】公司 2018年预计亏损 6.08亿元~6.13亿元。 

【慈文传媒】公司 2018年预计亏损 9.50亿元~11.00亿元。                       

 

周重点新闻： 

 

 阿里巴巴入股 B 站， 持股比例占 B 站总股本约 8%。2 月 14 日晚间，阿里巴巴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提交报告，宣布通过全资子公司淘宝中国入股 B 站近 2400 万股， 持股比例占 B 站总股本约 8%。（来

源：阿里巴巴 2019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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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游戏发布直播行为规范公告，提出 12 条直播禁令。腾讯游戏今日发布关于直播行为规范化的公告，

提出 12 条严禁出现的不良行为。腾讯方面表示，公告适用于所有基于腾讯所运营游戏组织、制作、发

布直播内容的平台、机构和主播。游戏内容与游戏直播内容存在天然的版权关联，作为直播行业及其衍

生领域的内容提供者，腾讯承担其游戏内容合规运营责任的同时，也有责任推动基于腾讯游戏画面的直

播内容和授权的规范化。（来源：36kr20190214） 

 

 严查春节院线电影盗版，微信封 130 个侵权公众号。2 月 4 日至 2 月 11 日，微信对公众平台上未经授

权、非法传播版权保护预警重点作品的行为进行了处理，包括《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新喜剧之

王》《飞驰人生》等院线电影的盗版内容。微信共收到影片权利方及其代理方的投诉达 631 个，处罚了

近 130 个严重侵权的公众号，处罚措施包括删除昵称、清除自定义菜单或自动回复功能、注销帐号等。

（来源：36kr20190213） 

 

 漫威与 Hulu 达成合作，联手制作五部动画剧集及特辑。Hulu 与漫威昨日公布了四部成人向原创动画剧

集及一部《犯罪者联盟》（ The Offenders）联动特辑的制作计划，与 2013 年起 Netflix 为漫威制作的四

部独立剧集及《捍卫者联盟》（The Defenders）联动剧集类似。（来源：界面 20190212） 

 

 LinkedIn推出视频直播，主打企业发布财报会议等。据外媒最新报道，微软旗下的白领社交网络LinkedIn

日前也进入了视频直播的市场。直播服务的品牌“LinkedIn Live”将通过“仅邀请”方式推出，在最初

的测试阶段主要针对美国用户。未来服务范围将会不断扩大。在开始阶段，该公司希望视频直播能够支

持会议对外直播、公司公告、财报电话会议和其他类似活动的用户。（来源：腾讯科技 20190212） 

 

 

 周票房数据。第 5 周（2019.02.04-2019.02.10）：第 5 周总票房 58.57 亿，环比上涨 1042.70%，其中《流浪地

球》以 20.16 亿票房排名第一，总观影人次 4236.2 万。 

 

图表 5：2018-2019 周度票房统计 

 

来源：猫眼，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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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上映电影情况：3 月即将上映的影片有 26 部。 

 

 

来源：猫眼电影，中泰证券研究所 

 

 电视剧、综艺收视率、网络点击量。上周根据酷云数据显示，湖南卫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排名收视率前

三，市占率分别为 5.86%、3.03%、2.76%。电视剧网络播放量排名来看，《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鬼吹

灯之怒睛湘西》、《小女花不弃》排名前三，综艺网络播放量排名前三的分别为《歌手 2019》、《青春有你》、

《国家宝藏第二季》。 

  

电影名称 题材 上映时间 是否进口

驯龙高手3 喜剧、动画、冒险、奇幻 3月1日 是

绿皮书 剧情、喜剧、传记 3月1日 是

逆罪 恐怖、惊悚 3月1日 否

夏目友人帐 剧情、奇幻 3月7日 是

惊奇队长 动作、冒险、科幻 3月8日 是

营救汪星人 喜剧、动作、悬疑 3月8日 否

凌晨两点半2 恐怖、惊悚、悬疑 3月8日 否

在乎你 剧情 3月8日 否

过春天 剧情、冒险 3月8日 否

我们的爱情 剧情、爱情 3月8日 否

似水流年 剧情 3月8日 否

娱乐追击 剧情、喜剧、爱情 3月8日 否

带我回家 剧情 3月8日 否

血战敖伦布拉格 剧情、爱情、动作、西部 3月8日 否

醒来之爱的呼唤 爱情 3月8日 否

那树繁花 剧情 3月12日 否

未来的你 爱情、奇幻 3月14日 否

今世未了缘 爱情 3月14日 否

阳台上 动作、冒险、科幻 3月15日 是

江海渔童之巨龟奇缘 动画 3月15日 否

少女宿舍 惊悚、悬疑 3月15日 否

舞台 剧情 3月15日 否

318公路 剧情 3月18日 否

小石头下乡记 剧情 3月21日 否

夜伴歌声 剧情、爱情、惊悚 3月22日 否

人间喜剧 剧情、喜剧 3月29日 否

图表 6：3 月即将上映电影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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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省级卫视周收视率排名 

 

来源：酷云数据、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8：6 周网络电视剧播放量排名  图表 9：6 周网络综艺播放量排名 

 

 

 

来源：艺恩、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艺恩、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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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S 免费榜及畅销榜排名。免费榜中,Kunpo 旗下的《消灭病毒-数字消除飞机大战》占据下载榜首，手游《绝

地求生：刺激战场》排名第二，《宫廷秘传-小宫女逆袭紫禁城》排名第三。畅销榜中《王者荣耀》、《梦幻西

游》和《Fate/Grand Order》位列第一、第二和第三名。 

 

图表 10：IOS 免费榜排名  图表 11：IOS 畅销榜排名 

 

 

 

来源：Appannie，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Appannie，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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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

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

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

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重要声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基于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

客观和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但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

任何保证，且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可能会随时调整。本公司对

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本报告所载的

资料、工具、意见、信息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

建议，本公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

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

负任何责任。 

 

投资者应注意，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

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种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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