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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入股 B 站， 持股比例占 B 站总股本约 8% 

微博：转发评论计数新功能上线测试，超百万均显示为 100 万+ 

国家版权局：多部门联合打击春节档院线电影盗版传播 

亚马逊加大影视布局 每年将发行 30 部新电影 

抖音上线首款小程序游戏音跃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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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隆雅图：2018 年实现营收 10.53 亿元，同比增长 28.57%；实现归母公司

净利润 9064.50 万元，同比增长 26.86% 

 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62%，文化传媒行业上涨 3.82%，行业跑

赢市场 2.20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中上游；子行业中影视动漫

上涨 3.89%，平面媒体上涨 1.80%，有线运营上涨 5.03%，营销服务上涨

4.48%，网络服务上涨 4.39%，体育健身上涨 1.84%。 

个股方面，实丰文化、人民网以及新华网本周领涨，吉比特、北京文化以及

中文传媒本周领跌。 

 投资建议 

本周文化传媒行业仍然表现活跃，行业内个股表现呈现一定程度的轮动特征。

临近年报发布期，我们在当前时点一方面继续建议关注估计较低、业绩成长

性稳健的行业白马；另一方面建议投资者关注我们一直推荐的央企/国企类上

市公司由于改革提效、具备资源优势带来的投资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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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产业（600158）。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低迷；行业重大政策变化；行业需求不达预期；国企改革进展不达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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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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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36 氪 

1.2 微博：转发评论计数新功能上线测试，超百万均显

示为 100 万+ 

微博今日称，对微博转发、评论计数显示方式的调整已上线测试。目前显示方式

为：微博转发、评论计数显示上限均为 100 万，即转发、评论实际数量超过 100

万时，相应的转发、评论数量均显示为 100 万+。 

资料来源：36 氪 

1.3 国家版权局：多部门联合打击春节档院线电影盗版

传播 

亚马逊影视工作组项目负责人 Jennifer Salke 近期在采访中表示，亚马逊计划将

每年发行 30 部电影，继续在影视方面的探索与投入。Jennifer 介绍，这些电影

包括高成本大片、艺术片和在 Prime Video 上播出的影视作品等。亚马逊非常重

视抢购那些对“对服务大有裨益”的影片，而且不希望给公众造成粗制滥造的印

象。亚马逊将尝试不同的播出时期，有的影片上映的时间将会不少于三个月，有

的电影可能会更快的在 Prime Video 上播出。不久前，亚马逊还与美国电视购物

集团 QVC 联手推出了推出了亚马逊直播（Amazon Live）业务，通过 Amazon 

Live Creator 平台，用户可以实时购买自制和品牌商家的商品。 

资料来源：Enga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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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亚马逊加大影视布局 每年将发行 30 部新电影 

从 2019 年第二季度开始，Hulu 将尝试“暂停广告”这一新的模式，只要观众点

击“暂停”，暂停页面就会显示广告。Hulu 此次将携手可口可乐与宝洁两大品

牌一同探索新的广告模式是否可行。按照 Hulu 的计划，“暂停广告”将在今年

晚些时候进行为期数月的试行，以观察观众在自主点击暂停并看到广告后的反

应。 

资料来源：36 氪 

1.5 抖音上线首款小程序游戏音跃球球 

“抖音游戏”官方账号发布了一款名为“音跃球球”的小游戏。这是去年头条小

程序上线以来，抖音发布的首款小游戏类似微信小游戏，可以在 App 内直接进

行游戏。“音跃球球”是一款音乐类跑酷小游戏，小游戏的不同关卡对应不同的

抖音神曲，玩家进入关卡后，根据音乐节拍，瞄准建筑上的白色光点，单手点击

屏幕，指挥小球踩中建筑，只要小球顺利配合歌曲节奏完成跳跃即可通关。目

前，用户可以通过“抖音游戏”账号发布视频左下角的链接进入游戏，也可以直

接搜索“音跃球球”或是在设置页面“我——小程序——音跃球球”找到这款小

游戏。 

资料来源：Do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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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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39 万达电影 1 月经营简报 
公司公告 1 月经营简报，2019 年 1 月公司实现票房 6.4 亿元、观影人次 1482.8

万人次，截止 1 月 31 日，公司拥有已开业直营影院 605 家、5357 块银幕。 

300043 星辉娱乐 2018 年业绩快报 

公司 2018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28.29 亿元、净利润 2.38 亿元，较上年同期分

别增长 2.66%、3.66%，同时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6.47 亿元，同比增长 130.34%，

公司称整体经营平稳有序、主业的纵向拓展与横向整合顺利等共致公司业绩向

上。 

002878 元隆雅图 2018 年业绩快报 

2018 年实现营收 10.53 亿元，同比增长 28.57%；实现归母公司净利润 9064.50

万元，同比增长 26.86%，实现基本 EPS 0.71 元，同比增长 20.34%。公司称自

身收入增长、合并谦玛网络导致期末应收账款和商誉增加共致公司业绩向上。 

002343 慈文传媒 
控股股东拟转让控股

权 

公司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控股股东马中骏先及其一致行动人正在与华章投

资商谈股权转让及相关事宜。华章投资拟通过协议受让股权成为慈文传媒的控

股股东。预计本次转让所涉及的股权为公司总股本的 15.05%，该等转让事项

将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华章投资是一家以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为主的大

型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公司股票自 2 月 20 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不超 5 个

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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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文化传媒行业上涨3.82%，行业跑赢市

场 2.20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中上游；子行业中影视动漫上涨

3.89%，平面媒体上涨 1.80%，有线运营上涨 5.03%，营销服务上涨 4.48%，网

络服务上涨 4.39%，体育健身上涨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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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丰文化、人民网以及新华网本周领涨，吉比特、北京文化以及中文

传媒本周领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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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丰文化 38.56 吉比特 -5.54 

人民网 26.46 北京文化 -4.75 

新华网 21.57 中文传媒 -4.03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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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建议 

本周文化传媒行业仍然表现活跃，行业内个股表现呈现一定程度的轮动特征。临

近年报发布期，我们在当前时点一方面继续建议关注估计较低、业绩成长性稳健

的行业白马；另一方面建议投资者关注我们一直推荐的央企/国企类上市公司由于

改革提效、具备资源优势带来的投资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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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产业（600158）。 

5.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低迷；行业重大政策变化；行业需求不达预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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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