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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数字阅读市场稳步增长，大众阅读成为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2018 年中国数字阅读产业整体规模 254.5 亿元，同比增长 19.6%，依然稳
步增长。其中包含网络文学、出版物电子化、有声作品等在内的大众阅读
市场规模为 233.3 亿元，占比约 92%，以互联网期刊、电子文献、数据库
等内容为主的专业阅读市场 21.2 亿元，占比约 8%。
数字阅读用户规模稳步攀升，付费意愿大幅提升。2018 年中国大众阅读用
户规模 4.3 亿人，同比增长 14.4%，专业阅读活跃用户规模 1417 万人，同
比增长 6.7%。同时，数字阅读用户的电子书付费意愿持续提升，2018 年数
字阅读用户的付费意愿为 66.4%，较 2017 年上升 2.6 个百分点。其中 68.7%
的数字阅读用户意愿付费区间在 20 元以上，而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各年龄段
用户的实际付费金额均高于其意愿金额。
从数字阅读形式上来看，有声听书和手机动漫快速崛起。根据 QM 的数据，
2018 年有声听书月人均使用次数 93.6 次，同比+39.0%，月人均使用时间
408 分钟，同比+36.5%；手机动漫月人均使用次数 70.8 次，同比+55.4%，
月人均使用时长 219 分钟，同比+23.5%。
我们认为未来数字阅读行业竞争格局的看点主要在于渠道拓展下的存量博
弈和泛娱乐 IP 衍生运营，以及把握 Z 世代用户的消费习惯：
存量博弈：TOP3 内容生产平台的作品占比 70%，但其数字阅读 APP 用户时
长占比仅为 30%。用户对于数字阅读 APP 的选择倾向于资源丰富度、阅读体
验和应用付费。我们认为在移动互联网下沉趋势下数字阅读存量市场中的
渠道竞争会更加激烈，占有渠道优势的平台会更加受益。
增量衍生：网络文学平台的增量衍生主要依靠优质 IP 的运营，开发形式包
括影视、游戏、动漫等衍生品。泛娱乐行业增长空间巨大，对于优质网文
IP 需求不断提升，2020 年中国泛娱乐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8029 亿元，未来
三年年均增速 14%。通过优质网文 IP 改编的电视剧、电影和游戏在市场上
均展现了非常良好的表现，我们认为数字阅读公司对于优质 IP 的泛娱乐化
运营将会成为除了阅读之外另一个业绩增长点。
放眼未来：移动互联网用户中 Z 世代逐渐崛起，其对于二次元的需求日益
增长，且愿意为自己的兴趣爱好付费。我们认为 Z 世代将成为国内二次元
行业发展的主要消费群体，国内拥有二次元创作能力的网文平台有望最为
受益。
投资策略：重点推荐阅文集团、平治信息，建议关注掌阅科技、中文在线。
平治信息：（1）公司通过微信、微博、手机预装等渠道高效分发自身的优
质文学内容，并通过 CPS 的模式不断巩固渠道优势；
（2）移动互联网三四
线下沉，数字阅读在三四线城市付费用户占比高于一二线城市，公司产品
与三四线用户契合度较高；
（3）公司收购深圳兆能，进军智慧家庭占领未
来流量入口，进一步增厚公司业绩。我们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实现归母
净利润为 2.17、2.98、3.37 亿元。
风险提示：宏观政策变化风险、行业竞争加剧风险、IP 运营开发风险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20379627/36139/20190417 10:13

行业深度研究

内容目录
数字阅读行业稳定发展，现实类题材更受青睐 ................................................... - 3 2018 年中国数字阅读市场同比增长 19.6% ................................................... - 3 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及付费意愿均稳步提升 ................................................... - 3 阅读渠道更加多样化，现实类数字阅读作品更受青睐 ................................. - 4 移动互联网下沉，渠道类平台优势凸显 .............................................................. - 5 移动互联网向三四线下沉，各大平台抢占渠道优势 .................................... - 5 有声听书和手机动漫快速崛起，关注 Z 世代阅读趋势 ................................. - 7 投资策略：重点推荐平治信息，关注阅文集团、掌阅科技 ................................. - 9 风险提示 ............................................................................................................ - 10 宏观政策变化风险 ..................................................................................... - 10 行业竞争加剧风险 ..................................................................................... - 10 IP 运营开发风险 ........................................................................................ - 10 -

图表目录
图表 1：2016-2018 中国数字阅读市场规模........................................................ - 3 图表 2：2016-2018 中国大众阅读用户规模........................................................ - 4 图表 3：2016-2018 中国专业阅读用户规模........................................................ - 4 图表 4：2016-2018 数字阅读用户付费意愿 ........................................................ - 4 图表 5：各年龄段数字阅读用户实际付费金额 .................................................... - 4 图表 6：数字阅读作品最受用户欢迎题材 ........................................................... - 5 图表 7：数字阅读渠道全场景化 .......................................................................... - 5 图表 8：数字阅读男性、女性用户付费比例对比 ................................................ - 6 图表 9：数字阅读各线城市付费比例对比 ........................................................... - 6 图表 10：2018Q3 中国移动互联网人群规模（亿人）.......................................... - 6 图表 11：2018Q3 中国移动互联网人群时长占比 ................................................. - 6 图表 12：数字阅读典型 APP 月活用户规模 ....................................................... - 7 图表 13：2018 年数字阅读细分行业月人均使用次数 ......................................... - 8 图表 14：2018 年数字阅读细分行业月人均使用时长 ......................................... - 8 图表 15：手机动漫 APP 不同年龄用户规模（万） ............................................ - 8 图表 16：2013-2020E 动漫行业市场规模预测（亿） ........................................ - 8 图表 17：Z 世代线上消费意愿较高 ..................................................................... - 8 图表 18：Z 世代线上消费占比分布 ..................................................................... - 8 图表 19：数字阅读行业相关公司估值表 ............................................................. - 9 -

-220379627/36139/20190417 10:1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行业深度研究

数字阅读行业稳定发展，现实类题材更受青睐
2018 年中国数字阅读市场同比增长 19.6%




4 月 12 日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在杭州开幕，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
《2018 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从市场、内容、用户、趋势等多个维度
系统梳理 2018 年中国数字阅读产业发展现状、用户行为习惯及未来发
展趋势。
2018 年中国数字阅读市场稳步增长，大众阅读成为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2018 年中国数字阅读产业整体规模 254.5 亿元，同比增长 19.6%，依然
稳步增长。其中包含网络文学、出版物电子化、有声作品等在内的大众
阅读市场规模为 233.3 亿元，占比约 92%，以互联网期刊、电子文献、
数据库等内容为主的专业阅读市场 21.2 亿元，占比约 8%。

图表 1：2016-2018 中国数字阅读市场规模

来源：2018 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及付费意愿均稳步提升




数字阅读用户规模稳步攀升。2018 年中国大众阅读用户（网络文学、出
版物电子化、有声作品等）规模 4.3 亿人，同比增长 14.4%，专业阅读
活跃用户（互联网期刊、电子文献、数据库等）规模 1417 万人，同比增
长 6.7%。
数字阅读用户的电子书付费意愿大幅提升。2018 年数字阅读用户的付费
意愿为 66.4%，较 2017 年上升 2.6 个百分点。其中 68.7%的数字阅读用
户意愿付费区间在 20 元以上，而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各年龄段用户的实际
付费金额均高于其意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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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016-2018 中国大众阅读用户规模

图表 3：2016-2018 中国专业阅读用户规模

来源：2018 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2018 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4：2016-2018 数字阅读用户付费意愿

图表 5：各年龄段数字阅读用户实际付费金额

来源：2018 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2018 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阅读渠道更加多样化，现实类数字阅读作品更受青睐




数字阅读作品中反映现实、贴近生活的作品更受用户欢迎，IP 衍生来看
腰部作品需求量最大。出版物数字化作品中最受用户欢迎的题材为现实
主义、经济管理和运动健身；网络原创作品中最受用户欢迎的题材为都
市生活和职场商战。目前国内具有 IP 化潜力的作者约为 1000+人，其中
市场价值在 300-500 万左右的 IP 需求量最大。
数字阅读渠道更加多样化，来满足用户的阅读需求。随着移动互联网的
不断普及，用户的阅读时间不断碎片化，数字阅读的渠道也更加多样化，
从网页到手机，再到未来的可穿戴设备和智能家居，全场景的数字阅读
生态圈来满足用户的阅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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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数字阅读作品最受用户欢迎题材

图表 7：数字阅读渠道全场景化

来源：2018 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2018 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移动互联网下沉，渠道类平台优势凸显
移动互联网向三四线下沉，各大平台抢占渠道优势




数字阅读平台的变现能力取决于该平台获取用户的广度和深度，即月活
用户和使用时长。用户的使用时长主要取决于平台优质资源的丰富度以
及作品题材与用户的契合程度，目前数字阅读用户中男性占比 62%，付
费用户也是男性较多，占比 58.5%，从题材上来看，都市题材是最受欢
迎的，此外男性更加偏好武侠和军事题材，女性更加偏好言情和悬疑灵
异题材。月活用户数量主要来自平台流量和渠道的铺设，一方面通过软
件端的导流，比如阅文、书旗、百度阅读通过自身腾讯、阿里和百度的
生态圈来导流，另一方面通过硬件或者手机预装来导流，比如掌阅的
iReader 和在 VIVO 和华为的预装，阅文在 OPPO 的预装，平治信息在 VIVO
上的预装。掌阅 2018 年 12 月份月活用户 7277 万，同比增长 21.7%，QQ
阅读 2018 年 12 月份月活用户 3971 万，同比增长 11.0%。此外，知识付
费类 APP 瞄准用户的内心焦虑针对性输出，月活用户获得了快速增长。
喜马拉雅 2018 年 12 月份月活用户 6671 万，同比增长 20.8%，知乎 2018
年 12 月份月活用户 3949 万，同比增长 60.1%。
我们认为在当前移动互联网下沉趋势下数字阅读存量市场中的渠道竞
争会更加激烈，占有渠道优势的平台会更加受益。QuestMobile 数据显
示，2018 年 Q3 三四线移动互联网用户为 2.04 亿人，同比上升 45.6%，
使用时长占比 20.7%，同比上升 3.2 个百分点，并且数字阅读在三四线
城市用户的付费占比大于一二线用户。所以在互联下沉趋势下有限布局
三四线渠道的平台会更加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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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数字阅读男性、女性用户付费比例对比

图表 9：数字阅读各线城市付费比例对比

来源：QuestMobile、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QuestMobile、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10：2018Q3 中国移动互联网人群规模（亿人）

图表 11：2018Q3 中国移动互联网人群时长占比

来源：QuestMobile、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QuestMobile、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中坚力量（80 后）、都市青年（一二线城市 90 后）、小镇青年（三四
线及以下 90 后）
、Z 世代（95 后）、银发老人（50 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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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数字阅读典型 APP 月活用户规模

来源：QuestMobile、中泰证券研究所

有声听书和手机动漫快速崛起，关注 Z 世代阅读趋势






从数字阅读形式上来看，有声听书和手机动漫快速崛起。根据 QM 的数
据，2018 年有声听书月人均使用次数 93.6 次，同比+39.0%，月人均使
用时间 408 分钟，同比+36.5%；手机动漫月人均使用次数 70.8 次，同比
+55.4%，月人均使用时长 219 分钟，同比+23.5%。
我们认为当前数字阅读形式更加多样化。有声听书减轻了用户的视力疲
劳，而且更加便捷，可以充分利用通勤等碎片化时间。手机动漫的主要
受众是 Z 世代（95 后）人群，根据 QuestMobile 数据统计，2018 年手机
动漫 APP 的 9120 万用户中 Z 世代用户为 5234 万，占比高达 57%，同比
增加 31%。并且与传统网民相比，Z 世代网民在线上消费的意愿更高，并
且近七成的 Z 世代线上消费占比超过 40%。
Z 世代将成为二次元动漫的消费主力，看好国产原创动漫 IP 发展趋势。
根据 Frost&Sullivan 的预测，2020 年中国动漫行业规模有望达到 2188
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速 11.47%。并且腾讯在《00 后研究报告》中提到
00 后在消费态度上认为国产品牌并不比国外品牌差，并且愿意为自己的
兴趣付费。所以我们认为未来三年 Z 世代将成为国内动漫行业发展的主
要消费群体，而作为国内 IP 孵化的来源的原创网文平台在内容端最为受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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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2018 年数字阅读细分行业月人均使用次数

图表 14：2018 年数字阅读细分行业月人均使用时长

来源：QuestMobile、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QuestMobile、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15：手机动漫 APP 不同年龄用户规模（万）

图表 16：2013-2020E 动漫行业市场规模预测（亿）

来源：QuestMobile、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Frost&Sullivan、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17：Z 世代线上消费意愿较高

图表 18：Z 世代线上消费占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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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QuestMobile、中泰证券研究所

投资策略：重点推荐平治信息，关注阅文集团、掌阅科技











我们认为当前数字阅读行业进入稳定发展期，未来数字阅读行业竞争格
局的看点主要在于渠道拓展下的存量博弈和泛娱乐 IP 衍生运营，以及
把握 Z 世代用户的消费习惯：
存量博弈：TOP3 内容生产平台的作品占比 70%，但其数字阅读 APP 用户
时长占比仅为 30%。用户对于数字阅读 APP 的选择倾向于资源丰富度、
阅读体验和应用付费。我们认为在移动互联网下沉趋势下数字阅读存量
市场中的渠道竞争会更加激烈，占有渠道优势的平台会更加受益。
增量衍生：网络文学平台的增量衍生主要依靠优质 IP 的运营，开发形式
包括影视、游戏、动漫等衍生品。泛娱乐行业增长空间巨大，对于优质
网文 IP 需求不断提升，2020 年中国泛娱乐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8029 亿元，
未来三年年均增速 14%。通过优质网文 IP 改编的电视剧、电影和游戏在
市场上均展现了非常良好的表现，我们认为数字阅读公司对于优质 IP
的泛娱乐化运营将会成为除了阅读之外另一个业绩增长点。
放眼未来：移动互联网用户中 Z 世代逐渐崛起，其对于二次元的需求日
益增长，且愿意为自己的兴趣爱好付费。我们认为 Z 世代将成为国内二
次元行业发展的主要消费群体，国内拥有二次元创作能力的网文平台有
望最为受益。
投资策略上我们重点推荐平治信息，建议关注阅文集团、掌阅科技。
平治信息：
（1）公司通过微信、微博、手机预装等渠道高效分发自身的
优质文学内容，并通过 CPS 的模式不断巩固渠道优势；
（2）移动互联网
三四线下沉，数字阅读在三四线城市付费用户占比高于一二线城市，公
司产品与三四线用户契合度较高；
（3）公司收购深圳兆能，进军智慧家
庭占领未来流量入口，进一步增厚公司业绩。我们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2.17、2.98、3.37 亿元。

图表 19：数字阅读行业相关公司估值表
公司
平治信息
阅文集团
掌阅科技
行业平均

股价
(元)
53.85
37.65
21.91

归母净利润（百万元）
2017
2018E
2019E
97.91
217.00
304.00
556.13
910.64
1,317.75
123.71
142.50
169.00

2017
0.81
0.72
0.33

EPS
2018E
1.81
1.00
0.36

2019E
2.54
1.29
0.42

2017
66.48
52.29
66.39

PE
2018E
29.75
37.65
61.65

2019E
21.20
29.22
51.99

61.72

43.02

34.14

来源：公司公告、Wind 盈利一致预测、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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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宏观政策变化风险
行业竞争加剧风险
IP 运营开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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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股票评级

行业评级

评级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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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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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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