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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字节跳动 12.6 亿获虎扑体育 30%股权 

腾讯吃鸡手游 5 月收入约 10 亿元，同比增加 24 倍 

微软宣布下一代 Xbox 主机 Project Scarlett 

阅文集团与传音控股达成战略合作，进入非洲市场 

字节跳动成立自研游戏团队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万达电影：19 年 1-5 月累计票房 42.6 亿元，同比下降 2.78%，累计观影人

次 9,048.8 万人次，同比下降 12.9% 

电魂网络：公司协议授权腾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代理发行和运营移动游

戏产品《我的侠客》的专有权利 

 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57%，文化传媒行业上涨 1.51%，行业跑

输市场 1.06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中后部；子行业中影视动漫

上涨 2.06%，平面媒体上涨 1.46%，有线运营下跌 0.96%，营销服务上涨

1.64%，网络服务上涨 2.46%，体育健身上涨 2.46%。 

个股方面，宣亚国际、腾信股份以及华闻传媒本周领涨，金逸影视、天威视

讯和广电网络本周领跌。 

 投资建议 

本周文化传媒行业随大盘表现有所活跃，部分超跌个股表现出轮动的行情，

但整体活跃度仍然相对较低。我们认为目前市场投资主线已经转换为价值驱

动特征，部分子行业估值中枢具备一定的提升空间，因此继续推荐三条主线：

（1）行业内细分领域的业绩成长性稳健的行业白马，部分公司已经具备了较

高的估值优势；（2）行业存在阶段性反转的游戏行业，二季度是游戏行业的

投放期，去年同期低基数使今年存在业绩增长优势；（3）5G 逐步落地中长

期利好的广电行业相关个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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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政策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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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节跳动 12.6 亿获虎扑体育 30%股权 

虎扑官方表示，公司获 Pre-IPO 轮 12.6 亿元融资，投资方是字节跳动，这是虎

扑自2004年成立以来获得的最大一笔融资。本轮融资交易完成后，字节跳动（通

过量子科技和闻学科技）最终持股 30%，为虎扑第二大股东。而以程杭为首的公

司管理层持股比例虽有所稀释（合计控股比例为 35.322%），仍然是公司的最大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资料来源：新浪科技 

1.2 腾讯吃鸡手游 5 月收入约 10 亿元，同比增加 24 倍 

据第三方研究机构 Sensor Tower 统计，腾讯出品吃鸡手游《绝地求生》与《和

平精英》，在 2019 年 5 月收入总和为 1.46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0 亿元，相比

去年同期的 570 万美元，增长约 24.6 倍。其中，《和平精英》占总收入的 48%

（约 7000 万美元），海外运营的《绝地求生》占 7600 万美元，该统计还不包括

中国地区的安卓手机市场的收入。 

资料来源：36 氪 

1.3 微软宣布下一代 Xbox 主机 Project Scarlett 

微软宣布了下一代Xbox主机Project Scarlett。这款新主机将采用AMD最新Zen 

2 和 RadeonRDNA 架构、高带宽 GDDR6 内存和全新开发的下一代固态硬盘。

据微软表示，新主机性能将比目前的 Xbox One X 提升四倍，支持 120fps，8K

分辨率和光线追踪技术。将于明年圣诞假期发售。 

资料来源：36 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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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阅文集团与传音控股达成战略合作，进入非洲市场 

阅文集团今日宣布与传音控股达成战略合作，将共同开拓及发展非洲在线阅读市

场。 根据 IDC 统计数据，2018 年传音旗下各品牌手机在非洲的市场总份额排名

第一。非洲平台将首先推出阅文现有的近三万部英文作品，并将陆续上线其他当

地语言版本以及本地原创的内容。此外，在线阅读 App 将预装在传音于非洲销

售的全品牌手机上。 

资料来源：36 氪 

1.5 字节跳动成立自研游戏团队 

据“晚点 LatePost”消息，字节跳动成立了一个百人团队，开始了以自研游戏

为主的 Oasis 项目（绿洲计划）。字节跳动方面向腾讯《一线》回应称不予置评。 

与此前该公司开展的小游戏和休闲游戏不同，报道称“绿洲计划”主要针对的是

重度游戏的开发。这项计划由严授所带领的战略与投资部门负责。据悉，该项目

已在 5 月启动 9 个提案进行 demo 开发。 

资料来源：智通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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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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经营简报 

公司公告 2019 年 5 月经营简报，2019 年 5 月，公司实现票房 6.9 亿元，观影

人次 1,418.6 万人次。1-5 月累计票房 42.6 亿元，同比下降 2.78%，累计观影

人次 9,048.8 万人次，同比下降 12.9%。截止 2019 年 5 月，公司拥有已开业直

营影院 612 家，5,418 块银幕。。 

603258 电魂网络 

公司与腾讯签署《我

的侠客》独家代理协

议 

公司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签署了《<我的侠客>移动游戏 腾讯独

家代理协议》。协议授权腾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代理发行和运营移动游戏

产品《我的侠客 》的专有权利，并由腾讯提供移动游戏产品运营系统、服务

器、与运营商及用户的接口、系统维护、和部分客户服务等，公司提供游戏内

容及运行的软件技术支持，双方进行合作，并依据合作收益进行收入分成。 

600158 中体产业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2019 全面健身项目合

同 

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参与<

国家体育总局 2019 年全民健身赛事活动运营机构遴选项目>的议案》，同意授

权经营层签署项目合同，合同金额 6500 万元，执行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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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文化传媒行业上涨1.51%，行业跑输市

场 1.06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中后部；子行业中影视动漫上涨

2.06%，平面媒体上涨 1.46%，有线运营下跌 0.96%，营销服务上涨 1.64%，网

络服务上涨 2.46%，体育健身上涨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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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亚国际、腾信股份以及华闻传媒本周领涨，金逸影视、天威视讯和

广电网络本周领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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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亚国际 16.76 金逸影视 -20.38 

腾信股份 16.01 天威视讯 -11.57 

华闻传媒 12.24 广电网络 -10.74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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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建议 

本周文化传媒行业随大盘表现有所活跃，部分超跌个股表现出轮动的行情，但整

体活跃度仍然相对较低。我们认为目前市场投资主线已经转换为价值驱动特征，

部分子行业估值中枢具备一定的提升空间，因此继续推荐三条主线：（1）行业内

细分领域的业绩成长性稳健的行业白马，部分公司已经具备了较高的估值优势；

（2）行业存在阶段性反转的游戏行业，二季度是游戏行业的投放期，去年同期

低基数使今年存在业绩增长优势；（3）5G 逐步落地中长期利好的广电行业相关

个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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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