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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腾讯力促应用商店改变分成模式，寻求获得更高比例的游戏收入 

国内第一款青少年搜索引擎“花漾搜索”发布 

快手游戏直播移动端日活超 3500 万，推出“百万游戏创作者扶持计划” 

蜻蜓 FM 超级会员数达千万级，与优酷视频合作推 99 元联合会员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加快推进广电网络有线无线交互发展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幸福蓝海： 2019H1 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0-1000 万元，同比下降

88.42%-100% 

粤传媒：2019H1 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6100-8000 万元，同比增长

52.70%-100.26% 

 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47%，文化传媒行业上涨 2.33%，行业跑

赢市场 1.86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第五位；子行业中影视动漫

下跌 0.33%，平面媒体上涨 2.59%，有线运营上涨 2.03%，营销服务上涨

3.26%，网络服务上涨 3.26%，体育健身上涨 3.64%。 

个股方面，信隆健康、冰川网络及中潜股份本周领涨，游族网络、北京文化

和贵人鸟本周领跌。 

 投资建议 

本周文化传媒行业随大盘表现有所活跃，行业内部分业绩预增个股涨幅居前。

进入中报预披露期，我们认为投资者需要关注个股业绩表现，规避中报业绩

不达预期的板块及相关个股。逻辑上我们推荐两条主线：（1）游戏行业的一

二线龙头公司，二季度是游戏行业的投放期，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利好龙头

业绩释放；（2）下游渠道端用户持续增长、平台经营优化所利好的互联网视

频版块。综上我们维持文化传媒行业“中性”的投资评级，推荐中国出版

（601949）、中南传媒（601098）、中国电影（600977）、中体产业（600158）、

芒果超媒（3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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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力促应用商店改变分成模式，寻求获得更高比

例的游戏收入 

腾讯正力促中国主要智能手机厂商和应用商店改变，拟将自己通过这些平台销售

游戏的收入分成提高，以在其业务放缓之际加大努力提振利润。知情人士称，腾

讯寻求分得游戏销售收入中的至多 70%，而目前只有 50%。知情人士称，不同

平台之间的谈判有所差异，腾讯可能不会对每个应用商店运营商要求同等的分

成。 

资料来源：36 氪 

1.2 国内第一款青少年搜索引擎“花漾搜索”发布 

国内第一款专为青少年定制的搜索引擎——“花漾搜索”App 今天正式发布。它

可以阻断暴力、色情、赌博等不良信息。该搜索引擎是由新华社中国搜索打造

的，作为国内首个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筛选屏蔽涉及青少年不良信息的 App，“花

漾搜索”App 还搭载了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技术研发的“主流算法”，适应分

众化、差异化传播格局。 

资料来源：36 氪 

1.3 快手游戏直播移动端日活超 3500 万，推出“百万游

戏创作者扶持计划” 

近日，快手推出“百万游戏创作者扶持计划”，强化对中腰部和尾部游戏创作者

的专业化管理和扶持。据快手方面介绍，目前，快手站内游戏直播移动端日活跃

用户破 3500 万，游戏视频用户日活达 5600 万。2019 年上半年，快手站内游戏

相关内容的发布数达到 5 亿+，点赞数 100 亿+，作品评论数 15 亿+，内容分享

数 1.2 亿+。 

资料来源：36 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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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蜻蜓 FM 超级会员数达千万级，与优酷视频合作推

99 元联合会员 

蜻蜓 FM 今日联合优酷视频共同推出联合会员暑期大促，原价 426 元的双平台会

员年卡，联合销售后为 238 元，而在 7 月 15 日至 7 月 17 日的联合会员暑期大

促中，价格为 99 元。此外，截至 2019 年 7 月，蜻蜓 FM 超级会员数已达千万

级，除优酷外，联合会员的合作方还包括芒果 TV、Wehotel 铂涛会等，与保利

影院、大地影院的联合会员也即将上线。 

资料来源：36 氪 

1.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加快推进广电网络有线无线交

互发展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张宏森与中国广电及 19 家省网公司负责人座谈

研讨。张宏森强调，围绕广电获颁 5G 牌照这样一个战略历史性机遇和广播电视

发展中遇到的难题、热点和瓶颈性问题，把握“全国一网”整合和广电 5G 发展

机遇，加快推进广电网络有线无线交互发展。 

资料来源：36 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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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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528 幸福蓝海 半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公告 2019 年半年业绩预告，2019 年 H1 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0 万元~1000

万元，与去年同期下降 88.42%~100%。 

603258 电魂网络 半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公告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报告期内公司归母净利润将增加 2,500

万元～3,000 万元，同比增加 48.26%-67.56%。公告称业绩预增主要原因为主

营业务影响，新增经营业绩和充值流水收入。 

300651 金陵体育 半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公告 2019 年半年业绩预告，2019 年 H1 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1480 万元

~1600 万元，与去年同期上升 9.86%~18.77%。 

300654 世纪天鸿 半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公告 2019 年半年业绩预告，2019 年 H1 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726.87 万元

~835.90 万元，同比增加 0%~15%。 

002858 力盛赛车 半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公告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340 万元～

490 万元，同比增长 57.73%～127.31%。公司称业绩发生大幅变动主要原因为

公司先后完成收购活动，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对公司整体业绩产生积极影

响。 

300315 掌趣科技 半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公告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15,000 万

元～26,000 万元，同比下降 31.64%～60.56%。公告称业绩变动主要为公司自

研重点游戏产品上线时间全部推迟所致。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

的影响金额预计为-1,000 万元～5,000 万元。 

300052 中青宝 半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公告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1,925.63 万

元～2,750.87 万元，同比下降 0%～30%。公告称业绩变动主要原因为为成本

费用短期增加较多，同时财务费用增加给报告期利润带来影响。报告期内预计

非经常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800 万元。 

002181 粤传媒 半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公告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6,100 万元～

8,000 万元，同比增长 52.70%～100.26%。公告称业绩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折

旧同比减少及人工成本、材料成本下降。 

002558 巨人网络 变更重组方案 

巨人网络公司公告撤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同时为加速交

易进度、提高交易效率，公司决定变更对以色列高科技公司 Playtika 的重组方

案，将交易的支付方式由发行股份变更为现金收购。公司决定对重组方案进行

调整，由收购标的公司 100%A 类普通股变更为收购标的公司 Alpha 回购交易

完成后 42.30%的 A 类普通股。本次交易标的公司 Alpha 的预估值区间为 405

亿元至 42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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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文化传媒行业上涨2.33%，行业跑赢市

场 1.86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第五位；子行业中影视动漫下跌

0.33%，平面媒体上涨 2.59%，有线运营上涨 2.03%，营销服务上涨 3.26%，网

络服务上涨 3.26%，体育健身上涨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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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隆健康、冰川网络及中潜股份本周领涨，游族网络、北京文化和贵

人鸟本周领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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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隆健康 32.00 游族网络 -8.51 

冰川网络 18.25 北京文化 -6.31 

中潜股份 16.53 贵人鸟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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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内部分业绩预增个股涨幅居前。进

入中报预披露期，我们认为投资者需要关注个股业绩表现，规避中报业绩不达预

期的板块及相关个股。逻辑上我们推荐两条主线：（1）游戏行业的一二线龙头公

司，二季度是游戏行业的投放期，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利好龙头业绩释放；（2）

下游渠道端用户持续增长、平台经营优化所利好的互联网视频版块。综上我们维

持文化传媒行业“中性”的投资评级，推荐中国出版（601949）、中南传媒

（601098）、中国电影（600977）、中体产业（600158）、芒果超媒（3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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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