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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苹果流媒体音乐服务公测版上线，可在浏览器上直接播放音乐 

腾讯今年将完成健康系统全产品覆盖，无法接入的游戏将停运下架 

字节跳动近日完成了对互动百科的的收购 

京东钼媒与 IPG 盟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广电总局研究防影视剧注水政策，拟剧集不能超 40 集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浙数文化：拟以 5720 万元收购浙江智慧网络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龙韵股份：拟以 1.92 亿元收购愚恒影业 32%股份 

 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13%，文化传媒行业上涨 3.14%，行业跑

赢市场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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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平面媒体上涨 2.25%，有线运营上涨 3.19%，营销服务上涨

2.86%，网络服务上涨 3.14%，体育健身上涨 1.48%。 

个股方面，众应互联、欢瑞世纪及蓝色光标本周领涨，*ST 印纪、当代东方

和中潜股份本周领跌。 

 投资建议 

本周文化传媒行业随大盘表现尚可，行业内部分超跌的影视个股以及官媒白

马股表现良好。我们继续建议投资者积极关注体育版块的表现机会，逻辑上

我们继续推荐三条主线：（1）游戏行业的一二线龙头公司，行业已经进入分

化整合阶段，龙头公司的竞争优势持续显现，此外云游戏的持续落地也将进

一步提升这些公司的经营天花板；（2）业绩增长稳健、纸张成本下滑利好业

绩提升的出版类龙头个股，增长稳定、现金流充沛的特点在大行业内极具竞

争力；（3）行业细分龙头，5G 的逐步落地将带动 OTT 和新媒体等领域迎来

新一轮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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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流媒体音乐服务公测版上线，可在浏览器上直

接播放音乐 

据外媒报道，苹果公司今天在网上推出了其流媒体音乐服务 Apple Music 的公开

测试版，全球所有订阅用户都可以使用该服务。这是 Apple Music 首次在网络上

正式推出。公测版 Apple Music 可以让用户直接从浏览器上流式播放音乐，而不

必安装 iTunes 或单独的 Apple Music 应用程序。 

资料来源：36 氪 

1.2 腾讯今年将完成健康系统全产品覆盖，无法接入的

游戏将停运下架 

据腾讯方面介绍，2018 年 9 月，腾讯对旗下健康系统启动升级，开启公安实名

认证，现已完成了几乎全部移动游戏的覆盖，正在逐步推进客户端游戏的接入。

在健康系统升级一周年之际，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马晓轶发布公开信介绍，腾讯

将在今年完成健康系统的全产品覆盖。马晓轶称，如果有游戏因为技术等硬性原

因无法接入健康系统的，腾讯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停运和下架。 

资料来源：36 氪 

1.3 字节跳动近日完成了对互动百科的的收购 

天眼查显示，8 月 14 日，字节跳动通过北京量子跃动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2.22%

成为互动百科最大股东；8 月 27 日，字节跳动便通过新注册公司北京互动极致

科技有限公司收购了剩余 77.78%的股份。这表明，字节跳动已经完成了对互动

百科的收购。 

资料来源：36 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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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京东钼媒与 IPG 盟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同程艺龙与腾讯视频签订战略合作，并宣布升级付费会员产品黑鲸会员，将腾讯

视频 VIP 权益引入同程艺龙黑鲸会员权益中，采用“出行+娱乐”的模式为会员

提供出行附加服务。 

资料来源：36 氪 

1.5 广电总局研究防影视剧注水政策，拟剧集不能超 40

集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研究限制影视剧集数的政策。两位影视行业高管证实，针

对目前国产剧“注水”严重的问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研究相关应对措施并

向行业征求意见。广电总局拟对剧集集数的上限做出规定，上限为 40 集。这一

规定目前仍在征求意见中。 

资料来源：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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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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633 浙数文化 

拟以 5720 万元收购浙

江智慧网络医院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公告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5,720万元收购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浙江智慧网络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金额达人民币

12,758.96 万元，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603729 龙韵股份 
拟以 1.92 亿元收购愚

恒影业 32%股份 

公司公告公司拟与福建和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股权收购协

议》，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福建和恒持有的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32%

股权，收购完成后龙韵股份持有愚恒影业 42%股权。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

交易拟按照 60,000 万元对愚恒影业 100%股权作价，上市公司收购愚恒影业

32%股权作价 19,200 万元。 

000802 北京文化 
投资《我要我们在一

起》 

公司公告公司与工夫影业（宁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

（暂定名）。公司称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8,5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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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文化传媒行业上涨3.14%，行业跑赢市

场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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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平面媒体上涨 2.25%，有线运营上涨 3.19%，营销服务上涨 2.86%，网

络服务上涨 3.14%，体育健身上涨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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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应互联、欢瑞世纪及蓝色光标本周领涨，*ST 印纪、当代东方和中

潜股份本周领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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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应互联 17.12 *ST 印记 -22.54 

欢瑞世纪 15.71 当代东方 -6.69 

蓝色光标 12.09 中潜股份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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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行业内部分超跌的影视个股以及官媒白马股

表现良好。我们继续建议投资者积极关注体育版块的表现机会，逻辑上我们继续

推荐三条主线：（1）游戏行业的一二线龙头公司，行业已经进入分化整合阶段，

龙头公司的竞争优势持续显现，此外云游戏的持续落地也将进一步提升这些公司

的经营天花板；（2）业绩增长稳健、纸张成本下滑利好业绩提升的出版类龙头个

股，增长稳定、现金流充沛的特点在大行业内极具竞争力；（3）行业细分龙头，

5G 的逐步落地将带动 OTT 和新媒体等领域迎来新一轮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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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