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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2021 年全球 8 款手游收入超 10 亿美元，中国游戏公司狂揽前三 

《上海市盲盒经营活动合规指引》发布 

国家广电总局开展短视频专项治理取得实效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华数传媒：2021 年业绩预告 

 投资建议 

本周文化传媒行业表现降温，行业内元宇宙概念个股继续呈现出轮动的特征，

此前涨幅过高的个股出现回调行情。本周我们继续建议关注元宇宙题材对行

业低位个股的带动作用，国内互联网龙头公司在元宇宙布局持续推进，部分

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扶植行业发展，因此题材的利好在持续释放中，

建议投资者关注业绩增长稳定+持续受益的相关公司；此外我们继续建议关注

冬奥会召开所利好的相关公司。综上我们维持传媒行业 “看好”的投资评级，

推荐分众传媒（002027）、蓝色光标（300058）、盛天网络（300494）、

昆仑万维（300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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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鹅事件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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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Contactor]  

[Table_IndInvest] 子行业评级 

广告营销 看好 

传统媒体 中性 

互联网媒体 看好 

文化娱乐 中性 
 

[Table_StkSuggest] 重点品种推荐 

分众传媒 增持 

蓝色光标 增持 

盛天网络 增持 

昆仑万维 增持 

中体产业 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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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1.1 2021年全球 8款手游收入超 10亿美元，中国游戏公

司狂揽前三 

1 月 12 日消息，数据分析平台 SensorTower 于 1 月 11 日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

2021 年全球手游市场（包括 AppStore 和 GooglePlay 双渠道）内购收入将达 896

亿美元，其中超过 10 亿美元的游戏有 8 款，排名前三的均出自中国游戏公司，

分别为腾讯旗下的《PUBGmobile》（合并《和平精英》收入）、《王者荣耀》和

米哈游旗下的《原神》。 

资料来源：钛媒体 

1.2《上海市盲盒经营活动合规指引》发布 

据上海市场监管消息，《上海市盲盒经营活动合规指引》发布。其中提到，盲盒

内商品实际价值应与其售卖价格基本相当，单个盲盒的售价一般不超过 200元；

要求盲盒经营者不得开展涉金融类营销，不得有介入二级市场的做市行为，不得

开展天价炒作、过度营销、饥饿营销；要求盲盒经营者不得向 8 周岁以下的未成

年人销售盲盒。 

资料来源：36 氪 

1.3 国家广电总局开展短视频专项治理取得实效 

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2021年 10月以来，按照

中央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精神，持续督导抖音、快手等 10 多家用户规模

大、应用软件使用频率高的短视频平台，开展为期 2 个月的短视频节目和账号专

项治理工作，持续清理违规账号 38.39 万个，违规短视频节目 102.40 万条。一

大批“伪正能量”节目、借“网红儿童”牟利账号等内容得到清理，违规传播未

经引进境外视听节目的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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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56 华数传媒 2021 年业绩预告 

公司发布 2021 年业绩预告：预计 21 年营业收入达 84.47 亿元，同比增长

11.48%，净利润达 9.40 亿元，同比下降 1.21%，归母净利润达 9.20 亿元，同

比增长 9.02%，归母扣非净利润达 7.34 亿元，同比增长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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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下跌 1.8%，文化传媒行业下跌 2.58%，行业跑输市

场 0.78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30 个一级行业中下游；子行业中媒体下跌 2.17%，

广告营销下跌 0.76%，文化娱乐下跌 2.04%，互联网媒体下跌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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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隆雅图、引力传媒和湖北广电本周领涨，芒果超媒、星辉娱乐和昆

仑万维本周领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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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隆雅图 40.92 芒果超媒 -18.10 

引力传媒 39.72 星辉娱乐 -12.63 

湖北广电 26.27 昆仑万维 -12.28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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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建议 

本周文化传媒行业表现降温，行业内元宇宙概念个股继续呈现出轮动的特征，此

前涨幅过高的个股出现回调行情。本周我们继续建议关注元宇宙题材对行业低位

个股的带动作用，国内互联网龙头公司在元宇宙布局持续推进，部分地方政府陆

续出台相关政策扶植行业发展，因此题材的利好在持续释放中，建议投资者关注

业绩增长稳定+持续受益的相关公司；此外我们继续建议关注冬奥会召开所利好

的相关公司。综上我们维持传媒行业  “看好”的投资评级，推荐分众传媒

（002027）、蓝色光标（300058）、盛天网络（300494）、昆仑万维（3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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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天鹅事件持续影响。 



                                      传媒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声明                                                           8 of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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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