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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Table_Summary] [Table_Summary] [Table_Summary] ⚫ 自 7 月 22 日以来，新闻出版总署已连续 4 个月未发布游戏版号。

截至目前，2021 年游戏版号累计发放数量仅为 755 个，为 2020

年全年版号发放的 54%，为 2019 年全年版本发放的 48%。2018

年以来，游戏版号成为调控游戏监管节奏和数量的重要工具，连

续 4 年总量不断减少。本次版号停发过程中，新游戏送审流程仍

在继续，不排除版号恢复发放后短时期内每次发放数量提升的可

能，2022 年版号发放数量有机会止跌。“防沉迷”整治提升审核

难度，监管标准影响了新游上线、营销活动的节奏。在行业适应

的前期，新的监管标准对部分产品的按时上线、活动节奏产生影

响，将影响相关企业的流水预期。长远来看，游戏强监管对中国

游戏行业正面影响为主，符合国游研发精品化、运营长线化、出

海扩大化的趋势。版号总量控制提升游企立项的谨慎程度，“防沉

迷”与内容审核更有利于避免游戏产品的低龄化和粗制滥造。总

量控制下行业多余产能也能更有效率地向海外市场输送。 

⚫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防控；必选消费价格；国内监管政策；海外

互联网市场政策。 

 

⚫ 市场表现回顾：中信传媒指数全周涨跌幅-1.40%，跑输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在 30 个中信一级行业中位列第 28 位。从

细分行业来看，上周其他文化娱乐板块表现最佳，中信三级指数

涨跌幅 0.35%，影视、出版板块表现次之。 

 

⚫ 行业要闻：工信部下发三份“十四五”行业发展规划，针对大数

据产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设置

目标。|人社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共同发布了互联

网营销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带货主播将成正式工种。|微信官方

发布关于《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更新说明称，点对点聊

天场景中将可直接访问外部链接。|腾讯推出了一款短视频社交

APP——doX（多克斯）。|韩国电影时隔 6 年再度登陆中国内地院

线。|苹果 AppStore 公布了全球年度精选 App 和游戏名单。|《原

神》成为 Play Station Partner Awards 2021 大奖三款游戏之一。

|2021 年 11 月全国票房 18.71 亿，共有 6 部影片月票房破亿。另

外，长津湖票房超过 57 亿，超过战狼 2 成中国影史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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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核心观点  

自 7 月 22 日以来，新闻出版总署已连续 4 个月未发布游戏版号。截至目前，2021

年游戏版号累计发放数量仅为 755个，为 2020年全年版号发放的 54%，为 2019年全年

版本发放的 48%。 

“总量调控”是国内游戏监管的长期要求。2018年教育部、卫健委、国家新闻出版

总署等八部门印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要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

网运营产品数量。2018年以来，游戏版号成为调控游戏监管节奏和数量的重要工具，连

续 4年总量不断减少。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版号停发过程中，新游戏送审流程仍在继续，

不排除版号恢复发放后短时期内每次发放数量提升的可能，2022 年版号发放数量有机

会止跌。 

“防沉迷”整治提升审核难度，监管标准影响了新游上线、营销活动的节奏。2021

年 8月 30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游戏的通知》。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提出游戏企业是防沉迷工作的主体，并将进一步

加强监督巡查，开展专项集中整治。“防沉迷”整治对内容审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游戏

内容的价值观、历史观、文化性有了判断和评分的标准，监管难度提升，审批节奏放慢。

在行业适应的前期，新的监管标准对部分产品的按时上线、活动节奏产生影响，将影响

相关企业的流水预期。 

长远来看，游戏强监管对中国游戏行业正面影响为主，符合国游研发精品化、运营

长线化、出海扩大化的趋势。版号总量控制提升游企立项的谨慎程度，“防沉迷”与内容

审核更有利于避免游戏产品的低龄化和粗制滥造。总量控制下行业多余产能也能更有效

率地向海外市场输送。 

国内游戏行业的精品内容产出能力和海外发行能力均在稳步提升，自研能力成为行

业核心竞争力，以 XR、区块链、UGC 和云计算能力为基础的元宇宙远景越来越清晰，当

前自研能力突出的游戏龙头估值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推荐关注完美世界、吉比特、心动

公司。四季度电商消费高峰有望激活营销板块。疫情前后，新消费品牌的崛起和扩张明

显利好广告营销市场，叠加线上线下各类产品面临的流量稀缺困境，碎片化、效果向广

告是主流趋势，让广告营销细分龙头业绩增速可期。推荐关注生活圈营销龙头分众传媒、

广告公关龙头蓝色光标和 KOL营销龙头天下秀。行业产能收缩和内容供需矛盾利好龙头

内容产出企业，推荐关注华策影视和芒果超媒。 

2 市场表现回顾  

2.1 板块整体表现 

中信传媒指数全周涨跌幅-1.40%，跑输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在 30 个中

信一级行业中位列第 28 位。2021 年初以来，中信传媒指数涨跌幅为-8.69%，跑输上证

综指、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在 30 个中信一级行业中位列第 25 位。 



 
行业简评报告  证券研究报告 

 

 

 请务必仔细阅读本报告最后部分的重要法律声明                               2 

图 1 中信一级行业指数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2.2 细分行业表现 

从细分行业来看，上周其他文化娱乐板块表现最佳，中信三级指数涨跌幅 0.35%，

影视、出版板块表现次之。年初以来，表现最佳的板块是互联网广告营销，出版、广播

电视表现次之。 

图 2 上周中信传媒三级行业指数涨跌幅（%）  图 3 年初至今中信传媒三级行业指数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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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个股表现 

表 1 上周中信传媒板块涨跌幅前 10 位与后 10 位 

前 10 位 后 10 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 

300766.SZ 每日互动 21.13 000681.SZ 视觉中国 -14.14 

002464.SZ 众应互联 19.92 300052.SZ 中青宝 -12.45 

000835.SZ *ST 长动 19.44 002095.SZ 生意宝 -12.01 

300518.SZ 盛讯达 13.48 600373.SH 中文传媒 -11.03 

002445.SZ *ST 中南 12.04 002699.SZ 美盛文化 -10.92 

002113.SZ *ST 天润 8.75 002995.SZ 天地在线 -10.81 

600633.SH 浙数文化 8.51 300770.SZ 新媒股份 -9.12 

300038.SZ 数知科技 8.51 002174.SZ 游族网络 -8.89 

603533.SH 掌阅科技 8.22 300058.SZ 蓝色光标 -8.19 

600242.SH *ST 中昌 8.04 605168.SH 三人行 -7.22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表 2 上周中信传媒板块换手率前 10 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中信三级行业 周平均换手率（%） 

300364.SZ 中文在线 出版 19.49 

300052.SZ 中青宝 游戏 17.30 

300766.SZ 每日互动 互联网广告营销 13.64 

300343.SZ 联创股份 互联网广告营销 11.45 

300781.SZ 因赛集团 其他广告营销 10.83 

600556.SH 天下秀 互联网广告营销 9.35 

300148.SZ 天舟文化 出版 7.59 

300494.SZ 盛天网络 游戏 7.22 

002599.SZ 盛通股份 出版 6.97 

300058.SZ 蓝色光标 互联网广告营销 6.13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3 本周消息面  
3.1 行业新闻 

表 3 上周传媒行业新闻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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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新闻内容 

政策与监管 1.11 月 30 日，工信部下发三份“十四五”行业发展规划，针对大数据产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设置目标。据工信部规划，

到 2025 年，大数据产业保持在 25%左右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规模突破 3 万亿

元，基本形成创新力强、附加值高、自主可控的现代化大数据产业体系。2.12

月 2 日，国家网信办官方对外通报称，由于屡次违规发布或传输法律法规禁止

的信息，已依法约谈处罚豆瓣网，本次罚款共计 150 万元。3.12 月 1 日，据

网信中国公众号消息，为深入推进网络生态综合治理，推动更多网站平台接受

社会公众监督，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近日组织第八批共 450 家

网站平台向社会统一公布举报受理方式。4.12 月 2 日，人社部、中央网信

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共同发布了互联网营销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带货主播

将成正式工种，“严控质量”被写入了互联网营销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职业

守则中。 

泛视频平台 11 月 29 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对优酷诉快手短视频侵权《冰糖炖雪梨》一案作

出一审判决，优酷胜诉并获赔 46 万元人民币； 

11 月 29 日消息，今日，微信官方发布关于《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更

新说明称，点对点聊天场景中将可直接访问外部链接，并将在群聊场景试行开

放电商类外部链接直接访问功能； 

11 月 30 日，英国竞争及市场管理局(CMA)要求 Facebook（已更名为 Meta）出

售子公司 GIPHY，称 Facebook对 GIPHY 的收购会伤害社交媒体用户以及英国

的广告商。 

腾讯：1.12 月 1 日晚，腾讯集团发布公告称，董事会已决议向不少于 25700

位奖励人士授予合共 441.08 万股奖励股份。按照 12月 1 日收盘价 468.8 港元

/股计算，此次腾讯奖励员工的总价值约为 20.67 亿港元，人均可获得超 8 万

港元。2.12 月 2 日，腾讯推出了一款短视频社交 APP——doX（多克斯）。多克

斯是一款为年轻人设计的社交平台，目前已经进入了测试阶段，主打年轻社

交。 

芒果：芒果超媒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芒果 TV 与中国移动旗下的咪咕文化签

署框架协议，未来 3 年内双方将开展不低于 35 亿元的战略合作。双方将在大

屏业务、5G 创新业务、出品拼播、衍生品电商等方面开展保底金额不低于 35

亿元的深度合作，其中包含 2021 年试运行暂估合作金额约 8亿元。 

抖音：1.11 月 29 日，抖音发布通知称修订《商家退店规范》，修订后的规则

将于 2021年 12 月 3 日生效执行。本次修订核心变化为同一主体主动退出后重

新入驻，取消 6 个月时间限制；2..12 月 2 日，作为字节跳动六大事业板块

（BU）之一的火山引擎在上海发布全系云产品，包括云基础、视频及内容分

发、人工智能等五大类 78 项服务，正式宣布进军公有云市场。3.11 月 30

日，字节跳动两员工因收受他人给予的钱财共计 58 万余元，将对方指定内容

推上抖音热榜，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两人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 

快手：1.11 月 29 日，快手电商发布了关于电商营销推广时抽奖、发放赠品、

送福利等活动的专项治理公告。2.快手黑板板发布了 11 月份对违规用户及内

容的处罚通知，11 月份累计封禁用户 22W+，清理违规视频 12W+。3.快手电商

发布公告称，为了更好地规范带货达人的推广销售行为，提供更加优质的交易

体验，现平台要求部分带货达人在带货直播（含短视频）开播前应提前向平台

报备，该公告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生效。4.12 月 3 日晚，快手发布严厉打击

劣质内容的专项公告称，将展开劣质内容专项整治，对低俗软色情、虚假情感

纠纷、炒作“网红儿童”、违规引流等不良信息予以坚决打击。5.12 月 3 日，

快手电商发布最新专项治理公告称，为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维护平台交易秩

序，平台决定对商户/带货达人在发布商品和电商直播（含电商短视频）时的

发布混淆信息行为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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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 1.据国家电影专资办权威数据统计，2021 年 11 月全国票房 18.71 亿，共有 6

部影片月票房破亿。另外，长津湖票房超过 57 亿，超过战狼 2 成中国影史第

一。2.电影《哦！文姬》今日宣布定档 12月 3 日，韩国电影时隔 6 年再度登

陆中国内地院线。 

广告营销 CTR 数据显示，2021 年 10 月广告市场花费同比和环比分别微跌 0.3%和 1.6%。

电梯 LCD 和电梯海报广告刊例花费同比涨幅均超过 20%；影院视频广告花费同

比增长明显，涨幅达 92.6%；2021 年 10 月电视广告刊例花费同比减少

12.3%，环比微跌 0.1%。10 月广播广告刊例花费同比下滑持续收窄，降幅为

3.2%，环比呈现 5.9%的下滑。各频率类型中，音乐、体育、财经和文化娱乐

类频率广告刊例花费同比呈现上涨，其中财经类和文化娱乐类频率花费涨幅超

过 10%。 

游戏 12 月 2 日，苹果 AppStore 公布了全球年度精选 App 和游戏名单，其中腾讯人

气经典 MOBA 大作——《英雄联盟手游》荣获 App Store Awards 年度游戏。 

沐瞳自今年 3 月被字节跳动收购以来，曝光的第一款原创 IP产品欧美魔幻卡

牌类游戏《Watcher of Realms》，与以往产品不一样的是沐瞳从未使用过的

“欧美魔幻写实”美术风格和现在市场上逐渐冷门的“塔防卡牌”玩法。 

索尼 Play Station 发布了 Play Station Partner Awards 2021（前 Play 

Station Awards）获奖名单，今年的大奖授予了三款游戏，分别是《实况足球

2021》《生化危机 8》和《原神》。米哈游大伟哥成为了站在 Play Station 这

个全球玩家瞩目的平台上，发表获奖感言的第一位中国制作人。 

12 月 3 日，杭州心光流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信息变更，新增股东包

括播播科技、B 站、上海游扳创业孵化器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四家。

其中播播科技持股 20%，B 站和游扳均持股 5%。 

12 月 1 日，上海零唯一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由米哈游和吕宝粮联合

持股，其中吕宝粮持股 51%，米哈游持股 49%，且米哈游战略投资副总裁吴頔

担任公司法人。 

12 月 1 日，完美世界发行的《天龙八部 2 手游》发布了一段开发中的实机演

示，展示了游戏的“轻功”系统。 

Sensor Tower 数据：2021 年《和平精英》在中国 iOS 市场累计收入近 40 亿美

元，《PUBG Mobile》在海外市场的累计收入超过 30 亿美元。中国 iOS 贡献了

70 亿美元总收入的 57%，美国和日本分别占 11.8%和 4.2%。来自苹果 App 

Store 的收入占全球总收入的 81%，Google Play 占 19%。不过在海外市场，来

自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56.6%和 43.4%。 

音乐 网易云音乐将于 12 月 2 日在港交所挂牌交易，网易云音乐以 205 港元/股短暂

平开，之后震荡下跌，股价徘徊在 200 港元左右。当日收盘，网易云音乐报 199.9

港元/股，跌 2.49%，总市值近 415.31 亿港元。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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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公告 

表 4 上周中信传媒板块上市公司重要公告一览表 

上市公司 公告日期 公告类型 内容摘要 

元隆雅图 2021/12/04 股份减持 控股股东元隆投资拟在 12月 4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885.6 万股公司

股份，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4%。 

大晟文化 2021/12/03 收购兼并 公司拟向宁驰商贸转让子公司劝业场酒店 83.33%股

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劝业场酒店的股权，

劝业场酒店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芒果超媒 2021/12/02 收购兼并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阿里创投已完成将其所持公司

9364.79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1%）协议转让

给受让方财信精果的过户登记。前述过户完成后，阿

里创投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4 本周行业数据  

4.1 影院播映 

本周国内电影票房共计 4.57 亿元，环比变化幅度为-1.4%；本周电影观影人次共计

1237万人，环比变化幅度为-3.1%；本周电影上映场次 229.57万次，环比变化幅度+2.7%。 

图 4 近 24 周以来国内电影市场周票房（万元） 

 
资料来源：广电总局，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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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近 24 周以来国内电影市场观影周人次和周上映场次（万人/万场） 

 
资料来源：广电总局，首创证券 

 

表 5 一周电影票房排行榜前十位 

影片名称 单 周 票

房（万） 

累计票房 上座率 制作方 发行方 

古董局中局 16,405.1 1.64 亿 7.8% 英皇（北京）影视文化、香港

英皇影业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影业

有限公司 

扬名立万 14,542.4 7.50 亿 4.6% 万合天宜、亭东影业 上海猫眼影业 

门锁 2,857.7 2.31 亿 2.4% 

厦门恒业影业、潇湘电影集

团、上海淘票票影视、爱奇

艺影业、华文映像（北京）影

业、上海倚马可待文化、济

南文旅集团柏彤影视、汉马

影业传媒（广州） 

厦门恒业影业、

上海淘票票影

视、天津猫眼微

文化 

长津湖 1,995.9 57.42 亿 4.5% 北京博纳影业集团、八一电

影制片厂 

浙江博纳影视、

华夏电影发行 

铁道英雄 1,995.8 1.3 亿 2.4% 

华谊兄弟电影（青岛）、中影、

和纳（北京）影视文化、中铭

盛世（深圳）影业集团、华谊

兄弟电影 

华谊兄弟电影、

华影天下（天

津）电影发行、

上海淘票票影

视文化 

你的世界如果

没有我 
1,972.9 1972.9 万 4.4% 

飞天盛宇影视、超宇集团、

深圳市招商港湾集团、泸州

科洋房地产、四川通用电梯、

四川华东电气集团 

北京国影纵横

电影发行 

梅艳芳 885.8 1.08 亿 3.3% 安乐影片、万诱引力乙、天

下一、盈娱制作 
华夏电影发行 

迷你特工队之

拯救恐龙王 
637.9 1466.3 万 4.6% 西藏大美传奇文化发展、惊

奇大地（浙江）科技 

西安美霖文化

发展、五洲电

影、虎虎生威影

业、环球联影、

北京亚视联合

在线科技、二十

一世纪新银幕 

007：无暇赴

死 
633.9 4.07 亿 2.7% 美国环球影业、米高梅电影

公司 

中影、华夏电影

发行 

银行家 605.2 1675.5 万 2.1% 罗穆卢斯娱乐 中影 

资料来源：艺恩，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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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网络播放 

表 6 本周剧集艺恩播映指数前 10 

电视剧 播映指数 播放平台 卫视 制作方 

斛珠夫人 81.8 腾讯 北京卫视 北京喜悦嘉行影视文化 

风起洛阳 72.4 爱奇艺 /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东

阳留白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女心理师 69.7 优酷 / 宇乐乐影业（北京）有限公司 

当家主母 68.9 优酷、腾讯、爱

奇艺 
/ 

东阳欢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爱很美味 64.3 腾讯 / 厦门安伯羽友影视文化 

夜色暗涌时 63.2 芒果 / 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 

陪你逐风飞翔 63 腾讯 湖南卫视 上海柠萌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一见倾心 61.1 优酷 / 
优酷、万达影视、新媒诚品、

译心传媒 

不惑之旅 58.9 优酷、爱奇艺、

腾讯、乐视 
浙江卫视 国话影视文化传媒（北京） 

嘉南传 57.9 腾讯、爱奇艺 / 
上海丝芭影视有限公司、上海

腾讯企鹅影视文化传播公司 

资料来源：艺恩，首创证券 
 

 

4.3 电视剧制作备案 

图 6 近 36 个月以来国内电视剧制作备案公示数量 

 

资料来源：广电总局，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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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网络游戏 

图 7Top Apps on iOS Store,China, Games, 2021 年 12 月 6 日 

 
资料来源：App Annie、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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