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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Table_Summary] [Table_Summary] ⚫ 4 月 9 日，中国三大长视频平台，70 家影视公司、行业协会等机构

发布联合声明，呼吁短视频平台和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尊重原创、

保护版权，未经授权不得使用影视作品侵权创作，并将对侵权行为

依法追责。寻找合适的版权结算规则是一定时期内短视频平台亟需

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随着新《著作权法》即将正式施行，国内版

权环境持续改善。音乐、影视和游戏内容是短视频平台引流的重要

资源，未经授权的使用本身就是对版权方合法权益的损害，而影视

剪辑类的 UGC 视频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能为原视频引流，一方

面又可能化解原视频潜在用户的需求。反平台垄断和反侵权是当前

互联网娱乐领域的重要趋势，版权市场的崛起值得关注。版权产业

链中包括版权方、内容分发平台、终端用户及起到连接作用的商用

版权交易或运营平台。唱片公司、影视制作端、游戏 CP 端、网文

平台方作为版权方将直接收益版权环境的改善。有实力的公司都会

试水跨品种的版权转换和经营，一方面争取更大的利益空间，一方

面寻求与互联网平台平等的对话条件。推荐关注：华策影视、芒果

超媒、光线传媒、完美世界、吉比特、中信出版、新经典。 

 

⚫ 市场表现回顾：上周，传媒板块向上修复。中信传媒指数全周涨跌

幅 1.00%，跑赢创业板指、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在 30 个中信一级

行业中位列第 6 位。从细分行业来看，上周动漫板块表现最佳，中

信三级指数涨跌幅 3.53%，其他广告营销、游戏表现次之。 

 

⚫ 行业要闻：发改委发布《关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放宽市场准

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探索将国产网络游戏试点审批权下放海

南，支持海南发展网络游戏产业。|抖音品牌号正式上线“品牌旗舰

店“功能|腾讯大股东 Prosus 宣布出售最高 1.9189 亿股腾讯股票，

持股比例将从约 30.9%降至 28.9%，并承诺未来三年内不再出售任

何腾讯股票。| Netflix 与索尼影业达成协议。自 2022 年起五年内，

在索尼影业出品影视作品结束院线发行和视频点播服务后，Netflix

将获得索尼影业在美国的独家流媒体版权。|心动已于近日完成对云

服务提供商 LeanCloud 的收购。| CTR 数据显示，2021 年 2 月广告

市场花费同比增长 68.4%，环比减少 5.6%。|根据 SensorTower， 3

月共有 37 个中国手游厂商入围全球手游发行商收入榜 TOP100，合

计吸金超过 22.9 亿美元，占全球 TOP100 手游发行商收入的 39.6%。

| B 站否认商谈收购游族网络 24%股权及总部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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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核心观点  

4月 9日晚间，中国三大长视频平台，70家影视公司、行业协会等机构发布联合声

明，呼吁短视频平台和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尊重原创、保护版权，未经授权不得使用影

视作品侵权创作，并将对侵权行为依法追责。 

寻找合适的版权结算规则是一定时期内短视频平台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随着

新《著作权法》即将正式施行，国内版权环境持续改善。音乐、影视和游戏内容是短视

频平台引流的重要资源，未经授权的使用本身就是对版权方合法权益的损害，而影视剪

辑类的 UGC视频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能为原视频引流，一方面又可能化解原视频潜在

用户的需求。 

实际上，在音乐版权领域已经有解决方案可以参考。今年 3月，发布《2021快手音

乐版权结算规则》，以短视频和直播中使用音乐的次数向版权方支付费用，这是首个由

短视频平台发布的音乐版权分成方面的正式文件，也是快手应对国内越来越完善的版权

环境和越来越严格的侵权处理的及时之举。 

反平台垄断和反侵权是当前互联网娱乐领域的重要趋势，版权市场的崛起值得关注。

版权产业链中包括版权方、内容分发平台、终端用户及起到连接作用的商用版权交易或

运营平台。唱片公司、影视制作端、游戏 CP 端、网文平台方作为版权方将直接收益版

权环境的改善。有实力的公司都会试水跨品种的版权转换和经营，一方面争取更大的利

益空间，一方面寻求与互联网平台平等的对话条件。推荐关注：华策影视、芒果超媒、

光线传媒、完美世界、吉比特、中信出版、新经典。 

上周，CTR洞察公布 2月广告市场数据： 在春节因素和疫情复苏因素的双重作用下，

2021年 2月广告市场花费同比增长 68.4%，环比减少 5.6%。去年同期，广告市场正值新

冠疫情影响，呈现应激性下滑，因此与去年同期相比，2021年 2月的广告花费同比出现

恢复性增长。 

从渠道表现看，除杂志广告下滑外，其他各渠道广告花费同比均有增长；从环比角

度看，除影院视频广告花费环比增长 54.7%外，其他渠道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 

梯媒在疫情期间点位表现出色，市场认可度显著提升，但电梯广告环比数据延续了

1月的负增长，减少 15.20%，电梯 LCD环比则增长了 15.90%。我们认为电梯广告收入环

比的减少与在线教育广告投放缩量有关。电梯海报广告花费仍处于高峰期。该渠道 2月

广告花费同比涨幅是所有渠道中最高的，达 301.9%，且 2020 年同期仅比 2019 年下降

4.9%。广告主 TOP5 行业中，IT 产品及服务行业位列第一，且同比增速超过 1000%。电

梯 LCD广告花费同比增长 24.8%，环比减少 15.9%。广告主 TOP5行业中，食品位列第一，

而饮料同比增速 1000%。 

在线教育投放的缩量从品牌榜中明显体现。电梯海报的 TOP10品牌包括支付宝、乌

江榨菜、君乐宝、苏宁、团油、飞鹤、习酒、泸州、京东商城、沃尔沃。而 1月份该榜

单第 10 位的火花思维已经出榜，该品牌在 12月榜单位列第一。电梯 LCD的 TOP10品牌

包括妙可蓝多、原始传奇网络游戏、滴露、乌江榨菜、简爱、SKG、小天才、雪花、西

贝、BOSS直聘。同样没有在线教育机构的身影，而 1月榜单中尚有高途课堂、作业帮直

播课两家在线教育机构。 

从 CTR数据来看，春节消费赛道的广告主投放意愿较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在线教

育投放缩量给梯媒刊挂率带来的负面影响，还需观察节后广告刊例花费数据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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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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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表现回顾  

2.1 板块整体表现 

上周，传媒板块向上修复。中信传媒指数全周涨跌幅 1.00%，跑赢创业板指、上证

综指、深证成指，在 30 个中信一级行业中位列第 6 位。2021 年初以来，中信传媒指数

涨跌幅为-5.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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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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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动漫板块表现最佳，中信三级指数涨跌幅 3.53%，其他广告

营销、游戏表现次之。年初以来，表现最佳的板块是其他文化娱乐，信息搜索与聚合、

动漫板块表现次之。 



 
行业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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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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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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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74.SZ 游族网络 26.41 002464.SZ 众应互联 -16.32 

 600715.SH 文投控股 26.38 300269.SZ 联建光电 -6.18 

 000793.SZ 华闻集团 26.11 300280.SZ 紫天科技 -5.29 

 600640.SH 号百控股 11.95 300418.SZ 昆仑万维 -5.00 

 002619.SZ 艾格拉斯 11.90 603103.SH 横店影视 -4.08 

 603598.SH 引力传媒 10.74 603533.SH 掌阅科技 -3.92 

 300518.SZ 盛讯达 8.57 605168.SH 三人行 -3.51 

 002071.SZ *ST 长城 8.33 000156.SZ 华数传媒 -2.78 

 002188.SZ ST 巴士 7.57 600977.SH 中国电影 -2.68 

 000892.SZ 欢瑞世纪 7.48 600556.SH 天下秀 -2.46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表 2 上周中信传媒板块换手率前十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中信三级行业 周平均换手率（%） 

 002174.SZ 游族网络 游戏 12.76 

 002400.SZ 省广集团 互联网广告营销 12.05 

 300781.SZ 因赛集团 其他广告营销 11.96 

 002103.SZ 广博股份 互联网广告营销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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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19.SZ 艾格拉斯 游戏 9.41 

 002995.SZ 天地在线 互联网广告营销 8.58 

 002878.SZ 元隆雅图 其他广告营销 8.04 

 002464.SZ 众应互联 游戏 7.91 

 002071.SZ *ST 长城 影视 4.46 

 000676.SZ 智度股份 互联网广告营销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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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新闻内容 

政策与监管 1. 4 月 7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等惠企利民工作做出部署。提出今年实现千

兆光网覆盖家庭超过 2 亿户，并进一步推动网络提速降费，提升网络和服务质量。 

2. 4 月 9 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提到校外培训机

构不得对学前儿童违规进行培训。 

3. 4 月 8 日，发改委发布了《关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

《意见》提到鼓励网络游戏产业发展，探索将国产网络游戏试点审批权下放海南，支持海南发展

网络游戏产业。 

泛视频平台 腾讯视频：1. 腾讯微视首次成为腾讯视频剧集的上线渠道。3 月 31 日腾讯视频上线的古装 IP 剧

集《长歌行》各系列海报上，腾讯微视作为上线渠道之一与腾讯视频、极光 TV 并列。2. 4 月 7

日， 腾讯大股东 Prosus 宣布，拟通过附属公司 MIH TC Holdings 出售最高 1.9189 亿股腾讯股票，

相当于腾讯已发行股本的 2%，持股比例将从约 30.9%降至 28.9%。Prosus 承诺，至少在未来三年

内不再出售任何腾讯股票，与长期以来对腾讯业务潜力的信念一致。 

抖音：1. 4月 7 日，抖音内测中心化入口：“发现”页聚合音乐、电商、直播等业务。2. 4月 8

日，抖音发布打击“海量喝播”内容公告，将对违规内容进行下架、断播处理。3. 4 月 8日，抖

音电商在首届生态大会上提出“兴趣电商”概念，称未来一年，抖音电商将推出三大扶持计划：

帮助 1000 个商家实现年销破亿元，1 万个优质达人年销破千万元，100 款优质商品年销破亿元。 

快手：1. 4 月 7 日，快手开展低俗违规行为专项治理行动，发低俗照片将被限时、永久封禁。2. 

4 月 9 日，快手发布严厉打击恶意“喝播”行为的公告，称一经发现违规将给出视频删除、帐号

封禁等处罚。3. 河南省与快手达成 2021 年战略合作，技术驱动提升河南文旅品牌美誉。 

其他： 

1. 4 月 9 日，中国三大长视频平台，70 家影视公司、行业协会等机构发布联合声明，呼吁短视频

平台和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尊重原创、保护版权，未经授权不得使用影视作品侵权创作，并将对

侵权行为依法追责。 

2. 4 月 9 日消息，华纳传媒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森•基拉尔（Jason Kilar）表示，从明年开始，华

纳的大片将首先在影院上映，最后进入该公司的流媒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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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 1. 4 月 6 日，《广电总局 2021年 2 月全国重点网络影视剧拍摄规划登记备案情况》显示 2021 年 2

月，在广电总局“重点网络影视剧信息备案系统”中登记且符合重点网络原创视听节目制作相关

规定的片目共 398 部，其中，网络剧 78部 1577 集，现实题材占比 72.3％；网络电影 306部，现

实题材占比 70.5％；网络动画片 14部 499 集。 

2. 4 月 9 日，鹿港文化(601599.SH)重组进入新阶段，今日起公司将更名浙文影业。据公司人士

透露，未来“浙文影业”将打造多部符合国有文化企业定位的影视作品。 

3. 截至 4月 10 日，电影《你好，李焕英》上映第 57 天，累计票房突破 54 亿。贾玲凭借该片超

过派蒂·杰金斯（《神奇女侠》）成为全球票房最高女导演，而该片现在也位列中国影史票房第二

名，仅次于吴京执导主演的《战狼》（56.9 亿）。 

4. 4 月 9 日， Netflix 与索尼影业达成协议。自 2022 年起五年内，在索尼影业出品影视作品结

束院线发行和视频点播服务后，Netflix 将获得索尼影业在美国的独家流媒体版权。签订协议后，

Netflix 取代 Starz 成为索尼的合作伙伴。 

5. 剧讯：教育话题剧《小舍得》定档 4 月 11 日 火箭军题材剧《号手就位》定档 4 月 13 日。 

6. 影讯：《名侦探柯南：绯色的子弹》定档 4 月 17 日，《速度与激情 9》已过审，确认引进。 

游戏 1. 4 月 6 日消息，心动已于近日完成对云服务提供商 LeanCloud 的收购，将与 TapTap 的开发者

服务（TDS）团队一起负责公司面向开发者的产品线。LeanCloud 是 AVOS 中国团队在 2013 年 9 月

发布的应用开发一站式后端服务，为开发者提供数据存储、实时消息、消息推送以及统计分析等

服务，游戏客户在其 2020 年的收入里已经占到一半以上。 

2. 4 月 2 日，腾讯入股成都阿哇龙，持股 12.7%，后者曾开发 Roguelike 手游《贪婪洞窟》。 

3. 4 月 6 日，据财联社报道称，《绝地求生》游戏开发商 Krafton 计划在今年 4 月提交 IPO申请。 

4. 4 月 8 日，B 站否认商谈收购游族网络 24%股权及总部大楼。 

5. 老牌军武游戏厂商空中网宣布更名为“战火互娱”。 

6. 4 月 6 日，《梦幻西游》手游武神坛巅峰联赛 S2 联盟发展大会于广州举行。 

7. 小岛秀夫动作游戏作品《死亡搁浅》PC 版本 5 个月吸金 1.8 亿。 

8. 4 月 9 日，SensorTower 发布了 2021年 3 月中国手游发行商在全球 App Store & Google Play

的收入排名。本期共有 37 个中国手游厂商入围全球手游发行商收入榜 TOP100，合计吸金超过 22.9

亿美元，占全球 TOP100 手游发行商收入的 39.6%。 

9. 4 月 5 日消息，企查查 App 显示，B 站关联公司上海幻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多条 

"BILIGAME" 商标，申请日期为 3 月 24 日，国际分类涉及办公用品、家具、设计研究等，商标

状态均为 " 注册申请中 "。 

10. 4 月 6 日，工信部发布《关于下架侵害用户权益 APP 名单的通报》，三七互娱（002555.SZ）

四级子公司旗下《屠龙破晓》在列。 

重点公司新游上线： 

吉比特：4 月 9 日，《怪物工程师》开始公测。 

广告 4 月 7 日，CTR 数据显示，2021 年 2 月广告市场花费同比增长 68.4%，环比减少 5.6%。去年同期，

广告市场正值新冠疫情影响，呈现应激性下滑，因此与去年同期相比，2021 年 2 月的广告花费同

比出现恢复性增长。从渠道表现看，除杂志广告下滑外，其他各渠道广告花费同比均有增长；从

环比角度看，除影院视频广告花费环比增长 54.7%外，其他渠道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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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标题及内容摘要 

元隆雅图 2021/04/06 年度报告 《2020 年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9 亿元，同比增长 26.65%，其

中主营业务收入 19.04 亿元，同比增长 26.89%。主营业务包括礼

赠品供应，促销服务和新媒体营销，礼赠品供应业务实现收入

11.37 亿元，同比增长 15.06%，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2.27 亿元，同

比增长 12.09%，新媒体营销全年实现收入 5.39 亿元，同比增长

74.46%。 

奥飞娱乐 2021/04/06 业绩快报 《2020 年度业绩快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3.68 亿元，同比下滑 13.1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9 亿元，同比下滑

474.2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33 亿元，基本每股

收益-0.33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2.28%。 

幸福蓝海 2021/04/08 年度报告 《2020 年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71 亿元，同比下滑 7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89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1.04元。 

祥源文化 2021/04/10 年度报告 《2020 年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22 亿元，同比下降 45.01%，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95.02 万元，同比增长 102.22%。 

深大通 2021/04/10 年度报告 《2020 年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30 亿元，同比增长 16.10%。公

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53.65 万元，同比减少

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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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 亿元，环比变化幅度为-34.7%；本周电影观影人次共计

1753 万人，环比变化幅度为-34.1%；本周电影上映场次 252.7 万次，环比变化幅度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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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上座率 关联 A 股上市公司 

 我的姐姐 30933.2 65,903 7.60% 横店影业 

 哥斯拉大战金

刚 
19044.2 108246.9 5.20%  

 西游记之再世

妖王 
3750.3 8557.2 5.40% 中国电影 

 第十一回 2361.8 5,781 4.20%  

 阿凡达 1165.3 170772.7 6.40%  

 平安中国之守

护者 
1014 3104.8 43.00%  

 你好，李焕英 933.6 540272.5 4.40% 北京文化 

 超级的我 702.8 717.7 1.40%  

 歌声的翅膀 659.2 730.9 35.50% 光线传媒 

 明天会好的 611.3 2947 1.90% 光线传媒 

资料来源：艺恩，首创证券 

4.2 网络播放 

表 6 本周剧集艺恩播映指数前十 

 电视剧 播映指数 播放平台 制作方（关联 A 股上市公司） 

 你是我的城池壁

垒 
79.3 

腾讯，优酷，爱奇

艺 
公安部金盾影视，华策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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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藤 78.7 

爱奇艺，优酷，腾

讯 
优酷，悦凯，上海时悦 

 山河令 77.6 优酷 慈文传媒 

 长歌行 75.3 腾讯 华策影视 

 陪你一起长大 70.9 芒果 TV 观达影视 

 锦心似玉 67.3 腾讯 腾讯，华策影视 

 理智派生活 66.6 芒果 TV 芒果超媒 

 
荣耀乒乓 65.9 爱奇艺 

爱奇艺，五元文化，种梦影

业 

 十二谭 62.6 优酷 优酷、唐人影视 

 
觉醒年代 62.1 爱奇艺、优酷 

歌华传媒、安徽台、华策影

视 
资料来源：艺恩，首创证券 

 

表 7 本周综艺艺恩播映指数前十 

 综艺 播映指数 播放平台 制作方（关联 A 股上市公司） 

 创造营 2021 70.3 腾讯 腾讯 

 青春有你第三季 68.8 爱奇艺 爱奇艺 

 王牌对王牌第六季 61.5 爱奇艺，腾讯，优酷 浙江广电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

二季 
59.7 芒果 TV 芒果超媒 

 快乐大本营 2021 59.3 芒果 tv 湖南广电 

 吐槽大会第五季 56.3 腾讯 腾讯 

 砰然再心动 55.8 芒果 TV  

 极限挑战第七季 55.3 爱奇艺、优酷、腾讯 湖南广电 

 百变大咖秀 2021 54.2 芒果 tv 湖南台 

 同一屋檐 53 优酷 优酷、东方卫视 

资料来源：艺恩，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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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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1 日 

 
资料来源：App Annie、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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