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二、本期行业要闻 

三、本期发债企业动态 

四、报告声明 

 

 

2017.9.22～2017.10.20 

 

 

 

 

 

大公传媒行业小组 

负责人：金莉 

成员：李晓娜  

联系电话：010-51087768 

 

 

 

 

 

债市 

 本期新发 2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10.00亿元，主体级

别均为 AA+以上。 

行业 

 十九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发展 

点评：国家确定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性作用，重视互联网内

容建设，倡导文化内容意识形态端正；关注文化传媒行业改

革。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规划鼓励传媒企业资源

整合，深化传媒企业改革 

点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规划鼓励国内企业通过兼

并、重组、融资等方式打造大型传媒集团；同时，对于严格

管控的新闻单位给予一定市场化空间。 

 坚定上市国有文化企业地位，严格上市审批制度，

加强传媒行业监管 

点评：保持国有文化企业绝对控股，加强国有企业审批监管

将坚定国有资本地位，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片酬等方面的

管理将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企业 

 蓝色光标股份三季度业绩预告盈利大减；因信息披

露问题，蓝色光标收到监管警示函 

点评：蓝色光标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

计划存在差异，公司未解释具体原因并进行披露，收到监管

机构警示函，且预计三季度业绩大幅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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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2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10.00 亿元，共涉及主体 2 家，

主体级别均分别为 AA+和 AA。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银行新发 2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10.00 亿元，发行债券类别均为超短期融资债

券。 

表 1  本期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只） 
行业 发行总额 发行数量 发行种类 

传媒 10.00 2 超短期融资债券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 2支债券中，债券期限均小于 1年，发行方式均为公募，涉及到的发债主

体一共 2 家，主体级别分别为 AA 和 AA+；评级机构中，中诚信国际评级 1 次，大公评

级 1 次；债券类别来看，超短期融资券有 2 支。 

表 2  本期新发债券信息（单位：亿元、年、%） 

债券简称 
发行 

总额 

债券 

期限 

发行票

面利率 
债券种类 发行方式 

债项

等级 
评级机构 

17 长江出版 SCP002 5.00 4.87 0.74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AA+ 大公国际 

17 蓝色光标 SCP002 5.00 7.30 0.50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AA 中诚信国际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三）信用级别变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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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行业要闻 

 传媒行业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加强

鼓励传媒企业资源整合，深化传媒企业改革；坚定国有文化企业绝

对控股地位，加强文化行业监管 

要闻 1：十九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

展 

10 月 18日，党的十九大在北京开幕，习近平做了大会报告，报告中对文化、教育、

体育、文化体制改革等文化传媒的多个方面做了重点阐述，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

作领导权。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落实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

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动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发展；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资料来源：十

九大报告） 

点评：国家确定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性作用，重视互联网内容建设，倡导文化内容意识形态端正；

关注文化传媒行业改革。 

要闻 2：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规划鼓励传媒企业资源整合，深化传媒

企业改革 

2017 年 9 月 27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官网公布《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

五”发展规划》(公开版)（以下简称“规划”）全文，明确了到 2020 年争取实现的目标、

主要任务及保障措施。规划明确提出,“打破层级和区域限制,加快图书、报刊、广播、

电影、电视资源聚合、产业融合。鼓励支持传媒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

培育一批主业突出、具有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新型骨干传媒公司”，同时又指出,“支

持符合条件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做大做

强”，既“支持传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媒体控股或参股互联网企业和科技企业”,同时

也向社会资本敞开了大门,“允许非公有制广播影视企业以控股形式参与广播影视制作

http://gu.qq.com/jj16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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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改制经营”。规划明确提出要开展国资系上市传媒企业股权激励试点工作,“开展

国有控股上市传媒企业股权激励试点,探索建立国有传媒企业股权激励机制”，同时,

对于一直以来严格管控的新闻单位,也给予了一定的市场化空间:“完善新闻出版单位

事业与企业分开、采编与经营分开工作机制,允许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中经营性部分转

制为企业进行公司制、股份制运作”。同时,规划强调了针对不同平台一视同仁的监管

政策,“进一步加强网络传播市场建设和管理,对网络传播影视剧包括境外影视剧等,实

行同一尺度、同一标准。”（资料来源：《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 

点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规划鼓励国内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融资等方式打造大型传媒集

团；同时，对于严格管控的新闻单位给予一定市场化空间。 

要闻 3：坚定上市国有文化企业控股地位，严格挂牌审批制度；加强传媒

行业监管 

日前，股转系统下发《关于对国有文化企业挂牌新三板加强规范管理的通知》（文

改办[2017]3 号）（以下简称“通知”）。根据通知，从事出版、新闻信息服务等特许经

营业务的国有文化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前，不得再股改中违规引入非公有资本，挂牌后须

保持国有文化企业绝对控股。同时国有文化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应报请中央文改领导小

组办公室及相关文化管理部门把关，从事出版、新闻信息服务等特许经营业务的实行审

批，其他国有文化企业实行报备。新三版多数涉及企业按要求进行了自查，10月 18日

之前，中原传媒、大江传媒等 11家上市公司披露了自查公告，其中 10家符合通知规定，

中原传媒在股改中存在引入非公有资本进入的情况，挂牌前未经中央文改领导小组办公

司报备报批，主要是由于中原传媒两项问题均源于政策出台时间节点，目前，公司正积

极与相关主管及监管部门汇报、沟通如何解决。此外，另有约 20 家国有文化挂牌企业

有待披露自查报告。9 月 22 日，《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见》，要求

全部演员的总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 40%，其中，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 70%，其

他演员不低于总片酬的 30%。全部演员总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 40%，其中，主要演

员不超过总片酬 70%，其他演员不低于总片酬的 30%。8月 25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公布《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明确规定网站要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

的原则，对注册用户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不得向未认证真实身份信息的用户提供跟

帖评论服务，这项规定自 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资料来源：各上市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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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保持国有文化企业绝对控股，加强国有企业审批监管将坚定国有资本地位，把握意识形态

领导权；片酬等方面的管理将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三、本期企业动态 

蓝色光标因信息披露问题收到监管警示函，预期 3 季度业绩亏

损。 

表 4  本期企业动态情况 

要闻类别 公司简称 新闻内容 正面/负面/中性 

业绩/产品信息

披露 
蓝色光标 

根据公司 2017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5,000～35,000

万元，同比下降 48～27%；2017 年 7～9 月份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5,000～

5,000 万元，上年同期为 13,022.64 万元。 

负面 

股权增持/质押/

变动 
蓝色光标 

蓝标电商（837467）股东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

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霍尔果斯蓝标网众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股转系统通

过协议转让方式合计减持 399.2 万股，股份合

计减少 3.2%，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合计为

58.72%。 

负面 

兼并收购新设 

北京蓝色光标品

牌管理顾问股份

有限公司 

10 月 17 日，《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

公告》，称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全资

子公司蓝色光标国际传播集团有限公司与一

家美国 纳斯 达克 上市 公 司 Cogint,Inc.

（NASDAQ：COGT）(以下简称“Cogint”)旗下

的部分资产发生合并，并拥有 63%股权。 

中性 

其他重大事项 

北京蓝色光标品

牌管理顾问股份

有限公司 

1、9 月 27 日，蓝色光标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北京监管局《关于对北京蓝色光标品牌

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

监管措施的决定》，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

公开发行了 14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该债券

募集资金使用涉及的“蓝色天幕全球机场联

播媒体网络模块”项目及“电商综合服务平

台”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

投资计划存在差异，公司未解释具体原因并进

行披露，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40 号）第二

条。蓝色光标针对上述事项，于 10月 17 日发

布公告，并提出整改措施：公司将于期后定期

报告及相关公告中持续披露相关项目未达到

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以及项目

负面/中性 



                                           监测月报 | 页 6 / 6 

 

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完善信息披

露内容。鉴于“电商综合服务平台”募投项目

不再进行投入，以及“蓝色天幕全球机场联播

媒体网络模块”培育时间较长，投资效益稳定

性较弱，持续投资尚未明确，公司本着股东利

益最大化原则，综合考虑募投项目变更导致的

提前偿付可转债的风险，于未来 6 个月内择机

尽快履行变更募投项目的程序，谨慎研究确定

募投项目变更后的使用方案，有效使用募集资

金。 

2、10 月 9 日，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市开发区

与蓝色光标天地互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地互联）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将设立

投资 10 亿元的蓝色光标天地互联全球总部。 

数据来源：大公根据财经新闻整理 

四、报告声明 

本报告分析及建议所依据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依据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已

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

建议。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券投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概不负

责。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大公资信银行业小组，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