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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 

 本期新发 5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36.50亿元，主体级

别均为 AA及以上，其中 4支债券主体级别均为 AA+。 

行业 

 商务部公示 2017～2018年度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点评：文化出口是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落地点，随着

十九大精神的贯彻实施，未来文化自信层面的配套政策实施

力度和强度将持续加强。 

 传媒业海外投资并购监管趋严，未来投资将更谨慎 

点评：部分企业将境外投资重点放在非实体经济领域，冲击

我国金融安全。随着监管的强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继续深

入，预计未来传媒行业海外投资将更趋谨慎。 

 中国电影票房突破 500 亿，观众观影需求逐渐趋于

理性，未来电影质量更值得关注 

点评：目前国内部分影视剧由于缺乏内容制作的强力支撑，

已令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随着影视剧题材和制作方式的多元

化，观众观影需求逐渐趋于理性，未来电影质量更值得关注。 

企业 

 东方明珠因子公司业务合作方涉嫌合同诈骗计提

大额专项资产减值损失 

点评：合同诈骗事件反映了东方明珠对下属单位的风险管理

体系需进一步完善，操作风险管控能力亟待增强。 

 山东出版正式挂牌上市，资本实力得到增强 
点评：作为山东省规模最大的首家在主板首发上市的大型
文化国企，山东出版上市拓宽了融资渠道,也规范了公司治
理,有利于响应文化产业政策进行转型升级。 

 长城影视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点评：近年来，传媒企业频频高估值并购，其结果除业务规

模扩大外，还往往导致较大规模商誉，长城影视此项并购完

成预计产生商誉 23.34亿元，关注并购完成后并购标的未来

增长情况及商誉减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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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5 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36.50 亿元，主体级别均在 AA

及以上，其中 4支债券主体级别均为 AA+。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传媒新发 5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36.50亿元，发行债券类别涉及短期融资券、

中期票据、公司债和可交换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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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0 5 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公司债和可交换债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 4支债券中，债券期限包括 1 年内、3年期和 5年期，发行方式包括公募

和私募，主体信用等级均为 AA 及以上；评级机构中，中诚信国际评级 2 次，联合资信

评级 1次，上海新世纪评级 1次，中诚信证评 1次；债券类别来看，短期融资券、公司

债和可交换债分别 1支，中期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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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

等级 
评级机构 

17 皖出版 SCP003 5.00 0.74 4.99 短期融资券 公募 AA+ 中诚信国际 

17 文投 MTN001 5.00 5.00 5.45 中期票据 公募 AA+ 中诚信国际 

17 华闻传媒 MTN001 10.00 3.00 5.45 中期票据 公募 AA+ 联合资信 

17 光线 01 10.00 3.00 5.30 公司债 公募 AA 上海新世纪 

17 版 01EB 6.50 3.00 1.50 可交换债 私募 AA+ 中诚信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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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部公示 2017～2018 年度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名

单，文化自信配套政策实施力度将持续加强；传媒业海外投资并购

监管趋严，未来投资将更趋谨慎；观众观影需求逐渐趋于理性，未

来电影质量更值得关注 

要闻 1：商务部公示 2017～2018年度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2017年 11月 14日，商务部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公示 2017～2018 年度国家文化

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名单的通知》，初步认定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等 295 家企业

为 2017～2018 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天下华灯”嘉年华等 108 个项目为

2017-2018 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商务部此次公布的 295 家 2017～2018 年度国

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主要涉及出版、影视、动漫、游戏、演艺、文化用品、艺术品等

行业。其中中央文化企业 31家，各地方文化企业 264 家。企业所在地涉及全国 26个省

级行政单位，以及 5个计划单列市。（资料来源：中财网） 

点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出口是文化自信

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落地点，随着十九大精神的贯彻实施，未来文化自信层面的配套政策实施力度

和强度将持续加强。 

要闻 2：传媒业海外投资并购监管趋严，未来投资将更谨慎 

随着 2016年 9 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以及监管层对二级

市场 VR、游戏、影视、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并购审核日渐趋严,不少文化传媒类资产并

购重组受挫。此外，2017 年 8 月，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和央行联合发布了《关于

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将境外投资划分为鼓励开展、限制开展

和禁止开展三大类，并指出会对违反境外投资规则的企业进行惩罚，并建立违规投资黑

名单。监管对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关注和风险防范，让急于出海的中国资本冷静了下来，

中国对好莱坞的投资急剧减少，从 2016 年的 47.8亿美元降到了目前的 4.89 亿美元。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 3月，万达放弃以 10亿美元收购迪克·克拉克制作公司的

计划；8 月，联合睿康放弃了以 1亿美元购得好莱坞千禧年影业的计划；11月，派拉蒙

终止了与华桦传媒的合作协议。（资料来源：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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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我国企业境外投资中部分企业将境外投资重点放在酒店、影城、娱乐业等非实体经济领域，

可能导致资金跨境流出大幅增加，冲击我国金融安全。随着监管的强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继续深

入，预计未来传媒行业海外投资将更趋谨慎。 

要闻 3：中国电影票房突破 500 亿，观众观影需求逐渐趋于理性，未来电

影质量更值得关注 

来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1 月 20 日 18 时 57

分，中国电影年度票房首度突破 500 亿元，观影人次达到 14.48 亿，同比增长 15%。国

产影片票房 262亿元，占比达 52.4%。据估算，2017 年全国全年总票房可望达 550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头部作品占总票房的比例畸高。500 亿元总票房中，《战狼 2》占比超过

十分之一，而《羞羞的铁拳》、《功夫瑜伽》、《西游伏妖篇》以及进口大片《速度与激情

8》，位列票房榜二至五位，票房累计达 85亿元。 

相比较数字，电影质量更值得关注。今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鲛珠传》等高

价版权改编作品，遭到了票房无情抛弃，也引起舆论较为深刻的探讨。“小鲜肉+大制作

+大 IP”的公式失灵，建立在“粉丝经济”基础之上的兑现套路在电影以及电视剧制作

当中逐渐失效，市场机制开始发挥调节作用。同时，进口大片的吸金能力开始下降。在

“特供 3D”、“全球超前点映”等专门针对内地市场的手段造就的泡沫渐渐消失后，进

口大片模式化严重、创新续航能力不足等短板被广泛诟病。在经历了 2015年暴涨、2016

年冲高后回跌，2017 年内地电影市场的供求关系和收支关系正在靠近一个动态的平衡

值。在票补、票房造假、宣发泡沫等负面因素逐步被清出市场的过程中，低谷期、冷遇

期是必然要面临的挑战。如今，中国电影产业正走向成熟。相比票房数值，票房的构成、

影片整体质量更值得关注。（资料来源：光明日报） 

点评：目前国内部分影视剧由于缺乏内容制作的强力支撑，已令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随着影视剧

题材和制作方式的多元化，观众可选择范围越来越广，观影需求逐渐趋于理性，未来电影质量更

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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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企业动态 

东方明珠因子公司业务合作方涉嫌合同诈骗计提大额专项资产

减值损失，山东出版于 11 月 22日正式在上交所挂牌上市，长城影

视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同时配套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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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损失 东方明珠 

10 月 27 日，东方明珠公告称子公司上海东方

明珠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的业务合作方涉嫌合

同诈骗，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并对业务合作

方相关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司法强制措施，相关

涉案资产已采取司法查封措施，截至目前，案

件尚在侦查过程中。因此国际广告的相关业务

往来款项存在回收风险。东方明珠对上述款项

计提专项资产减值准备 6.81 亿元，当期财务

影响 6.73 亿元。 

负面 

上市融资 山东出版 

山东出版于 11 月 22 日正式在上交所挂牌上

市，股票代码：601019，本次发行价为 10.16

元，对应市盈率 22.99 倍。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为 27.12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 9165.44 万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6.2 亿元。此次募资

将主要用于大众传媒、教育传媒、发行、印刷

板块。其中耗资最大的是补充其流动资金，达

5.42 亿元。 

正面 

兼并收购新设 长城影视 

长城影视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

方式，购买乐意传媒、韩伟及顾长卫等 6 名自

然人股东合计持有的首映时代 87.50%股权。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首映时代预估值为

121,049.22 万元，双方协商首映时代 100%股

权交易价格暂定为 121,000 万元，对应本次标

的资产首映时代 87.50%股权的交易对价暂定

为 105,875 万元。此外，长城影视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以询价发行的方式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4,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100%，

同时，本次募集配套融资发行的股份数量将不

超过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的 20%。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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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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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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业小组，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