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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

称及人员姓

名 

天风证券文浩、招商证券朱珺、海通证券郝艳辉、广发证券杨艾莉、

国海证券朱珠等 138 人参与 

时间 2018 年 8 月 30 日 

地点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姓

名 

董事长兼总经理：王长田先生 

董事兼董事会秘书：侯俊先生 

财务总监：曾艳女士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董事长王长田先生： 

一、上半年经营情况回顾总结 

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同比有所下降，但处于正常的经营状况

中。公司主营业务都呈现良好发展的态势。 

1. 电影业务。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参与投资、发行并计入报告期票房的影片是

7 部，影片总票房是 13.83 亿元；今年上半年，公司这一项数字是 48.4

亿元。如果扣除参投影片的票房，公司主投主控的影片票房也达到十

几亿元。截至目前，公司今年参与投资、发行的影片总票房是 63.68 亿

元，其中主投主控的影片票房是约 33.3 亿元，而去年全年主投主控影

片的票房是 25 亿元，目前的数据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水平。 

由于上半年的一些项目，公司的投资比例不高，今年主营业务利

润较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一出好戏》目前票房已超过 13 亿元，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也是公司扶持新导演的又一个成功案例。未来公司希望继续保持我们

发掘培养新导演的能力。 

今年接下来的 4 个月，公司预计还会有 11 部左右影片上映，包括

多部投资比例较高的作品，其影片投资比例最低是 30%，个别影片也

可能会调整到明年上映。过去几年公司一直致力于提升影片品质，今

年的影片品质普遍都是令人满意的。随着三到五线城市票房占比提升，

观众在内容偏好方面产生变化，市场对电影公司提出的挑战进一步提

升。长期来看趋势可能又会发生一些改变，三到五线观众的观影习惯

会更加成熟，对于内容品质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因此电影公司还是

要坚持去做品质高、价值观正确的影片，相信对此市场一定会有正向

反馈。 

公司现在已经在准备明年的影片，有些影片已经拍摄完成，有些

尚在制作中，不少动画电影也在制作中。 

2. 电视剧业务 

上半年，公司电视剧业务收入和利润都有大幅提升，公司确认了

《新笑傲江湖》《爱国者》的一部分收入。下半年，公司可能会确认一

些电视剧、网剧的收入。其中包括纯网剧，如《我在未来等你》《无法

直视》《八分钟的温暖》等，都是光线享有 100%权益的；可能上映的

电视剧有《风再起时》《我的健身教练》等剧集。  

当前电视剧市场在发生剧烈变化，电视台购买力变弱。公司在这

种市场环境下介入网络剧、电视剧，大多数投资项目都会是在制作前

有销售意向、甚至签过销售合同后再进行投入，因此风险比较低。目

前公司的电视剧、网剧储备有 30 部左右，会逐步释放。 

3. 动漫业务 

上半年，公司投资、发行了《熊出没·变形记》《大世界》两部动画

影片，目前尚有 10 部左右的动画电影储备。明年计划上映的《哪吒之

魔童降世》，有希望成为爆款，其制作品质非常高。 

目前公司投资的动漫类公司已达到 21 家，包括动画原创团队、生

产制作团队，覆盖产业链上下游。公司组建了两个动画片制作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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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能满足自己的制作需求，也能承接一些外部的项目。公司投资的公

司大多数是项目发起公司、项目的主导方。同时另有一个团队正在漫

画方面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公司在动画电影行业的地位难以撼动。 

4. 艺人经纪和项目开发业务 

公司有 30 位艺人。公司主投主控的影视剧项目，大多都由自己的

艺人主演、参与，公司可以为艺人提供项目资源、演出机会，同时也

能有效控制成本。比如，《悲伤逆流成河》的 5 位主演，他们都已与光

线签约。公司的网络剧也大都选用自己的艺人。 

近年来，艺人正在成为一种资源，还可以使公司有机会投资重要

的作品。公司的艺人绝大部分是新人，未来发展空间广阔，签约的条

件也合适。 

公司还成立了新的事业部，签约了 23 位编剧以及 5 位导演。这是

为了打造我们的原创能力、强化改编能力。公司的很多项目会在第一

时间寻求内部签约编剧去完成，这样能够增强公司在内容制作上的主

动性、便利性，当然也不排斥外部合作。经过对编剧的精挑细选，希

望到年底会有达到 40 人以上的编剧团队。公司有机会成为签约编剧

最多的影视剧公司之一。 

5. 目前的主要厂牌 

公司现有光线影业（重点的大项目）、青春光线（青春题材）、彩

条屋（动画电影、动漫题材）、五光十色（侧重于女性题材）、小森林

（和作者相关的电影、电视剧）、迷你光线（小规模的项目）。今年新

设了迷彩光线，侧重于军事、动作、主旋律题材，目前有 6-7 个项目

在筹划。 

6. 投资业务 

今年上半年，公司新投资了 8 家公司，其中影视、动漫公司各 4

家。当前公司投资公司的总数量在 70 家左右，主要是少数股权投资。 

目前已经完成了投资的第一个阶段，进入第二个阶段，投资更加

谨慎，上半年放缓了投资步伐。一方面，优质公司发掘难度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比较紧张。同时，公司的投资更加聚焦于内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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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每个投资公司都与公司有业务相关性，互利共赢，降低风险。另外，

要侧重于孵化和培育，对被投公司进行孵化和甄别，不排除对于一些

优秀的公司增加股权比例。在投资上，公司还关注行业的整合，不排

除继续投资类似猫眼这类，需要大资金、高比例、有战略价值的公司。 

公司对商誉减值控制的比较好，现在需要处理的商誉减值在可控

范围内，金额较小，风险低。 

出售新丽传媒的股权，为公司带来了极大的资金优势，对这笔资

金公司会谨慎使用。未来公司将会与新丽传媒有更多的影视剧合作。 

猫眼在线上票务市场的市占率在 50%-60%之间，大部分时间在

60%左右，市占率较去年大幅提高。市占率是猫眼各项业务的基础，

卖品、营销、线下演出票务等业务也都与市占率密切相关。猫眼上半

年收入增长幅度较大，经营状况较好。春节档补贴竞争激烈对猫眼的

利润方面有一定影响，猫眼管理层预计下半年猫眼的状况会有所改善，

同时也会考虑其他一些更长远的战略目标。 

二、互动问答 

Q1. 通过对行业商誉、股权质押、现金流等各方面分析，光线是

非常好的防御性品种的上市公司。从行业层面，对监管政策、行业内

商誉减值等现象有什么看法及预期？ 

A：目前监管环境下，内容管理比之前更严格，尺度有所收紧，在

短时间内可能会维持这种现状。 

商誉减值将对一些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影响。业内一些上市公司

资金比较紧张，市场上影视项目、投资项目等明年可能会减少。 

另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影视公司在并购中的对赌问题，如果业绩无

法完成会造成较大影响。 

Q2. 对行业竞争格局的看法？ 

A：集中度提升是一个趋势，特别是在市场困难的情况下，将推动

集中度的提升。一方面，目前上市公司的融资、并购都受到一些限制，

使一些上市公司出现问题，上市公司之间的并购整合可能会加快。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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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新媒体公司和传统影视公司的并购，许多新媒体公司都希望

进入影视行业，所以可能也会促进整合。 

Q3. 公司的市场份额？ 

A：未来可见时间内国产片仍然占据优势，从公司自身来讲，10 余

部影片中如果有 8、9 部影片能上映，也有望贡献比较好的票房数据。 

Q4. 明星片酬限制、行业税收加大将对公司产生什么影响？ 

A：明星片酬是市场供给的结果，明星具有稀缺性、独特性且对影

片销售有很大影响，虽然目前可能存在不合理情况，但相信市场会调

节到合理范围。目前市场对明星片酬的看法仍不明确，难以设定一个

合理价格，导致从业者比较困惑。但相信市场对高品质影视产品还是

有需求的，需要由市场进行适当的调节。 

关于税收问题，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艺人、影视行业公司税收上应

该都不会有太大问题。目前市场对税收问题有些夸大，可能会对行业

的税收造成一些压力，影响企业的利润。 

Q5. 公司在上半年爆款较少，目前三四线城市受众逐渐成为主流

受众，公司有没有倾向上的改变？ 

A：爆款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性比较高。今年来看，《一出好戏》

具有艺术性、哲理性，虽然观赏性没那么高，但仍能取得 13 亿票房，

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一个爆款。公司持续提高作品品质，出现爆款的

概率自然会增加。同时未来公司也有适当的策略，例如成立的迷彩光

线，项目大多是一些军事、男性题材的影片，与公司以往影片的风格

有较大区别。公司之前的项目很多投资不高，但收益很好。未来也一

定会有黑马影片。 

Q6. 未来公司电影、电视剧的收入占比情况？公司作为行业龙

头，品牌效应在电视剧方面有没有什么体现？有没有与动漫平台的合

作？ 

A：各业务板块没有具体的占比规划，但电视剧收入占比在逐渐上

升。公司在电视剧方面更多是做投资，由公司发起的项目大多是网剧。

公司与各视频平台一直有很好的合作，例如《我在未来等你》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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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平台的定制剧。公司一直在寻找机会进入动漫平台，但目前光线还

不够强大，去整合大平台有难度，但不妨碍我们从小做起、去尝试。 

Q7. 作为内容公司，光线传媒是否存在能力边界？ 

A：以往的内容优势和竞争力也是公司开拓出来的，很多东西是有

共性的，包括题材选择、主创的选择等，军事题材对公司来讲也是一

样。公司有能力去把握，并可能在更多的领域也有机会、有能力进行

拓展，不会受制于边界限制。 

Q8. 关于猫眼的护城河，猫眼上半年还是做了很多补贴，面对竞

争，猫眼如何稳住市占率？ 

A：猫眼是一个独立运作的公司，我们作为股东并不能决定猫眼的

走向。猫眼实现盈利并不难，阶段性亏损主要是因为春节期间的补贴。

猫眼拥有最强的用户体验、最大的用户基数，因此即使猫眼市占率短

期下降也并不一定会影响其他业务的开展。并且随着猫眼的发展，相

信猫眼的管理层也会更加有经验，会更加成熟的处理公司的经营战略、

市占率等之间的关系。 

Q9. 下一个能让公司内容业务上一个大台阶的是什么？ 

A：一方面是公司核心业务的增长，公司对此很有信心，目前项目

储备较多，电视剧、艺人经纪等业务都在提升。在没有爆款的情况下，

公司业务希望能保持稳定增长，遇到爆款就可能迎来业绩的爆发。另

外一方面是投资业务，但公司的投资业务并非只是获取投资收益，更

多会考虑跟公司业务的相关性等。 

Q10. 未来两年市场作品急剧减少，对资金雄厚的大企业是不是

利好？ 

A：是的。比如公司预计要做 30 部电视剧、网剧，只是一个大概

的目标，但真正投资的时候发现可选择的机会很多，因为其他公司资

金比较缺乏。 

Q11. 消费降级的趋势对公司有没有影响？ 

A：在宏观经济下行时，对娱乐行业是会有影响，在初始阶段可能

会有同步的效应，但在第二阶段，口红效应可能会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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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 爆款是否跟人才有关，公司对人才的吸引力如何？ 

A：爆款跟策略、品质有关，市场始终以内容为核心，踏踏实实做

内容，丰富的项目储备也有助于提升做爆款的几率。对于人才，公司

一直以来的方向都是注重内部培养，创意、制作、营销等人才都是内

部培养。公司对人才选择比较谨慎，目标是培养 20 个顶级制片人。7

个子品牌也是为人才培养做准备。 

Q13. 公司加大对电视剧、网剧的投入的出发点和考虑？ 

A：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们认为公司具备做电视剧、网剧的能力；

其次，现在电影、电视剧有更多互动，同一个 IP 存在很多电影、电视

剧同时售卖的情况；另外，考虑到给予公司旗下演员更多机会、巩固

演员地位，电视剧网剧是最好方式；还有，就是考虑到公司的合作伙

伴，有一些是电视剧公司，有电视剧的合作机会、需求。 

Q14. 许多互联网视频平台加大电视剧投入，未来影视制作公司

是否只能承制一些定制剧？ 

A：自制剧确实是一个趋势，比如 Netflix，但是自制只能满足一

部分内容，互联网视频平台需要和外部合作、向外部购买，中部产品

确实可能定制合作，头部产品仍然是影视公司制作为主。 

Q15. 院线比较强势的公司在向上游整合，是否会构成竞争？在

争取渠道时，会给渠道端一些让利，这方面未来的趋势如何？ 

A：渠道优势确实存在，但无法起决定性作用。票房同时还取决于

上座率、排片时间等，排片率不是单一因素。现在各大院线的市场反

应时间不会超过 3 天，排片率并非主要考虑是否自己投资，更多是考

虑市场反应。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18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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