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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1 月 28 日，华录百纳公告 2014 年业绩预告，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10%-30%。对此，我们点评如下： 

评论： 

蓝火并表改善业绩，业态稳步推进 

根据公告，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外延并购和内生增长，初步推动业务升级转型，目前已

经形成了精品剧和综艺栏目并举的长视频内容制作、内容营销和内容变现业务架构。公司预

计，2014 年全年其盈利为 13570.24 -16037.56 万元，同比增长 10% - 30%；其中，非经

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贡献金额预计为 2120.48 万元。 

前期并购的蓝色火焰自 2014 年 10 月 10 日纳入合并报表，自合并日至报告期末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预计为 0.61-0.81 亿元。全年累计盈利预计为 2.2-2.4 亿元，高于

对赌业绩。测算全年备考业绩范围为 2.95 -3.19 亿元，符合我们的前期预计。 

报告期内，公司电视剧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美丽的契约》、《浪漫我心》、《金战》、《煮

妇也疯狂》、《战魂》、《婚姻时差》、《嘿老头》等项目首轮及过往项目的二轮发行；电视栏目

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中国喜剧星》、《笑傲江湖》、《女神的新衣》、《勇敢的心》等。电影方

面表现低于预期，《大话天仙》和《痞子英雄：黎明升起》票房不达预期，一定程度上拖累

了公司的当期业绩。 

此外，公司还公告称，为扩大电视栏目制作规模，提升综合影响力，公司拟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含部分利息）共计 3,480 万元人民币，投资电视节目《欢乐总动员》。 

秉承精品路线，完善内容平台 

华录百纳是国内领先的精品影视剧制作企业，近年来，公司在持续优化自身业务模式、

调整业务结构的过程中，逐步推进外延并购，深耕内容领域。2014 年，公司通过与蓝色火

焰的并购重组，进一步完善改进业态，提升内容制作和变现能力。下一阶段，公司将持续整

合内部资源，加强不同业务板块之间的协同效应，运用好蓝色火焰的广告招商和栏目运作优

势，提升自有内容的商业价值。随着协同效应的逐步形成，公司未来的内容制作和变现的能

力或将持续提升。 

风险因素： 

监管审核风险；作品销售价格及进度；行业景气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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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考虑到公司所处行业环境及自身战略推进情况，我们维持公司备考业绩 2014/15/16 年

EPS 为 0.83/0.95/1.11 元的预测，当前价 35.04 元，对应 2014/15/16 年 PE 为 42/37/31 倍，

维持“增持”评级，建议投资合理把握公司价值。 

表 1：华录百纳财务数据 

项目/年度 2012 2013 2014E 2015E 2016E 

营业收入（百万元） 393.40 377.88 574.38 838.60 1,106.95 

增长率 YoY% 36.94 -3.94 52.00 46.00 32.00 

净利润（百万元） 117.01 123.37 325.66 375.08 434.86 

增长率 YoY% 38.63 5.43 163.98 15.18 15.94 

每股收益 EPS（基本）（元） 0.44 0.93 0.83 0.95 1.11 

净资产收益率 ROE% 12.31 23.56 16.16 20.10 18.86 

PE 118 112 42 37 31 

PB 14.50 13.16 6.83 7.38 5.98 

EV/EBITDA 93.89 95.39 33.25 29.12 24.84 

资料来源：中信数量化投资分析系统  注：股价为 2015 年 1 月 28 日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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