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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节目运营公司，推进娱乐营销平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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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

买入（维持）
当前价：28.14 元

事项：
1 月 20 日，省广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与珠海市合智文化传媒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合资设立合宝娱乐传媒有限公司。对此，我们点评如下：

评论：
合资设立节目运营公司，推进娱乐产业链布局
公告显示，公司拟与珠海市合智文化传媒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合资设立合宝娱乐传
媒有限公司。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0 万元，拥有 20%
股权；珠海市合智文化传媒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2,750 万元，拥有 55%股权；珠海
市看宝文化传媒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1,000 万元，拥有 20%股权；自然人赵薇出资
250 万元，拥有 5%股权。
其中，合资公司定位为集节目制作、发行、广告营销及活动策划为一体的节目运营商，
目的在于为客户提供包括节目贴片广告、植入式广告、活动冠名权等在内多种定制广告形式，
并通过电视台、演艺活动、户外、移动多媒体等多种渠道进行整合营销。此外，合资公司还
有望将业务触角延伸到电视剧、电影、动漫、影院投资、新媒体、演艺经纪等多个领域。
我们认为，此次合资公司的成立，是公司打造综合性整合营销公司过程中的又一重大进
展。公司将以此为平台，涉足影视制作、植入广告等多种领域，逐步构建起“内容+渠道+
衍生”的娱乐整合营销平台。随着公司内部各项业务间协同效应的逐步展现，公司的价值空
间也将得到提升。

坚持双轮驱动，打造领先的整合营销传播集团
在传播营销产业整体升级的背景下，公司将继续坚持内生增长和外延并表双轮驱动的战
略，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期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我们预计，下一阶段，
公司将继续沿着既定的战略前行，通过加强自身业务能力和并购整合不断完善产业链中的各
个环节，实现产业链纵横向拓展，加强各个业务领域之间的协同效应，向以创新为核心竞争
力的领先的整合营销传播集团持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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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
技术变化对营销产业格局影响风险；并购整合风险；宏观经济对行业的影响。

投资建议：
考虑到公司内生和外延的驱动持续推动业绩增长，我们维持公司业绩预测，预计
2014/15/16 年摊薄后 EPS 分别为 0.68/0.85/0.98 元，当前价 28.14 元，对应 2014/15/16
年 PE 为 41/33/29 倍。考虑到公司内生业务平稳和未来的并购预期，维持“买入”投资评
级。考虑到同类市值比较，以及公司持续可预期增长，建议投资者继续积极把握公司中线价
值。
表 1：公司盈利预测与估值
项目/年度
营业收入（百万元）
增长率 YoY%
净利润（百万元）
增长率 YoY%
每股收益 EPS（基本）（元）
净资产收益率 ROE%
PE
PB
EV/EBITDA
资料来源：中信数量化投资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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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

2016E

4,626.65
24.47

5,590.90
20.84

6,597.26
18.00

7,586.85
15.00

8,724.87
15.00

180.91
82.66

287.56
58.95

405.93
41.17

505.82
24.61

582.10
15.08

0.36
15.26

0.48
17.00

0.68
16.45

0.85
18.71

0.98
17.55

78

58

41

33

29

11.97
64.33

9.91
36.07

6.79
27.26

6.20
22.17

5.05
19.22

注：股价和股本均为 2015 年 1 月 20 日最新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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