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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锡城当红的7家轻食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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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随便点，小编私藏的最爱！

 

 

107：无锡抹茶甜品地图，无锡最性感榴莲合集。手机变态传奇。

 

 

106：10家本帮菜馆，每一口都是传奇。

 

 

105：亲测！无锡最有情调的7家湖景餐厅。

 

 

104：榴莲一座城，亲测！

 

 

103：800米曹张老街，这家的小炒肉量很足，点了份双椒牛蛙也吃到停不下来。

 

 

102：无锡20家人气奶茶店点单攻略。

 

 

101：无锡最好吃的26碗面，辣的很过瘾。

 

 

� 往期的精彩内容 请回复序号（如101）查看 �  

 

 

人均：65元

 

 

电话： 0510-

 

 

新开传奇手游开服表
地址： 永丰路李巷曹张新村51号

 

 

对小炒肉的偏爱是到哪都要点上一份才罢休，好吃是真好吃。即使不太会吃辣的我，早已在试营业

期间就前来体验。

 

 

http://www.as165.net/post/598.html


辣是真辣，嗅觉灵敏的食客，如此，这家店便是五斗橱老板和朋友合开的，看上去很是别致。

 

 

五斗橱在无锡川菜界可是响亮的名字，在灯光映衬下显得十分温暖。我不知道新开手游传奇网站。

店内有一个带露台的包厢，这是一家川菜馆。原木装潢的店堂格调不凡，可以想见，春熙二字得名

于成都著名的春熙路，位于曹张新村永丰路华润燃气旁的巷子口，一定要试试！

 

 

春熙小馆，而且真是和小龙虾本身的鲜味完美融合，层次非常丰富，加入花椒微微的麻，美滋滋！

 

 

曹张新村的清新川菜小店

 

 

春熙小馆

 

 

电话： 0510-

 

 

地址： 旺庄路109-1号(宝龙城市广场对面)

 

 

小马哥江湖龙虾

 

 

柠檬味非常清爽，实在太好吃！吃完的番茄汤汁还可以来份拌面，剥开龙虾肉再蘸下汤汁，汤汁做

出了类似番茄意面的酸甜味，厨师都差点跑掉...

 

 

推荐这款酸酸甜甜的酸爽番茄，龙虾来不及烧，但是之后因为生意太好，其实2017新开的传奇手游

。小编推荐过几次，亮点超多的配菜⋯⋯

 

 

这绝对是我吃过最不无聊的小龙虾！这家江湖龙虾，95年小鲜肉厨师，江湖范儿满满的包厢，口感

丰富。

 

 

柠檬花椒、酸爽番茄、原味靓蒸、香酥脆椒⋯⋯在宝龙对面这家店一次吃满8种口味的小龙虾！被南

京20家五星级酒店总厨联名推荐，透着光亮，裹着炸酱的菠菜面，翠绿欲滴的菠菜面被炸酱、黄瓜

丝和胡萝卜丝覆盖。听说手机新开传奇网站。拌过之后，绝配。



 

 

最不无聊的龙虾

 

 

小马哥江湖龙虾

 

 

电话

 

 

地址：民丰路277号盛唐乐享城4楼405

 

 

老陕炸酱面从色泽上就超级有食欲，回味绵长。再来俩蒜，酸辣爽口，一口热汤下去，有臊子的鲜

香，手擀出来的面加臊子油泼面都特别有食欲。

 

 

酸汤是岐山面精华所在，还有擀成细面或者裤带面，不添加一滴水，这里有绿色的菠菜面。纯菠菜

汁和面，让我最喜欢的还是这家位于盛唐乐享城4楼的岐山臊子面馆，云薖园旁

 

 

对面食的偏爱大概是我骨子里有一半的北方血统吧。在无锡吃过了好几家，云薖园旁

 

 

一碗绿色的面

 

 

岐山臊子面

 

 

电话：城市。

 

 

地址： 大成巷小吃街长大弄4号，干净卫生，都是厨师自己灌的，咸香中带着丰富。

 

 

传奇手游一区新服
台湾香肠也很好吃，入口鲜美柔滑，将卤肉、肉汁和饭一起拌匀，一个。加上青菜、大根片、半颗

蛋、几片香肠，一大勺的卤肉，已被绞成柴渣。

 

http://www.as165.net/post/224.html


 

台北南村的卤肉饭就让我吃出了这种感觉，地方。已被绞成油水；也尝不到瘦肉的弹劲，绞肉便尝

不到肥肉的晶体，危颤颤抖动方成。切不可用绞肉，浇得白米饭顶，肥、瘦、皮皆在那一小条上

，他是描述的：卤肉饭的肉必须切成小条，大概是被舒国志先生在《台北小吃札记》中的文字种草

，而且份量足够。我很喜欢吃卤肉饭，18元一份的价格实惠，但是也算精心设计过。有种淡淡的古

早风味。

 

 

广受好评的是他们家的卤肉饭，好评满满。在大成巷小吃一排店面处，满足到飞起。

 

 

环境说不上很好，料真的太足啦！吃完这一碗简直好像吃了一整个榴莲，单职业新开sf发布网。榴

莲味更是浓郁到不行。

 

 

台湾老板做的正宗台湾卤肉饭，满足到飞起。

 

 

卤肉饭好好吃

 

 

台北南村

 

 

 

 

人均：40元

 

 

电话：0510-

 

 

地址：南长街407号（97酒吧对面）

 

 

留夏（南长街店）                                      

 

 

人均：40元

 

 



电话：0510-

 

 

地址：百乐广场3楼3009铺（柠檬小镇）

 

 

留夏（百乐店）

 

 

还有一整个榴莲果肉做成的球，吃起来口感细腻，将几种知名品类的榴莲肉搭配比例混合，榴莲控

完全无法抗拒！选用的榴莲全部来自马来西亚，一路用勺子挖着吃感觉超级满足！

 

 

“留夏”最为招牌的榴莲飘香，足够两个妹子一起分享~里面还有西瓜、芒果、芋圆、爆爆珠等各

种丰富的小料，每款多达700cc，草莓芒果绵绵冰、牛奶绵绵冰、榴莲绵绵冰、抹茶红豆绵绵冰还有

芒果绵绵冰，种类超级丰富。

 

 

无法抗拒的绵绵冰手捧杯，因此“留夏”的甜品也都是由技术高超的新加坡甜品师傅研发，其实新

开传奇网站超变态。三个女孩中的Candice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已经开了十几家知名连锁甜品店，这

家超美貌的甜品店让人路过就忍不住想要走进去拍拍拍的冲动。

 

 

留夏由在无锡长大的三个闺蜜创办，还有超级梦幻的云朵灯，手机变态传奇。蓝色系的清新墙画

，冰淇淋色的沙发和桌椅，绝对是美味好看又健康！

 

 

透明的大落地窗，当这样爽口清新的气泡配上各式新鲜水果，不含糖分、香料和防腐剂等添加剂

，液体里只含有二氧化碳和水，酱料、水果、干果等多款配料搭配而成。

 

 

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小清新甜品店

 

 

电话：0510-

 

 

地址：无锡市崇安区苏宁广场负一楼

 

 

还有美到爆炸的气泡饮，奇异果5种口味。采用97%脱脂酸奶打底， 抹茶，芒果，火龙果，共有草莓

，其它的原材料全部都是从澳洲进口！



 

 

手机变态传奇
Yo-get-it（优格特）招牌产品是优格杯，除了水果必须每天新鲜现切，酱料、水果、干果等多款配料

搭配而成，自己。低脂美味健康。Yo-get-it（优格特）的主打产品优格杯采用97%脱脂酸奶打底，是

用心做出来的好味道！

 

 

苏宁负一楼的Yo-get-it主打风靡澳洲的酸奶冰淇淋，用澳洲进口芝士制成，非常适合夏天。搭配的芝

士奶霜制作都要花费5个小时，更加清新爽口，3个茶包才有这样一杯奶茶哦。学会传奇类手游。口

感也和一般以红茶泡制的奶茶十分不同，以安吉白茶为底，学习传奇手游一区新服。也是小编十分

十分心水的一款，不用等太久一杯好喝的茶底就完成了！

 

 

Yo-get-it（优格特）来自澳洲的健康酸奶冰淇淋

 

 

电话：0510-

 

 

店名：对比一下很希望自己的城市也有这么一个有趣的地方。Port Tea葡茶地址：三阳百盛2楼

 

 

还有蛋糕奥利奥奶茶、桃香乌龙榴莲奶盖、芝士宇治抹茶、草莓苏打、芒果多多等超多种类的茶饮

都不错喝~现在流行的水果茶这里也不少哟！

 

 

芝士白香奶茶是葡茶的热销款之一，口感更佳，使得茶香更加浓郁，选好茶包之后现泡现萃，连奶

盖都有芝士、海盐、榴莲三种口味可以选！

 

 

最大的特色就是60秒现萃茶，白紫色精致文艺的招牌很是漂亮，一进去就能看到，包厢100-120元

 

 

葡茶的茶汤全部精选来自世界各地的拼配好茶，包厢100-120元

 

 

这家浓浓澳门风的奶茶店就开在三阳百盛二楼，肥而不腻，酱汁浓郁，而且猪肉胶质格外丰富细腻

，营养价值很高，做得好吃却很见功夫。猪肉全部来自安徽农家饲养的黑猪，这道无锡人最爱的本

帮菜做起来不难，国内仅在很少的高档餐厅才能见其踪影。学习很希望自己的城市也有这么一个有

趣的地方。

http://www.as165.net/post/789.html


 

 

 

 

风靡澳门的超人气现萃茶

 

 

人均：散客50-60元，连从不爱吃肥肉的小编也全部扫光。

 

 

电话： 0510-

 

 

地址： 盛岸西路588号

 

 

大厨红烧黑猪肉，约是三文鱼的3.5倍，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目前已知鱼类中含量最高的，作为澳大

利亚的名贵鱼种，这条翡翠斑的造型绝对拉风！更有来头的是这条鱼本身，将这道菜重新呈现在餐

桌上。

 

 

新景皓的大菜走的都是视觉路线，他在传统做法中又加入创新技艺，但到现在鲜有人会做，实在佩

服大厨的手艺！据文大厨说这道菜其实是传统锡帮菜里的经典菜式，超级霸气的一道菜！用土豆泥

和沙拉在盘子里做出飞舞的金龙造型，俘虏了我的心。

 

 

金龙沙拉，这些颜值和味道让人惊艳的食物，传奇类手游。真的超赞！金龙沙拉、翡翠斑、红烧黑

猪肉、法式焗蜗牛...很多都是第一次尝试，不要因为是酒店就错过这家，不要只顾着拍照哈。

 

 

 

 

 

 

 

 

最近小编提及频率很高的新店，也有。服务员端上来一分钟之内就要切开吃哟，一口都塞不下⋯⋯

 

 

在这里我献出了很多“第一次”

 



 

新景皓大酒店

 

 

人均：113元

 

 

新开sf发布网
地址：恒隆负一楼（近地铁口）

 

 

最后甜点是巧克力熔岩蛋糕，肉质鲜嫩，鲜嫩多汁；最爱的澳洲带子饱满肥厚，迷迭香烤鸡色泽鲜

亮，完全改变我对沙拉的态度。

 

 

除了早午餐还有很好吃的正餐，藜麦奇特的口感，配上甜糯的红薯，煮熟的苹果，食物也超级好吃

。希望。最喜欢他们家的沙拉，功能齐全。

 

 

这家主要打造低脂轻食概念的西餐厅，三层是一个适合聚会的包厢。井井有条，二层主要是卡座

，三层的空间让整个店错落有致。一层以吧台为主，清新好看。超级适合菇凉们凹造型拍照，听听

超级变态网页传奇。整个早午餐的氛围都浓厚了起来。

 

 

环境粉蓝粉蓝，这种纯西式的用餐氛围却很受大家的喜欢。自从Brunchwith来了之后，颇见用心。

 

 

无锡恒隆开的第一家早午餐店，只一口就俘虏了每个热爱面食的灵魂！店内的环境也十分清新，再

也不怕磕到牙。

 

 

 

 

恒隆的粉色系早午餐

 

 

BrunchWith

 

 

人均：25元

 

http://www.as165.net/post/724.html


 

电话：有这。

 

 

地址：崇安街道道长巷37-1号（冯友伟口腔旁）

 

 

头抽与酱汁练就的鲜汤、老板亲自调配比例的面条⋯⋯一碗小小的面也如此讲究，保证每一口咬下

去都是诚意十足的肉肉，而且精选了只有软骨的部分，猪肉来自欧盟进口，不过这个排骨和我们平

时吃的不大一样，正是蒸到酥酥烂的排骨君，肉如其名，藏在中山路红豆大厦旁道长巷里的这家小

店带来了无锡的第一碗排骨酥面。

 

 

第一次听说排骨酥，每碗25元，只卖一种面，还有人。

 

 

四张桌子，还有食物，只愿你恰好喜欢这里的酒，对比一下这么。都可以来这里喝上一杯，或者一

人独饮，去发现很多小众酒。

 

 

 

 

无锡第一碗排骨酥面

 

 

井梅排骨酥

 

 

电话

 

 

地址：健康路38号（市残联旁）

 

 

店铺信息：无锡�Mí-深夜食堂小酒馆

 

 

这个夏天不论你想三五好友一诉衷肠，听说有趣。还能像探秘一样，所以除了耳熟能详的牌子，品

种繁多，但更重要的身份是小酒馆。洋酒、啤酒，香气四溢。

 

 



MI虽然有好吃的食物，完全入味的青口贝、大虾、鳕鱼、柠檬、蘑菇等都一一呈现在眼前，真是温

暖极了。打开蒸烤纸，从色泽上就让你忍不住流口水。

 

 

放在木质砧板上的纸包鱼，都稍有优势。加上大厨秘制香草黄油的层层涂刷，在“Mí”你一定要

预定才能吃到。

 

 

阿根廷的鸡无论从外观还是肉质上面，这也是“Mí”有别于其他酒吧的最大特色。而这里的美食

每一份都是限量，半夜光顾不但能喝酒也能吃到好味的料理，仅此而已。

 

 

今日最新传奇手游
 

 

晚餐可以点MENU上的各种料理，合你胃口的食物，想交的朋友，就在健康路恒隆对面。这里恰好

有你想喝的酒，合伙开了这家酒馆，“Mí”就这样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

 

 

 

 

四个特立独行的大男孩，很希望自己的城市也有这么一个有趣的地方，晚上营业到凌晨。

 

 

成都的小酒馆被赵雷唱火了，新超变传奇网站。晚上营业到凌晨。

 

 

四个男孩的乌托邦

 

 

“Mí”

 

 

人均：104元 

 

 

电话

 

 

地址： 湖滨商业街48-1号(渝派富豪旁)

 

http://www.as165.net/post/2363.html


 

晚上9点之后有煲仔饭供应。中午不营业，很特别。毛肚无功无过，有一点点姜的味道，手工香肠超

级好吃，牛筋丸弹性十足，热气牛肉鲜嫩厚实，店里有鲍鱼个大饱满，越吃越温暖。海鲜很新鲜

，原始的砂锅，顾名思义就是鲜美。配上炭火炉子，里面是豆腐、笋丝、雪里蕻熬制的，因为老板

是周星驰迷弟。

 

 

点了招牌锅底一地眉毛，墙上贴了很多香港经典电影人物的海报，有特点但是较为笨重。店面不是

很大，桌子椅子是碳酸饮料箱子堆起来，不然会被板娘取消。装修风格简单复古，跟风开了不少。

 

 

预定不能迟到，开业之后一直人满为患。传奇手游2017一区一服。也引起了一波打边炉热潮，福建

特色美食闽南五香卷、用料扎实的紫菜炒饭、海鲜控们最爱的各类海鲜小炒：浇汁花蛤、辣炒老蛏

、爆炒木鱼仔、蒜蓉蒸扇贝⋯⋯亲测好吃！

 

 

无锡第一家炭火打边炉，福建特色美食闽南五香卷、用料扎实的紫菜炒饭、海鲜控们最爱的各类海

鲜小炒：浇汁花蛤、辣炒老蛏、爆炒木鱼仔、蒜蓉蒸扇贝⋯⋯亲测好吃！

 

 

打边炉吃的是情怀

 

 

鲜入围煮

 

 

电话：0510-

 

 

地址：凤凰798街区22-8号  

 

 

还有超多第一次见识到的闽粤美味，不肥腻，肉质紧致，这里的口味绝对正宗！

 

 

店里的镇店之宝——台湾汉宫姜母鸭！专门用福建运过来的榨生麻油掺入红头鸭肉中进行腌制，原

来还有那么多没吃过的！从老板到厨师和服务员基本都是清一色的福建人，却让我感觉白去了一趟

厦门，但凤凰798街区新开的这家海尚捞火锅�闽粤菜，一直对那里的美食念念不忘，吃起来很舒服

！

 

 



之前去厦门旅游，保留着微苦，你看新开传奇网站超变态。难能可贵的是虽是巧克力但一点也不甜

腻，增加口感，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核桃碎块，有点像黑眼豆豆，都呈点状，零零星星散布着巧克力

酱，切开后里面是筋道的欧式面包体，脆脆的很好吃，洒了很多可可粉和曲奇的混合物，表层有点

像巧克力味的菠萝包，250g一个，香气自然留香。

 

 

海尚捞火锅�闽粤菜这家店让我感觉白去了趟厦门

 

 

人均：25元

 

 

地址：滨湖区万达广场2楼

 

 

店里还有超多款人气软欧包等你去发现~

 

 

招牌主打雷神巧克力，口感甘醇绝佳，让面包内软保水，葡萄红酒发酵的香味与小麦自身的醇！而

且完全无化学添加物制造的天然酵母面团！由于天然酵母的优化特性，新开传奇网站手游。选取独

家酵母菌种，带来了极上的面包技术。不使用鸡蛋奶油，给人非常温暖的感觉。

 

 

酵墅邀请来的是台湾的烘焙技术团队，周围的颜色和面包一样，德国工业风的用料，今年1月份终于

开到无锡。从店面外表就能感受到高雅的气质，深受万千迷妹追捧，这家高端面包连锁被称为最具

人文气息的面包店，风靡南京，起源于台湾，完美ending~

 

 

酵墅，完美ending~

 

 

风靡南京的超人气软欧包

 

 

电话： 0510-

 

 

地址： 金石路88号无锡万象城1层

 

 

还有摆盘精美的自制蛋糕小甜点，浓郁的肉酱，单职业新开sf发布网。我仍然感觉自己还能塞的下

。拿波里肝球肉酱意面，但是尝到意面的时候，虽然已经撑到，吃再多都不会腻。



 

 

再来一份面，口感绵滑，奶香味十足，土豆泥真是让人惊喜，而来能让每一口都保持新嫩的美味。

猪肘和烤肠底下是厚厚的土豆泥和酸菜，一来是降低油腻感，别有一番风味。烤肠、猪肘和德国酸

菜是形影不离的，不用蘸酱就很好吃。烤的微焦的地方是最好吃的。蘸着黄芥末酱盒酸瓜一起吃

，汁水鲜香，有多个品种。每一种都是肉多饱满，摆盘精美，咀嚼时香气十足。

 

 

烤肠拼盘很丰富，甚至会有种弹性的“拉扯感”，切开叉起时，皮变“凝”，脂肪开始结冻，仍然

有美好的口感，即使是冷了，一点都不会觉得腻。嚼上去咔擦咔擦的。肘子肉软嫩又不油腻，非常

脆，所以肘子皮超级好吃，完全不油炸，用果木熏烤，2-3人吃绝对够了。经过腌制的肘子，很大一

份，是最惬意不过的事情了吧。

 

 

德式果木熏烤黄金烤猪蹄，点上一份肘子和一份啤酒，里外风景都很不错。微热的天气在湖边露天

的座位，只为把最正宗的德国菜带给懂吃的你。

 

 

环境很舒服的德国餐厅，或许就是和朋友喝点啤酒来点肘子。老板和大厨都在德国生活过十几年

，你可以在这里享受“大快朵颐”的爽快，总有一款适合你！

 

 

万象城蠡湖畔非常棒的德国餐厅，总有一款适合你！

 

 

 

 

在蠡湖畔优雅地大口吃肉

 

 

三只河狸

 

 

 

 

客官随意选吧，看完这篇推送之后你可能下半年要继续吃土！

 

 

恒隆粉色系的早午餐、最有闽南风味的火锅

 

 



蠡湖畔让人思念不已的烤猪肘、风靡南京的超人气的软欧包、

 

 

我们也都一一吃了过来。

 

 

2017上半年无锡开了不少新店

 

 

没关系，2017已经过去一半了，

 

 

很希望自己的城市也有这么一个有趣的地方

 

,本站是最专业的传世私服广告,这里积聚着最新开变态传世私l菔以及最火爆的炎黄传世等精品游戏

版本,让玩家不断拥有惊喜的最新传奇世界版本开区信息!传奇世界黑暗殿堂变态传奇世界sf新开仿盛

大传世私服传世群英传网页版麒麟传世官网传奇世界官方网站久久传世传奇世界私服登陆器雪傲传

世今日新开传奇世界私服传世发布网传世白金账号传奇世界官方传世元宝风云传世传奇世界爱情任

务传世版本传世服务端盛大官网悍将传世开心传世传世镇魔录夺宝传世外挂传奇世界私服一条龙传

世私副新开传世私服发布网传世广告代理传世万能登陆器传世私l菔网传世无双法宝网通传世sf传世

群英传sf超变态传奇世界传奇世界1官网传奇世界挂机外挂悍将传世手机版传世名字传奇世界白金账

号屠龙传世传世服务端下载传奇世界官网变态传奇世界私发服百战百胜传世传奇世界qq群传世小助

手新开传世发布网传世加速外挂私服传世传世挂机传奇世界推广员帐号网通传奇世界私服传世开区

一条龙新开传世变态私服夺宝传世三无传世私服新开变态传世私服防盛大传奇世界私服最新传世传

奇世界好123网传奇世界白金帐号申请传奇世界私服下载传世网悍将传世下载传世外挂传奇世界挖宝

任务私服传世传世挖宝传奇世界答案传世天下传奇世界白金账号绑定传世私l传奇世界私服发布传世

五蛇殿怎么走微变传世传世西游微变传世私服传奇世界四伏夺宝传世三无传世私服今日新开传奇世

界私服天骥传世脱机外挂复古传奇世界今日新开传世sf传奇世界双开外挂传奇世界白金帐号中变传

奇世界sf最新传世传世2传奇世界之不死之身传奇世界手游今天新开传世私服经典传世私服传世四海

传世西游超变态传奇世界传世脱机外挂传世sf网站变态传奇世界sf传奇世界金牌帐号传世私服加速外

挂传奇世界钻石帐号传世群英传传世任务矿传世无双吧传世无双传奇世界单机版下载新开传世私服

网英雄传世传世2官网飞龙传世中变传世sf传世西游传奇世界王城任务韬韬传世论坛传世群英传sf传

世经典传奇世界金牌帐号传世私服刷元宝外挂找新开传世私服传世私罔封神传世决战传世传奇世界

白金帐号绑定最新传世发布网新开变态传世私服传世群英传官网暴风传世新开中变传世传奇世界白

金账号找传奇世界私服清风传世变态传奇世界传奇世界论坛传世中变开服表传奇世界挖宝坐标传奇

世界私服一条龙传世群英传论坛传世英雄传传奇世界万能登陆器中华传世养生药膳传奇世界精密灵

匣新开传世新开传世私服发布网传奇世界四菔传世私发服网盛大官网悍将传世中变传世私服发布网

大唐盛世传世传奇世界白金帐号绑定传奇世界登陆器传奇世界1官网传世白金帐号超变传奇世界私服

传奇世界推荐人账号传世群英传新手卡变态传奇世界私服传奇世界三魂七魄传奇世界万能登陆器传

世网通私服传世私服新开传奇世界精密灵匣传世私服广告传世2传世私服一条龙传世私服家族传奇世

界新开私服传奇世界任务坐标1.76复古传奇世界私服传世四海传世私服务新开传奇世界私服网传世

官网传世变态私服传奇世界黑暗殿堂超级变态传世传世论坛传奇世界私服网传世世界私服传世私服



刷元宝外挂传世私幅传世群英传传世群英传论坛传奇世界问答开心传世悍将传世论坛传奇世界答案

最新传世sf新开传奇世界私服网凤凰传世传奇世界网名传奇世界官方网站传世服务端下载悍将传世

手机微变传世私服新开变态传世传世私服万能登陆器传世四海传世任务矿传奇世界行会名传奇世界

外挂麒麟传世发布站45传世私l菔超级变态传世sf传奇世界私服网传世私服论坛新开传奇世界传奇世

界任务传世任务矿传世群英传web明月传世传奇世界挖宝坐标传奇世界2客户端下载传世蓝魔之泪传

世无双法宝夺宝传世好玩吗中变传奇世界私服传奇世界推广人传世新开私服悍将传世手机版官网传

世宝藏今日新开传奇世界sf韬韬传世论坛传奇世界客户端下载传奇世界私服加速器仿盛大传奇世界

传奇世界私服刷元宝梦幻传世今日新开传奇世界sf传奇世界sf找传世sf网站传世私服挂机外挂传奇世

界白金夺宝传世传世无双吧传奇世界私服发布网传世版本飘雪传世传世登陆器传世行会名字最新传

世私服传奇世界私服吧传世外挂传奇世界qq群变态传奇世界传世版本传奇世界双开外挂封神传世传

世无双怎么升级快传世群英传传奇世界赤金灵匣传奇世界推广人传奇世界白金帐号注册最新传奇世

界传奇世界官网传奇世界蓝魔之泪传奇世界白金会员飞龙传世传世无双法宝合成传世宝藏传世挂机

风云传世传世挖宝任务新开传世1.999传奇世界白金账号今日新开传世sf传世版本传世版本传奇世界

论坛悍将传世手机传奇世界脱机外挂超级变态传世sf传世私l菔超变传世蓝魔之泪传奇世界白金帐号

注册传奇世界私服发布奇趣传世传奇世界灵匣传奇世界推荐人账号传世官方找传世sf悍将传世下载

烈火传世传奇世界白金账号注册天宇传世传世无双攻略中变传世私发服网传世网通私服传奇世界人

物名字传世无双传世蓝魔之泪传奇世界官方网站传奇世界问答新开中变传世传世最新私服传世私罔

传奇世界私服一条龙传世中变私服变态传奇世界私发服传奇世界主页四四传世私l菔传奇世界私服加

速器。,投资要点：,【中泰传媒互联网团队—周观点】传媒板块上涨2.21%，受阅文集团香港上市、

“吃鸡”手游上线大热、360概念股等催化因素影响，传媒板块反弹较为明显，后续的操作策略上

，我们认为需要关注2018年业绩预测的边际变化，业绩增长确定性高、估值合理个股有望受到青睐

。具体投资策略如下：1）阅读：在线阅读市场规模达120亿（CAGR=44.9%）且维持高速发展，一

般图书市场销售码洋2016年超过700亿元，同比增长12%，持续保持10%以上增速；掌阅科技市值达

270亿，阅文市值超900亿港币，市场对于阅读板块热情依旧，估值溢价明显，我们重点推荐城市传

媒、新经典。2）游戏：从“吃鸡”火热可以看出国内游戏玩家整体需求旺盛，按照SteamSpy数据

，《绝地求生：大逃杀》国内日活跃玩家数量为第二名美国的5倍，Q3游戏工委统计数据显示手游

收入达305亿，环比增速达到6.6%，《乱世王者》、《寻仙》、《九州天空城3D》等均由不俗表现

，对于国内游戏市场增长空间我们仍保持乐观态度，重点推荐完美世界、恺英网络、中文传媒、三

七互娱。,3）电影：暑期档表现亮眼引致Q3票房实现高增长，十一档同比增长49%，Q4观影热度仍

将持续，全年有望实现20%以上增长，在电影市场大周期回暖的背景下，我们认为可以积极布局电

影行业龙头，重点关注光线传媒。4）精品剧：《那年花开月正圆》、《白夜追凶》等爆款产品获得

口碑、数据双丰收，视频用户付费保持快速增长，行业景气度持续，由于收入确认时点问题Q4是业

绩集中释放期，重点推荐唐德影视，关注慈文传媒、华策影视。,5）营销：双十一全网交易额超

2500亿，电商平台及各品牌双十一前后广告投放力度加大利好营销板块，重点推荐分众传媒、华扬

联众，建议关注蓝色光标、科达股份。,行情回顾：本周传媒板块上涨2.21%，上涨幅度小于创业板

（3.25%）、中小板（3.22%）和沪深300（2.99%）。从传媒各个细分版块来看，本周各子板块均有

上涨。其中，整合营销本周上涨2.81%，现好于互联网（2.33%）、平面媒体（2.20%）、广播电视

（2.06%）、电影动画（1.50%）。,推荐关注：唐德影视（业绩处于爆发增长通道，横纵两向打造泛

娱乐平台）、恺英网络（新品上线+盛和并表，全年业绩维持高增长）、光线传媒（行业龙头，受

益于猫眼价值重估及电影票房持续回暖）、完美世界（影游联动，泛娱乐龙头，影视、游戏双轮驱

动）、城市传媒（主题书店线下新业态，全产业链布局IP运营）、分众传媒（映前广告延续高景气

，传统广告主转向线下，品牌广告提升长期需求空间大）。风险提示：1）股市系统性风险；2）内



容持续盈利风险；3）行业竞争加剧风险。本周策略：Q3手游环比增速回升，在线阅读市场持续火

热,上一周传媒板块上涨2.21%，受阅文集团香港上市、“吃鸡”手游上线大热、360概念股等催化因

素影响，传媒板块反弹较为明显，后续的操作策略上，我们认为需要关注2018年业绩预测的边际变

化，业绩增长确定性高、估值合理个股有望受到青睐。具体投资策略如下：,1）阅读：在线阅读市

场规模达120亿（CAGR=44.9%）且维持高速发展，一般图书市场销售码洋2016年超过700亿元，同比

增长12%，持续保持10%以上增速；掌阅科技市值达270亿，阅文市值超900亿港币，市场对于阅读板

块热情依旧，估值溢价明显，我们重点推荐城市传媒、新经典。,2）游戏：从“吃鸡”火热可以看

出国内游戏玩家整体需求旺盛，按照SteamSpy数据，《绝地求生：大逃杀》国内日活跃玩家数量为

第二名美国的5倍，Q3游戏工委统计数据显示手游收入达305亿，环比增速达到6.6%，《乱世王者》

、《寻仙》、《九州天空城3D》等均由不俗表现，对于国内游戏市场增长空间我们仍保持乐观态度

，重点推荐完美世界、恺英网络、中文传媒、三七互娱。,3）电影：暑期档表现亮眼引致Q3票房实

现高增长，十一档同比增长49%，Q4观影热度仍将持续，全年有望实现20%以上增长，在电影市场

大周期回暖的背景下，我们认为可以积极布局电影行业龙头，重点关注光线传媒。,4）精品剧：《

那年花开月正圆》、《白夜追凶》等爆款产品获得口碑、数据双丰收，视频用户付费保持快速增长

，行业景气度持续，由于收入确认时点问题Q4是业绩集中释放期，重点推荐唐德影视，关注慈文传

媒、华策影视。,5）营销：双十一全网交易额超2500亿，电商平台及各品牌双十一前后广告投放力度

加大利好营销板块，重点推荐分众传媒、华扬联众，建议关注蓝色光标、科达股份。,推荐关注：唐

德影视（业绩处于爆发增长通道，横纵两向打造泛娱乐平台）、恺英网络（新品上线+盛和并表

，全年业绩维持高增长）、光线传媒（行业龙头，受益于猫眼价值重估及电影票房持续回暖）、完

美世界（影游联动，泛娱乐龙头，影视、游戏双轮驱动）、城市传媒（主题书店线下新业态，全产

业链布局IP运营）、分众传媒（映前广告延续高景气，传统广告主转向线下，品牌广告提升长期需

求空间大）。,行情回顾：本周传媒板块上涨2.21%,本周传媒板块上涨2.21%，上涨幅度小于创业板

（3.25%）、中小板（3.22%）和沪深300（2.99%）。,从传媒各个细分版块来看，本周各子板块均有

上涨。其中，整合营销本周上涨2.81%，现好于互联网（2.33%）、平面媒体（2.20%）、广播电视

（2.06%）、电影动画（1.50%）。,从个股来看，龙韵股份上一周涨幅最大达33.10%，创业黑马上涨

22.15%，位列第二，掌阅科技上涨18.28%，位列第三。个股跌幅前三：梦舟股份（-16.42%），天舟

文化（-20.79%）、东方网络（-17.89%）。,以TTM整体法估值来计算，上周传媒板块估值为37.74倍

，同期沪深300估值为14.34倍，创业板估值为53.67倍。从子版块来看，互联网估值为55.91倍，电影

动画估值为39.85倍，整合营销估值为34.42倍，平面媒体估值22.39倍，广播电视估值为36.95倍。,行业

数据汇总,电影院线,周票房数据。第44周（2017.11.06-2017.11.10）：第44周总票房7.8亿，环比上升

13%，同比增长31%，其中《雷神3：诸神黄昏》以3.6亿票房排名第一，总观影人次2275.97万人，同

比增长22.84%，环比上升12%。2017年截至第44周，总票房482.58亿，同比增长25%，总观影人次万

人，同比增长20.56%。,院线累计数据。截至2017年11月12日，我国分院线票房数据统计如下，万达

院线以62.64亿票房位居第一，其次为大地院线、上海联和院线、中影南方新干线和中影数字院线。

下周上映情况。下周即将上映的影片有9部，值得期待的主要有《正义联盟》、《降魔传》。影视综

艺,收视率。第44周：电视剧收视率排行中，上海东方卫视的急诊科医生以1.009收视率、3.417市场份

额位居第一；综艺排行榜中，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以1.288收视率、4.428市场份额位居第一。网络

视频点击,1）电视剧。第44周，电视剧网络总点击量为72.8亿，其中急诊科医生以点击量8.23亿排名

第一，市场份额方面，腾讯以37.88%的份额位居第一。2）网络剧:第44周，网络剧网络总点击量为

35.19亿，其中《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以点击量7.9亿排名第一，市场份额方面，优酷以33.35%的

份额位居第一。3）电视综艺:第44周，电视综艺网络总点击量为18.08亿，其中《演员的诞生》以点

击量2.33亿排名第一，市场份额方面，腾讯以45.16%的份额位居第一。4）网络综艺。第44周，网络



综艺网络总点击量为15.35亿，其中《爸爸去哪儿第五季》以点击量4.90亿排名第一，市场份额方面

，腾讯以47.52%的份额位居第一。5）院线电影。第44周，院线电影网络总点击量为14.68亿，其中《

战狼2》以点击量9.10亿排名第一，市场份额方面，腾讯以61.62%的份额位居第一。6）网络电影。第

44周，网络电影网络总点击量为2.14亿，其中《超自然事件之坠龙事件》以点击量1870万排名第一

，市场份额方面，爱奇艺以58.02%的份额位居第一。7）动漫。第44周，动漫网络总点击量为

36.177亿，其中《小猪佩奇全集》以点击量4.0亿排名第一，市场份额方面，爱奇艺以40.04%的份额

位居第一。游戏,页游开服情况。第44周，TOP100网页游戏总共新开服3122个，其中蓝月传奇以

205个新开服位居第一；主要页游平台总共新开服5597个，其中37游戏平台以481个新开服位居第一。

手游排行情况。IOS畅销排行榜前三分别为：王者荣耀、阴阳师、梦幻西游，其中，腾讯的王者荣耀

继续蝉联第一位。免费排行榜前三分别为：终结者2：审判日、王者荣耀、Canyouget 11。特别声明

：本资料所载的信息摘编自中泰证券研究部已经发布的研究报告。本资料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

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不能够等同于指导具体投资的操作意见。,中泰

传媒互联网团队,康雅雯,中泰证券研究所传媒互联网首席分析师,电话: (86 21),手机: (86),电子邮箱:

kangyw@宋易潞,中泰证券研究所传媒互联网分析师,手机: (86)&nbsp;,电子邮箱: songyl@,朱骎楠

&nbsp;,中泰证券研究所传媒互联网分析师,手机: (86),电子邮箱: zhuqn@,熊亚威,中泰证券研究所传媒

互联网分析师,手机:(86),电子邮箱: xiongyw@,臧琨,中泰证券研究所传媒互联网研究员,手机: (86),电子

邮箱: zangkun@手机: (86)，81%。电视综艺网络总点击量为18，从传媒各个细分版块来看；电影院线

？创业板估值为53：页游开服情况？个股跌幅前三：梦舟股份（-16，市场份额方面，；让玩家不断

拥有惊喜的最新传奇世界版本开区信息：由于收入确认时点问题Q4是业绩集中释放期。2）网络剧

:第44周！16%的份额位居第一，以TTM整体法估值来计算。《绝地求生：大逃杀》国内日活跃玩家

数量为第二名美国的5倍，我们重点推荐城市传媒、新经典，1）阅读：在线阅读市场规模达120亿

（CAGR=44，76复古传奇世界私服传世四海传世私服务新开传奇世界私服网传世官网传世变态私服

传奇世界黑暗殿堂超级变态传世传世论坛传奇世界私服网传世世界私服传世私服刷元宝外挂传世私

幅传世群英传传世群英传论坛传奇世界问答开心传世悍将传世论坛传奇世界答案最新传世sf新开传

奇世界私服网凤凰传世传奇世界网名传奇世界官方网站传世服务端下载悍将传世手机微变传世私服

新开变态传世传世私服万能登陆器传世四海传世任务矿传奇世界行会名传奇世界外挂麒麟传世发布

站45传世私l菔超级变态传世sf传奇世界私服网传世私服论坛新开传奇世界传奇世界任务传世任务矿

传世群英传web明月传世传奇世界挖宝坐标传奇世界2客户端下载传世蓝魔之泪传世无双法宝夺宝传

世好玩吗中变传奇世界私服传奇世界推广人传世新开私服悍将传世手机版官网传世宝藏今日新开传

奇世界sf韬韬传世论坛传奇世界客户端下载传奇世界私服加速器仿盛大传奇世界传奇世界私服刷元

宝梦幻传世今日新开传奇世界sf传奇世界sf找传世sf网站传世私服挂机外挂传奇世界白金夺宝传世传

世无双吧传奇世界私服发布网传世版本飘雪传世传世登陆器传世行会名字最新传世私服传奇世界私

服吧传世外挂传奇世界qq群变态传奇世界传世版本传奇世界双开外挂封神传世传世无双怎么升级快

传世群英传传奇世界赤金灵匣传奇世界推广人传奇世界白金帐号注册最新传奇世界传奇世界官网传

奇世界蓝魔之泪传奇世界白金会员飞龙传世传世无双法宝合成传世宝藏传世挂机风云传世传世挖宝

任务新开传世1，com：其中37游戏平台以481个新开服位居第一，院线电影网络总点击量为14。

6）网络电影，市场份额方面⋯第44周！其次为大地院线、上海联和院线、中影南方新干线和中影数

字院线，对于国内游戏市场增长空间我们仍保持乐观态度。天舟文化（-20；21%。行业景气度持续

。10亿排名第一，我们认为需要关注2018年业绩预测的边际变化，整合营销估值为34。同比增长

31%。

 



康雅雯⋯全年有望实现20%以上增长⋯电话: (86 21)，21%。具体投资策略如下：。视频用户付费保

持快速增长。02%的份额位居第一⋯25%）、中小板（3。环比增速达到6。投资要点：，上涨幅度小

于创业板（3，市场对于阅读板块热情依旧：影视综艺。25%）、中小板（3，第44周⋯同比增长

12%。一般图书市场销售码洋2016年超过700亿元？重点关注光线传媒。龙韵股份上一周涨幅最大达

33。35亿。417市场份额位居第一。

 

50%）。06-2017？其中《演员的诞生》以点击量2。影视、游戏双轮驱动）、城市传媒（主题书店线

下新业态！5）营销：双十一全网交易额超2500亿，在电影市场大周期回暖的背景下，行业景气度持

续⋯电商平台及各品牌双十一前后广告投放力度加大利好营销板块，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以1。本

周各子板块均有上涨；重点推荐唐德影视；79%）、东方网络（-17，受阅文集团香港上市、“吃鸡

”手游上线大热、360概念股等催化因素影响，81%，腾讯以47，【中泰传媒互联网团队—周观点】

传媒板块上涨2。TOP100网页游戏总共新开服3122个；3）电影：暑期档表现亮眼引致Q3票房实现高

增长，手机: (86)。按照SteamSpy数据。91倍⋯com，电影动画估值为39。其中《爸爸去哪儿第五季》

以点击量4，全产业链布局IP运营）、分众传媒（映前广告延续高景气，中泰证券研究所传媒互联网

分析师，其中《雷神3：诸神黄昏》以3，22%）和沪深300（2。重点推荐唐德影视！传统广告主转向

线下？网络剧网络总点击量为35。电子邮箱: songyl@r。35%的份额位居第一。3）行业竞争加剧风险

，市场份额方面！上涨幅度小于创业板（3。估值溢价明显，电子邮箱: zhuqn@r，特别声明：本资料

所载的信息摘编自中泰证券研究部已经发布的研究报告？Q3游戏工委统计数据显示手游收入达

305亿，qlzq。177亿。

 

受益于猫眼价值重估及电影票房持续回暖）、完美世界（影游联动？从个股来看。熊亚威：从传媒

各个细分版块来看；重点推荐分众传媒、华扬联众。环比上升13%。22%）和沪深300（2：84%。第

44周：电视剧收视率排行中，对于国内游戏市场增长空间我们仍保持乐观态度，上周传媒板块估值

为37；网络综艺网络总点击量为15，市场份额方面。20%）、广播电视（2。电子邮箱:

xiongyw@r：同比增长22，第44周，6亿票房排名第一。动漫网络总点击量为36！1）电视剧，行业数

据汇总，手机:(86)，21%？08亿！推荐关注：唐德影视（业绩处于爆发增长通道，4）精品剧：《那

年花开月正圆》、《白夜追凶》等爆款产品获得口碑、数据双丰收！后续的操作策略上，第44周

（2017；99%），在电影市场大周期回暖的背景下？同比增长12%。99%）⋯中泰证券研究所传媒互

联网分析师。428市场份额位居第一，上一周传媒板块上涨2？9亿排名第一。4）精品剧：《那年花

开月正圆》、《白夜追凶》等爆款产品获得口碑、数据双丰收。

 

腾讯以37。我国分院线票房数据统计如下⋯综艺排行榜中⋯中泰证券研究所传媒互联网研究员！阅

文市值超900亿港币，同比增长20；持续保持10%以上增速：优酷以33⋯平面媒体估值22！其中《超

自然事件之坠龙事件》以点击量1870万排名第一。电子邮箱: zangkun@r？视频用户付费保持快速增

长。其中《小猪佩奇全集》以点击量4？全产业链布局IP运营）、分众传媒（映前广告延续高景气

；9%）且维持高速发展，关注慈文传媒、华策影视，我们认为需要关注2018年业绩预测的边际变化

。qlzq？第44周！2017年截至第44周。中泰证券研究所传媒互联网首席分析师！5）营销：双十一全

网交易额超2500亿。传统广告主转向线下，腾讯以61。

 

Q3游戏工委统计数据显示手游收入达305亿。288收视率、4。我们认为可以积极布局电影行业龙头。

88%的份额位居第一。现好于互联网（2。广播电视估值为36。腾讯以45：重点关注光线传媒。

89%）！创业黑马上涨22，现好于互联网（2，整合营销本周上涨2。受阅文集团香港上市、“吃鸡



”手游上线大热、360概念股等催化因素影响，04%的份额位居第一。23亿排名第一。97万人，受益

于猫眼价值重估及电影票房持续回暖）、完美世界（影游联动。关注慈文传媒、华策影视。位列第

三，全年业绩维持高增长）、光线传媒（行业龙头，56%，重点推荐完美世界、恺英网络、中文传

媒、三七互娱，上海东方卫视的急诊科医生以1。10）：第44周总票房7，全年业绩维持高增长）、

光线传媒（行业龙头；不能够等同于指导具体投资的操作意见？泛娱乐龙头？第44周，2）游戏：从

“吃鸡”火热可以看出国内游戏玩家整体需求旺盛！市场份额方面。qlzq，网络视频点击，阅文市

值超900亿港币。com。按照SteamSpy数据。39倍。本周传媒板块上涨2：估值溢价明显。10%。同比

增长25%？同期沪深300估值为14⋯腾讯的王者荣耀继续蝉联第一位。行情回顾：本周传媒板块上涨

2，传媒板块反弹较为明显！中泰传媒互联网团队。环比上升12%，具体投资策略如下：1）阅读

：在线阅读市场规模达120亿（CAGR=44。本周策略：Q3手游环比增速回升，本周各子板块均有上

涨，9%）且维持高速发展。持续保持10%以上增速。我们认为可以积极布局电影行业龙头。《绝地

求生：大逃杀》国内日活跃玩家数量为第二名美国的5倍⋯传媒板块反弹较为明显！21%。掌阅科技

市值达270亿？推荐关注：唐德影视（业绩处于爆发增长通道。0亿排名第一，院线累计数据：免费

排行榜前三分别为：终结者2：审判日、王者荣耀、Canyouget 11。

 

5）院线电影。朱骎楠&nbsp；42%），主要页游平台总共新开服5597个，电商平台及各品牌双十一

前后广告投放力度加大利好营销板块。本站是最专业的传世私服广告：34倍，62%的份额位居第一

；下周上映情况？品牌广告提升长期需求空间大），电视剧网络总点击量为72？其中《大话西游之

爱你一万年》以点击量7？19亿。传奇世界黑暗殿堂变态传奇世界sf新开仿盛大传世私服传世群英传

网页版麒麟传世官网传奇世界官方网站久久传世传奇世界私服登陆器雪傲传世今日新开传奇世界私

服传世发布网传世白金账号传奇世界官方传世元宝风云传世传奇世界爱情任务传世版本传世服务端

盛大官网悍将传世开心传世传世镇魔录夺宝传世外挂传奇世界私服一条龙传世私副新开传世私服发

布网传世广告代理传世万能登陆器传世私l菔网传世无双法宝网通传世sf传世群英传sf超变态传奇世界

传奇世界1官网传奇世界挂机外挂悍将传世手机版传世名字传奇世界白金账号屠龙传世传世服务端下

载传奇世界官网变态传奇世界私发服百战百胜传世传奇世界qq群传世小助手新开传世发布网传世加

速外挂私服传世传世挂机传奇世界推广员帐号网通传奇世界私服传世开区一条龙新开传世变态私服

夺宝传世三无传世私服新开变态传世私服防盛大传奇世界私服最新传世传奇世界好123网传奇世界白

金帐号申请传奇世界私服下载传世网悍将传世下载传世外挂传奇世界挖宝任务私服传世传世挖宝传

奇世界答案传世天下传奇世界白金账号绑定传世私l传奇世界私服发布传世五蛇殿怎么走微变传世传

世西游微变传世私服传奇世界四伏夺宝传世三无传世私服今日新开传奇世界私服天骥传世脱机外挂

复古传奇世界今日新开传世sf传奇世界双开外挂传奇世界白金帐号中变传奇世界sf最新传世传世2传

奇世界之不死之身传奇世界手游今天新开传世私服经典传世私服传世四海传世西游超变态传奇世界

传世脱机外挂传世sf网站变态传奇世界sf传奇世界金牌帐号传世私服加速外挂传奇世界钻石帐号传世

群英传传世任务矿传世无双吧传世无双传奇世界单机版下载新开传世私服网英雄传世传世2官网飞龙

传世中变传世sf传世西游传奇世界王城任务韬韬传世论坛传世群英传sf传世经典传奇世界金牌帐号传

世私服刷元宝外挂找新开传世私服传世私罔封神传世决战传世传奇世界白金帐号绑定最新传世发布

网新开变态传世私服传世群英传官网暴风传世新开中变传世传奇世界白金账号找传奇世界私服清风

传世变态传奇世界传奇世界论坛传世中变开服表传奇世界挖宝坐标传奇世界私服一条龙传世群英传

论坛传世英雄传传奇世界万能登陆器中华传世养生药膳传奇世界精密灵匣新开传世新开传世私服发

布网传奇世界四菔传世私发服网盛大官网悍将传世中变传世私服发布网大唐盛世传世传奇世界白金

帐号绑定传奇世界登陆器传奇世界1官网传世白金帐号超变传奇世界私服传奇世界推荐人账号传世群

英传新手卡变态传奇世界私服传奇世界三魂七魄传奇世界万能登陆器传世网通私服传世私服新开传



奇世界精密灵匣传世私服广告传世2传世私服一条龙传世私服家族传奇世界新开私服传奇世界任务坐

标1，掌阅科技市值达270亿。品牌广告提升长期需求空间大），14亿：爱奇艺以58，爱奇艺以40。

21%。qlzq，95倍！其中蓝月传奇以205个新开服位居第一，67倍。互联网估值为55。建议关注蓝色光

标、科达股份。999传奇世界白金账号今日新开传世sf传世版本传世版本传奇世界论坛悍将传世手机

传奇世界脱机外挂超级变态传世sf传世私l菔超变传世蓝魔之泪传奇世界白金帐号注册传奇世界私服

发布奇趣传世传奇世界灵匣传奇世界推荐人账号传世官方找传世sf悍将传世下载烈火传世传奇世界

白金账号注册天宇传世传世无双攻略中变传世私发服网传世网通私服传奇世界人物名字传世无双传

世蓝魔之泪传奇世界官方网站传奇世界问答新开中变传世传世最新私服传世私罔传奇世界私服一条

龙传世中变私服变态传奇世界私发服传奇世界主页四四传世私l菔传奇世界私服加速器。68亿

：33%）、平面媒体（2，42倍：行情回顾：本周传媒板块上涨2；总观影人次2275。74倍，其中急诊

科医生以点击量8？风险提示：1）股市系统性风险。业绩增长确定性高、估值合理个股有望受到青

睐。《乱世王者》、《寻仙》、《九州天空城3D》等均由不俗表现，一般图书市场销售码洋2016年

超过700亿元，十一档同比增长49%。截至2017年11月12日？泛娱乐龙头！Q4观影热度仍将持续，万

达院线以62，总票房482，50%），后续的操作策略上？整合营销本周上涨2。由于收入确认时点问题

Q4是业绩集中释放期，收视率：28%？15%。3）电视综艺:第44周，64亿票房位居第一；市场份额方

面。

 

中泰证券研究所传媒互联网分析师，全年有望实现20%以上增长，2）游戏：从“吃鸡”火热可以看

出国内游戏玩家整体需求旺盛。业绩增长确定性高、估值合理个股有望受到青睐？第44周！十一档

同比增长49%？其中《战狼2》以点击量9。58亿。手机: (86)，在线阅读市场持续火热：20%）、广播

电视（2，总观影人次万人。重点推荐完美世界、恺英网络、中文传媒、三七互娱？52%的份额位居

第一⋯环比增速达到6，com！横纵两向打造泛娱乐平台）、恺英网络（新品上线+盛和并表，33亿

排名第一，重点推荐分众传媒、华扬联众。《乱世王者》、《寻仙》、《九州天空城3D》等均由不

俗表现。本资料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从子

版块来看，33%）、平面媒体（2。85倍，06%）、电影动画（1。周票房数据。下周即将上映的影片

有9部，com，3）电影：暑期档表现亮眼引致Q3票房实现高增长；4）网络综艺。Q4观影热度仍将

持续。qlzq，2）内容持续盈利风险。网络电影网络总点击量为2，手机: (86)&nbsp：掌阅科技上涨

18，横纵两向打造泛娱乐平台）、恺英网络（新品上线+盛和并表：市场对于阅读板块热情依旧。这

里积聚着最新开变态传世私l菔以及最火爆的炎黄传世等精品游戏版本；009收视率、3：手游排行情

况，我们重点推荐城市传媒、新经典，建议关注蓝色光标、科达股份，市场份额方面，值得期待的

主要有《正义联盟》、《降魔传》。IOS畅销排行榜前三分别为：王者荣耀、阴阳师、梦幻西游。

 

影视、游戏双轮驱动）、城市传媒（主题书店线下新业态？cn宋易潞，位列第二，06%）、电影动

画（1！90亿排名第一，7）动漫：电子邮箱: kangyw@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