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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1.1 复兴旅文：港股 IPO 申请获核准 挽救颓势 

备受业界“牵挂”的复星旅文上市路又闯过一关。11 月 12 日深夜，业内传出复

星旅游文化集团港股 IPO 申请获得香港交易所上市核准的消息。目前，复星旅文

相关负责人就此回复北京商报记者称，目前公司尚处静默期暂不便对此事进行回

应。在业内看来，分拆上市后，连亏四年的复星旅文将直接获得资本市场的输血，

并有望借此走出连续多年亏损的低谷，但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复星旅文广而不强

的业务板块才是经营难见起色的主因，上市能否成为该公司的救命稻草还很难断

言。不可否认，不论复星旅文能否“重整旗鼓”，起码现阶段该公司确实迫切需要

依靠上市来“补充能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还进一步分析称，

复星旅文如果可以顺利上市，将有助于复星集团在地产业务表现相对一般的情况

下，通过文旅产业来获得业绩新引擎。根据 8 月底复星国际发布公告称，预期复

星旅文建议分拆及上市后，公众持股量将不少于 25%。而复星旅文招股说明书进

一步披露，外部融资将承担未来的资本开支，其中，15%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此

外 20%将用于拓展现有业务，30%用于开发丽江、太仓等旅游目的地，25%进行

潜在投资，10%用于营运资金。不过，正处于上市关键期的复星旅文并未停止扩

张的步伐。上周，三亚市政府发布消息称，日前海南省首家中外合资旅行社三亚

ThomasCook 托迈酷客旅行社正式揭牌，而这家旅行社正是由复星集团与英国旅

游集团 Thomas Cook 联合在三亚注册的。借此，复星也正式将文旅版图伸向了

目前国内大热的海南旅游市场。在业内看来，本次复星不仅意在强化旗下文旅业

务，而且还明显是在为上市后的投资铺路。 

资料来源：北京商报 

1.2 锦江国际：正式完成丽笙酒店集团收购 

“老字号”酒店锦江如今在海外再下一城。11 月 13 日，以锦江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锦江国际）为首的财团正式宣布，已完成对 Radisson Hospitality, Inc.

（丽笙酒店集团）的收购。这也是锦江在收购欧洲第二大酒店集团——法国卢浮

集团 100%股权后又一次重大海外收购。此举不但打破了中国酒店业在海外收购

的投资纪录，也将锦江推上国内最大、全球酒店前五“宝座”。业内人士表示，锦

江旗下的多个品牌能否顺利融合以及如何与国际酒店集团竞争，都成为接下来要

思考的问题。据了解，丽笙酒店集团前身为美国卡尔森酒店集团，在全球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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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 1400 多家酒店。2016 年 4 月，海航旅游集团全盘收购卡尔森酒店股权。今

年 3 月，卡尔森瑞德酒店集团在柏林举行的国际酒店投资论坛上宣布，更名为丽

笙酒店。目前，丽笙集团旗下拥有丽笙精选、丽笙、丽筠、丽芮、丽亭、丽柏、

丽怡和 Prizeotel 共计 8 个品牌。值得一提的是，10 月 30 日，丽笙酒店集团在上

海举办的媒体会上，丽笙酒店集团亚太区总裁关若荷还表示，未来 5 年将战略发

展的重点放在潜力巨大的中国，尤其是二三线城市。完成收购后，锦江酒店全球

布局拓展到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酒店数量超过 10000 家，客房 100 万间。品

牌体系实现中高端全覆盖，中高端及高端酒店房量增加约 20%，海外房量翻番，

达到 30%以上。关于后续具体如何整合与管理，锦江国际并没有透露具体细节 

资料来源：北京商报 

1.3 格林酒店：2018 年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22% 

格林酒店集团（纽交所交易代码：GHG）（以下简称“格林酒店”或“公司”）2018

年 11 月 19 日公布了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第三季度财报业绩。财

报显示，格林酒店 2018 财年第三季度营业收入为 2.57 亿元人民币（约合 3，740

万美元），同比增长 21.6%。净利润同比增长 36%，为 1.52 亿元人民币（约合 2，

220 万美元）。按照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调整后的 EBITDA（息税折旧摊销前利

润）同比增长 24.2%，为 1.56 亿元人民币（约合 2，278 万美元）。公司每股摊

薄利润为 1.50 元人民币（约合 0.22 美元）。2018 年第三季度，格林酒店旗下九

大品牌（格林东方、格美、格雅、格菲、格林豪泰、格盟、无眠、青皮树、贝壳）

酒店的 RevPAR（每间可供出租客房收入）同比增长 4.3%，这得益于稳定的 OCC

（平均入住率）以及稳步增长的 ADR（已出租客房的平均房价）：其中 OCC（平

均入住率）为 87.2%，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同时得益于服务质量的提升，第三

季度所有开业酒店 ADR（已出租客房的平均房价）同比增长 4.4%。格林酒店 CEO

徐曙光先生表示：“公司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继续关注二三线城市不断增加的消费

需求，继续完善全国市场布局，本季度新增开业酒店 146 家。格林的这些成绩是

和我们的客人、加盟商、员工和股东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所以我们会利用充足

的现金流为更多优秀的加盟商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为我们的客人提供更多的产

品和服务。” 

资料来源：证券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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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免集团与阿里巴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8 年 11 月 20 日，在阿里巴巴集团杭州总部，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中免集团”）和阿里巴巴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中国国旅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彭辉、阿里巴巴集团 CEO 张勇见证了签约仪式。中免集团总经

理陈国强和阿里巴巴全球化事业部总裁、阿里巴巴集团资深副总裁兼飞猪总裁赵

颖签署了合作协议。此次战略合作内容涉及阿里巴巴旗下飞猪、阿里云、支付宝、

菜鸟物流等多个业务线，未来双方将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携手打造免税新零售、旅游购物领域新模式。根据协

议，未来中免集团线下实体免税店运营将与阿里巴巴旗下飞猪在线旅行平台、支

付宝第三方在线支付服务相结合，共同致力于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旅游新零售生

态，实现消费体验的可洞察、可互动、可触达、可服务，全面提升商业运营效率

以及客户体验。同时，双方还将组织开展营销合作。打通双方会员体系，以双方

会员为核心，共同推动线上线下的宣传推广及协同营销等事项，为消费者提供更

多优惠。中免集团与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云还将在全渠道业务建设以及全域营销

等方面展开数字化合作，吸纳借鉴阿里巴巴数字化运营的先进经验，共同打造面

向全渠道的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进一步改进提升数字化基础能力，引领消费升

级。 

资料来源：品橙旅游 

2.A 股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表 1：A股上市公司重要公告汇总 

代码 公司名称 公告类型 主要内容 

002707 凯撒旅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

股份暨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撒旅游”或“公司”或“上市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收到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凯撒世嘉”）通知，凯撒世嘉及其一致行动人新余杭坤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杭坤”）、新余佳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新余佳庆”）与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人寿”）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签署了《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新余杭坤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余佳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华夏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本协议”或“股份转让协议”），凯撒世嘉、新余杭坤、新余佳庆将其持有的

上市公司合计 40,187,803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5%）协议转让给华夏人寿。 

603869 长白山 终止关联交易公告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全资

子公司吉林省天池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延边长白山和平滑雪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和平滑雪公司”）就和平滑雪场经营管理等事宜签订委托合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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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限为五年，合同期内预计累计交易金额约为 7605.43 万元。本项目实际施

工进度情况与合同预期存在差异，设施设备有待完善,达到预计接待规模还存在

不确定因素，避免影响上市公司业绩，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原协议。本

着“大股东作为孵化器，上市公司为放大器”的战略思路，该项目由大股东进

行培育,根据今后实际运营情况，择机重新合作。合同履行期，雪场实现收入 17

万左右，对上市公司无实质性影响，终止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

营，亦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601888 众信旅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事项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批文的

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众信旅游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郭洪斌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000796 三特索道 
关于公司高管变更

的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总裁郑文舫先生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关于辞任公司总裁职务的报告》，因工作安

排原因辞去公司总裁职务，并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战略与发

展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和党委书记职务。鉴于以上情况，

2018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

任公司总裁的议案》，新聘张泉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渤海证券 

3.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67%，餐饮旅游板块上涨 1.11%，行业跑赢市

场 0.44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中上游。其中，景区下跌 0.60%，旅

行社上涨 3.08%，酒店下跌 1.42%，餐饮上涨 1.48%。 

图 1：行业指数周涨跌幅排行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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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方面，锦江股份、三特索道以及腾邦国际本周领涨，号百控股、*ST 藏旅以

及长白山本周领跌。 

表 2：cs餐饮旅游行业内个股涨跌幅 

涨跌幅前三名 周涨跌幅（%） 涨跌幅后三名 周涨跌幅（%） 

西安旅游 37.5% 九华旅游 -4.35% 

天目湖 13.2% 三特索道 -3.82% 

号百控股 3.72% 宋城演艺 -2.73%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4.投资建议 

本周，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阿里巴巴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

此次战略合作内容涉及阿里巴巴旗下飞猪、阿里云、支付宝、菜鸟物流等多个业

务线，未来双方将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资源共享和

优势互补，携手打造免税新零售、旅游购物领域的新模式，对于免税业的长期发

展带来积极影响。当前旅游业在政策助力和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发展空间广阔，

因此我们维持对行业“看好”的投资评级，建议投资者从时间维度选择个股：长

期来看，关注政策导向扶持下的免税行业；中期关注由于供需结构改善以及中端

酒店业绩释放带来的酒店行业周期性复苏；短期则建议关注估值已经回落至合理

区间且符合市场风格的的优质个股。综上，我们推荐中国国旅（601888）、首旅

酒店（600258）、宋城演艺（300144）以及广州酒家（603043）。 

5.风险提示 

突发事件或不可控灾害；宏观经济低迷；行业重大政策变化；国企改革进展不达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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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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