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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获政策大力支持，旅游相关公司有望受益 

——休闲服务行业事件点评报告 
 

 

最近一年行业走势 

 

 

行业相对表现  
表现 1M 3M 12M 

休闲服务 -1.8 4.6 3.9 

沪深 300 -5.5 -8.4 11.0 
 
 

 

 

相关报告  
《物业管理行业专题报告二：行业加速成长，

龙头示范先行》——2018-01-29 

《物业管理服务行业事件点评报告：物管第一

股本周登陆 A 股，关注港股优质稀缺资产投

资机会》——2018-01-22 

《休闲服务行业 2018 年策略报告：行业向上

趋势不改，各子板块看点缤纷》——

2017-12-26 

《物业管理服务行业事件点评报告：南都物业

IPO 过会，行业资本化进程加速》——

2017-12-06 

《跨市场物业管理服务专题报告：万亿蓝海开

启，千亿市值龙头可期》——2017-11-15  
 

事件： 

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意见》涉

及十个方面三十一条。提出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使命，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发展自由贸易港。提出将海南建设成为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打造国际旅游消费胜地等系列目标。 

投资要点： 

 营造更加宽松的免税购物环境。《意见》中提出，实施更加便利的离

岛免税购物政策，实现离岛旅客全覆盖，提高免税购物限额。目前，海

南离岛免税政策主要适用于乘坐飞机和火车的离岛游客（其中乘坐火车

游客的离岛免税政策自 2017 年 1 月起开始实施），免税购物额度为 1.6

万元/年/人。新政策对海南的免税行业发展提供了较强的力度支持，其

一表现为游客覆盖范围更广，不仅限于乘坐飞机和火车离岛的游客，对

于水运、陆运等交通方式均包含在内，有望实现离岛游客全覆盖；其次

是免税购物限额有望获得提升，有利于促进较高单价的高端奢侈品等免

税品种需求提升，在此带动下免税品种类亦有望扩大，对部分需求旺盛

的游客有利于提升购物体验。 

 水上运动、赛马、彩票等项目有望获得支持发展。《意见》中提出，

支持海南发展沙滩运动、水上运动和赛马运动等项目，探索发展竞猜型

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其中赛马和彩票相对海南发展是新

增项目，但二者均需要完善的产业链和政策支持。支持海南发展赛马和

彩票业务在 2009 和 2010 年的时候均曾被政策提及，但后来发展缺乏起

色，部分源于缺乏细致的政策和大的产业背景支持。我们认为此时提出，

海南整体环境相对更成熟，而且大的背景是支持海南改革开放，因此接

下来政策落实值得跟踪关注。 

 支持游轮旅游、医疗康养和海岛旅游。《意见》中提出，支持海南开

通跨国邮轮旅游航线，支持三亚等邮轮港口开展公海游航线试点，加快

三亚向邮轮母港方向发展，放宽游艇旅游管制。医疗旅游方面，提出落

实完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政策，鼓励医疗新技术、新装备、

新药品的研发应用，制定支持境外患者到先行区诊疗的便利化政策。此

外还提出有序推进西沙旅游资源开发，稳步开放海岛游。支持邮轮游艇

和医疗旅游发展，拓展开发海岛游，有利于完善当前旅游环境，增加旅

游目的地吸引力，对海南旅游发展起到锦上添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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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文旅融合，促进文化消费升级。《意见》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融

合发展，大力发展动漫游戏、网络文化、数字内容等新兴文化消费，促

进传统文化消费升级。允许外资在海南试点设立在本省经营的演出经纪

机构，允许外资在海南省内经批准的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设立演出场所

经营单位。文旅融合符合消费需求新方向，允许外资引入演出，对于促

进当地演艺项目发展具备良好示范作用，有利于提升当地文旅氛围。 

 维持行业“推荐”评级。我们认为此次《意见》对海南的发展意义

非凡，自贸区和自贸港的建设将带动当地经济、文化和旅游快速发展。

更加开放的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开发邮轮海岛旅游、开展医疗康养、文

化体育赛事产业，都将大力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此外政策还提出鼓励

海南旅游企业优化重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形成一批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旅游集团，并提出提升旅游消费服务质量，大力推进旅游

消费国际化等目标。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对推动行业发展具备深远意

义，维持行业“推荐”评级。 

 重点推荐与海南旅游各元素相关公司.对应各项政策支持，我们认为

相关的免税、酒店、交通运输、景区及演艺等相关子板块公司有望从中

受益，公司具体业务详见表 1。结合公司基本面，重点推荐中国国旅、三

特索道、宋城演艺、首旅酒店等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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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公司项目进度不确定性 

表 1：重点关注公司在海南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名称 
相关的海南旅游

元素 
具体介绍 

大东海 A 三亚单体酒店 公司酒店位于三亚大东海景区，2017 年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791万和 286万元 

海航创新 旅游地产，赛马 
大股东为海航旅游集团，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旅游地产、景区开发等，旗下拥有九龙山

马会俱乐部，2017年前三季度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724万元和亏损 1.76亿元 

海南高速 地产、交运 
公司地产项目主要分布在海口、琼海和三亚等地，并负责海南东线高速公路养护，2017

年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5.8亿和 0.95亿元 

三特索道 三亚猴岛景区 
公司拥有海南猴岛、烂漫天缘等景区，2017 年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5.4亿和 550

万元 

海峡股份 
客轮运输、港口

经营 
主要拥有海安、北海和西沙航线，2017年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9.8 亿和 2.3亿元 

宋城演艺 三亚千古情 
三亚千古情为主题公园+演艺经营形式，三亚景区 2017 年分别贡献营收和净利润 3.4

亿元和 1.8亿元 

首旅酒店 三亚南山景区 公司景区位于三亚，2017年分别贡献营收和净利润 4.4亿元和 1.1亿元 

中国国旅 三亚免税店 
公司免税店位于三亚海棠湾，2017年上半年贡献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为 32.3 亿元和 4.7

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半年报、三季报，国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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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公司及盈利预测   
重点公司 股票 2018-04-16  EPS   PE  投资 

代码 名称 股价 2016 2017E 2018E 2016 2017E 2018E 评级 

002159.SZ 三特索道 19.45 -0.39 0.04 0.27 -50.0 486.25 72.04 增持 

002320.SZ 海峡股份 34.44 0.37 0.41 0.47 93.08 84.0 73.28 增持 

300144.SZ 宋城演艺 20.0 0.62 0.78 0.95 32.26 25.64 21.05 买入 

600258.SH 首旅酒店 28.45 0.44 0.77 1.04 64.5 36.95 27.36 增持 

601888.SH 中国国旅 56.12 1.85 1.09 1.33 30.34 51.49 42.2 买入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国海证券研究所（注：三特索道盈利预测取自万得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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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周玉华，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

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

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国海证券投资评级标准】 

行业投资评级 

推荐：行业基本面向好，行业指数领先沪深 300 指数； 

中性：行业基本面稳定，行业指数跟随沪深 300 指数； 

回避：行业基本面向淡，行业指数落后沪深 300 指数。 

股票投资评级 

买入：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 20%以上； 

增持：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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