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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服务行业周报：端午行业继续维

持高景气度，关注景区类公司 

 

                   
 

行业分类：休闲服务   

股市有风险  入市须谨慎 

 

行业投资评级                  增持 

休闲服务指数               6218.70 

基础数据 

上证综指 3067.15 

沪深 300 3779.62 

总市值（亿元） 4,152.13  

流通 A股市值（亿元） 3,462.88  

PE（TTM） 40.12 

PB(LF) 3.87 

近一年行业与沪深 300走势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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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本期行情回顾 

本期（6.4–6.8）上证综指收于 3067.148（-0.26%）；沪深

300指数收于 3779.62（0.24%）；中小板指收于 7035.08 

（0.48%）；本期申万休闲服务行业指数收于 6218.70 

（-0.54%），落后沪深 300指数 0.78个百分点。其中，SI景

点、SI酒店、SI其他休闲服务跑赢沪深 300。 

重点资讯 

 本周华侨城超 20亿元战略投资同程旅游，或为同程系上

市铺路。华侨城和同程旅游将围绕产业布局、旅游信息化、

目的地资源整合、用户消费升级等展开全面合作。同程旅游

以“休闲旅游第一名”为战略目标，积极探索线上线下和体

验相结合的“新旅游”模式，布局境外游、国内游、周边游

等业务板块。 

 《2018 中国特色小镇发展报告》认为，特色小镇是推动

新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模式。新经济的发展需要集聚人才、技

术、资本等高端要素，更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空间载体和发展

平台，强调“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特色小镇正是适

合的平台。 

核心观点 

 2017年中国主题公园游客接待量增长了近 20%，中国主

题公园产业的前景无论从短期还是中期来看都“相当乐

观”。 我们建议关注积极布局主题公园领域的宋城演艺，公

司千古情系列已获市场认可，新项目储备丰富，未来几年的

节奏是轻资产+自主投资项目每年有 2-3个项目开业，预计阳

朔、龙泉山索道项目 2018年开业，西安、张家界项目 2019

年开业，澳洲、西樵、上海等项目也在稳步推进。 

 端午即将到来，行业有望迎来一波小高峰。行业维持高

景气度，建议继续关注旅游资源丰富的景区类公司，如黄山

旅游、中青旅等。黄山旅游积极向休闲旅游度假区转型；中

青旅的乌镇及古北水镇通过转型升级及各类特色活动，游客

持续增长。 

 风险提示：行业增长不达预期，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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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行情回顾（2018.6.4-2018.6.8） 

1.1 行业排名居中 

本期（2018.6.4-2018.6.8）上证综指收于 3067.15，周跌幅为 0.26%，沪深 300 指数收于 3779.62，

周涨幅为 0.24%；中小板指收于 7035.09，周涨幅 0.48%。本期申万休闲服务行业指数收于 6218.7，周跌

幅为 0.54%，落后沪深 300指数 0.78个百分点，在所有 28个申万一级子行业中排名第 14。其中，SI景点、

SI 酒店、SI旅游综合、SI餐饮、SI其他休闲服务周涨幅分别为 0.51%、1.77%、-1.49%、-0.96%、1.05%。 

图表 1：本期 SW休闲服务板块表现 

  SI景点 SI酒店 
SI旅游综

合 
SI餐饮 

SI其他休

闲服务 
沪深 300 中小板指 休闲服务 上证综指 

近一周涨跌 0.51% 1.77% -1.49% -0.96% 1.05% 0.24% 0.48% -0.54% -0.26% 

月初至今涨跌 -0.52% -1.37% -2.17% -0.87% -0.04% -0.60% -0.88% -1.65% -0.92% 

年初至今涨跌 5.77% 8.84% 25.55% -17.91% -10.33% -6.23% -6.88% 15.23% -7.26% 

收盘价 8453.18 4314.23 6421.37 987.65 1462.15 3779.62 7035.08 6218.70 3067.15 

数据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图表 2：本期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排行 

 

数据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1.2 本期个股表现  

本期行业内市场涨幅前五的个股分别为：大东海 A（10.56%）、长白山（6.32%）、金陵饭店（4.50%）、

锦江 B股（3.78%）、首旅酒店（3.16%）。市场跌幅前五的个股分别为西安旅游（-14.44%）、曲江文旅

（-5.83%）、腾邦国际（-5.26%）、华天酒店（-4.06%）、国旅联合（-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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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休闲服务本期涨幅前五 

代码 简称 收盘价 
本期涨跌幅

（%） 

本年涨跌幅

（%） 
市盈率 市净率 

000613.SZ 大东海 A 12.04 10.56% 56.77% 1809.85 55.41 

603099.SH 长白山 14.8 6.32% 23.44% 58.94 4.29 

601007.SH 金陵饭店 10.45 4.50% -0.10% 28.48 2.11 

900934.SH 锦江 B股 2.635 3.78% 2.97% 17.69 1.30 

600258.SH 首旅酒店 27.43 3.16% 22.27% 39.99 3.65 

数据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截至 2018年 6月 8日 

 

图表 4：休闲服务本期跌幅前五 

代码 简称 收盘价 
本期涨跌幅

（%） 

本年涨跌幅

（%） 
市盈率 市净率 

000610.SZ 西安旅游 6.99 -14.44% -40.36% -86.97 2.15 

600706.SH 曲江文旅 12.59 -5.83% -34.22% 35.63 2.31 

300178.SZ 腾邦国际 16.04 -5.26% 20.96% 33.53 3.66 

000428.SZ 华天酒店 3.31 -4.06% -20.81% 33.87 1.15 

600358.SH 国旅联合 6.77 -3.56% 3.52% 86.25 6.52 

数据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截至 2018年 6月 8日 

二、核心观点 

2.1 中国主题公园产业前景可观 

国际主题娱乐协会与旅游业研究及咨询机构美国茂盛集团联合发布《2017年度全球主题公园和博物馆

调查指数》报告，报告显示，全球前 25强主题公园 2017年共接待游客 2.439亿人次，比上一年增加 4.7%。

全球主题公园产业在迪士尼、中国以及室内娱乐产业的推动下，在 2017年恢复了历史性增长，全球各大

主题公园运营商 2017整体增长 8.6%，接待游客总量已达每年 4.757亿人次。从全球范围来看，迪士尼、

默林娱乐集团、环球影城位居主题公园前三名，前 10大主题公园集团则包括了中国华侨城集团、华强方

特集团和长隆集团等。2017年中国主题公园游客接待量增长了近 20%，在全球各大主题公园接待游客总量

中已占四分之一，中国主题公园产业的前景无论从短期还是中期来看都“相当乐观”。 

公司方面，我们建议关注积极布局主题公园领域的宋城演艺，公司千古情系列已获市场认可，新项目

储备丰富，未来几年的节奏是轻资产+自主投资项目每年有2-3个项目开业，预计阳朔、龙泉山索道项目2018

年开业，西安、张家界项目2019年开业，澳洲、西樵、上海等项目也在稳步推进，公司在异地项目拓展及

推广上有丰富经验，新项目通常在第二年开始就有可观利润贡献，未来几年公司有望进入新一轮新项目收

获期。 

2.2 端午即将到来，行业有望迎来一波小高峰 

端午节即将到来，同程艺龙根据用户的交通出行数据，对今年端午假期期间居民出行趋势进行了预测

分析。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小长假恰好连着父亲节，加上高考已经结束，作为暑期旅游旺季来临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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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端午期间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游观光流、探亲访友流和购物流多种主题叠加，家庭游、毕业旅游、

民俗游等出游产品花样众多，行业有望迎来一波小高峰。民航、铁路等客运部门预计将在端午节前一天迎

来旅客节日出行的第一个小高峰，假期回程高峰将会出现在 6月 18日。行业维持高景气度，建议继续关

注旅游资源丰富的景区类公司，如黄山旅游、中青旅等。黄山旅游积极向休闲旅游度假区转型；中青旅的

乌镇及古北水镇通过转型升级及各类特色活动，游客持续增长。 

三、行业新闻动态 

 同程旅游从 OTA强势进入资源端 

    本周同程收获华侨城超 20亿投资，双方将围绕产业布局、旅游信息化、目的地资源整合、用户消费

升级等展开全面合作。同程旅游的高速成长和创新的商业模式已赢得业界的广泛认可，曾于 2014年获得

腾讯、携程等机构逾 20亿元人民币投资，2015年 7月，又获得万达、腾讯、中信资本等超过 60亿元人民

币的战略投资。同程旅游以“休闲旅游第一名”为战略目标，积极探索线上线下和体验相结合的“新旅游”

模式，布局境外游、国内游、周边游等业务板块。从行业格局来看，OTA企业各具优势，艺龙发力酒店，

携程去哪儿盘踞机票业务，途牛跟团游优势显著，而同程则在门票领域处于市场领先位置。 

不同于万达曾在旅游电子商务方面的尝试，华侨城一直以来都在其擅长的旅游地产、主题公园方面攻

城略地。为何万达、华侨城两大地产大亨先后选择同程？互联网优势是万达与华侨城纷纷看中同程旅游的

重点。而同程也将在华侨城赋能下，有望从 OTA进入上游资源端，或继续为同程系上市铺路。 

http://www.p5w.net/stock/news/gsxw/201806/t20180606_2137617.htm 

http://tech.sina.com.cn/i/2017-12-29/doc-ifyqcwaq5838852.shtml  

 美团最早 9月 IPO，寻求获得 600亿美元估值 

据美国新闻网站 TheInformation 报道，美团计划最早于 2018年 9月在中国香港 IPO，据知情人士透

露，美团寻求在 IPO交易中获得 600亿美元估值。美团将利用 IPO所得收入融资扩大旗下服务（如打车服

务等），并推进未来在中国和国际市场上进行的一系列并购交易，用来补全其消费产业链的短板。美团目

前主要提供食品快递、酒店预订、电影票预订等服务，涉足的行业多达十几个，包括团购、外卖、酒旅、

电影等。值得注意的是，美团今年进军网约车市场及收购摩拜单车，均被看作是扩大布局，提高估值，为

上市做准备。 

http://www.pinchain.com/article/161276 

 吸引高端人才，深挖旅游小镇特色，避免同质化 

根据《中国特色小(城)镇暨“千企千镇工程”发展报告 2017》分析认为，消费性服务业正在成为小镇

特色产业发展的趋势之一。随着我国旅游业进入全民旅游、个人旅游、自驾游等多样化新时代，特色小镇

越来越适合成为旅游产业及其衍生出的相关服务业的产业聚集地；大健康时代的来临，成为康养小镇发展

的黄金期；追求个性特征的文化休闲活动需求的增多，也促使现代文化娱乐产业与很多古镇结合，催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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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融合产业。  

《2018中国特色小镇发展报告》认为，特色小镇是推动新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模式。新经济的发展需要

集聚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要素，更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空间载体和发展平台，强调“产、城、人、文”

融合发展的特色小镇正是适合的平台。 

http://www.pinchain.com/article/161232 

 长隆拟立足广东，布局海南 

长隆集团业务囊括主题公园、豪华酒店、商务会展、高档餐饮、娱乐休闲等业务板块。目前，该集团

旗下拥有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和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两大综合旅游度假区。随着中国主题公园市场持

续升温，长隆集团主题公园业务保持着增长态势。数据显示，2017年，长隆集团全年接待游客 3103.1万

人次，增速实现 13.4%，排名世界主题公园集团第六名。长期以来，长隆集团立足于广东区域，但在近期

的长隆集团与海南省政府举行的工作座谈会上，双方观看了海南长隆国际海洋生态旅游文化综合区规划概

念短片，同时就项目规划及相关问题进行沟通探讨，长隆集团有望立足于广东，积极布局海南市场。 

http://www.pinchain.com/article/161657 

四、重要公告 

 大东海 A(000613)：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5月 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00万元出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海南文高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金陵饭店(601007)：关于控股股东筹划酒店和旅游资源整合事项，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5月 31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南京金陵饭店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陵饭店集团”）通知，金陵饭店集团拟筹划重大事项，涉及酒店和旅游资源整

合，可能对本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6 月 1日开市起停牌。2018 年 6 月 7日，

公司接到金陵饭店集团通知：根据《江苏省国资委关于印发<整合酒店资源注入金陵饭店集团的实施方案>

的通知》，为发挥金陵饭店品牌优势，整合省属企业资源，支持金陵饭店集团做强做优做大，根据江苏省

委、省政府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以下省属企业酒店类资产或国有股权整合进入金陵饭店集团：江苏国信

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的上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南京国信状元楼大酒店、苏州国信雅都大酒店、连

云港国信云台大酒店、淮安国信大酒店、无锡国信碧波度假村、连云港国信神州酒店、南京双门楼宾馆、

扬州花园国际大酒店、深圳江苏宾馆、江苏舜发实业（速 8酒店南京总统府店）；江苏交通控股公司所属

的苏州南林饭店；徐矿集团所属的西安紫金山大酒店。以下省属企业旅游类资产或国有股权整合进入金陵

饭店集团：国信集团所属省外事旅游汽车公司、舜天海外旅游公司。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将于 2018年 6月 8日开市起恢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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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旅联合(600358)：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8年 6月 8日收到公司董事陈伟先生的书面

辞职报告，陈伟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辞去该职务后，陈伟先生仍继续

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股票报告网整理http://www.nxny.com



  

 
7 

[休闲服务行业周报] 

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发布       证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投资评级定义 

我们设定的上市公司投资评级如下： 

买入 ：预计未来六个月总回报超过综合指数增长水平，股价绝对值将会上涨。 

持有 ：预计未来六个月总回报与综合指数增长相若，股价绝对值通常会上涨。 

卖出 ：预计未来六个月总回报将低于综合指数增长水平，股价将不会上涨。 

 

我们设定的行业投资评级如下： 

增持 ：预计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高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水平。 

中性 ：预计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水平相若。 

减持 ：预计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低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水平。 

 

我们所定义的综合指数，是指该股票所在交易市场的综合指数，如果是在深圳挂牌上市的，则以深圳综合

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参考基准，如果是在上海挂牌上市的，则以上海综合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参考基准。而我

们所指的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水平是以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作为参考基准。 

 

分析师简介 

薄晓旭，SAC执业证书号：S0640513070004，金融学硕士，2011年 7月加入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从事商

业贸易、休闲服务行业研究。 

 

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分析师本人

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

接或间接相关。 

风险提示：投资者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

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        

 

 

 

 

 

 

 

 免责声明： 

本报告并非针对或意图送发或为任何就送发、发布、可得到或使用本报告而使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违反当地

的法律或法规或可致使中航证券受制于法律或法规的任何地区、国家或其它管辖区域的公民或居民。除非另有显示，否则此

报告中的材料的版权属于中航证券。未经中航证券事先书面授权，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复印本报告的材料、内容或

其复印本给予任何其他人。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及材料只提供给阁下作查照只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或认购证券或其他金融票据的

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中航证券未有采取行动以确保于本报告中所指的证券适合个别的投资者。本报告的内容并不构成对任

何人的投资建议，而中航证券不会因接受本报告而视他们为其客户。 

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中航证券认为可靠，但中航证券并不能担保其准确性或完整性，而中航证券不

对因使用此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而负任何责任，除非该等损失因明确的法律或法规而引致。并不能依靠本报告以取代行

使独立判断。中航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及该等报告反映分析员的不同设想、

见解及分析方法。为免生疑，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中航证券及关联公司的立场。 

中航证券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可参与或投资本报告所提及的发行人的金融交易，向该等发行人提供服务或向他们要求给

予生意，及或持有其证券或进行证券交易。中航证券于法律容许下可于发送材料前使用此报告中所载资料或意见或他们所根

据的研究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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