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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服务行业周报：世界杯叠加

暑期游，关注出境游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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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1.12    

基础数据 

上证综指     3021.90 

沪深 300 3753.43 

总市值（亿元） 4,064.98  

流通 A股市值（亿元） 3,388.04  

PE（TTM） 39.27 

PB(LF)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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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6.15）上证综指收于 3021.90（-1.48%）；沪深

300指数收于 3753.43（-0.69%）；中小板指收于 6817.15 

（-3.10%）；本期申万休闲服务行业指数收于 6071.12 

（-2.37%），落后沪深 300指数 1.68个百分点。其中，SI其

他休闲服务跑赢沪深 300。 

重点资讯 

 2018广东旅游产业投融资对接会前奏部分正式开启，按

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构建“一核一带一区”（珠三角

核心区、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发展区）旅游区域发展新格

局，大手笔打造一批旅游大项目，培育文化、山水、美食、

康养等大品牌，做旺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 

 在政策、资本和全行业消费升级的多重力量驱动下，郊

野旅游市场快速发展，围绕郊野度假的新业态不断扩大，行

业的关注度持续走高。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郊野旅游

达 25亿人次，旅游消费规模超过 1.4万亿元，郊野旅游成为

越来越多游客的选择。近日，“太湖论道”首届城市郊野休

闲旅游论坛在太湖如家小镇开幕，首旅如家的第一个郊野旅

游项目——如家小镇正式迎客。 

核心观点 

 端午恰逢世界杯开赛，受签证利好、航班便捷、飞行时

间短等因素影响，俄罗斯世界杯或将成为继 2002年韩日世界

杯后，最多中国球迷亲赴现场的一届世界杯。国际足联（FIFA）

数据显示，截至 6月 7日，中国球迷购票量超过 4万张，在

所有国家中排名第九,2018年同时也是“中欧旅游年”，世界

杯叠加暑期游，以足球为主题的旅游或将催热欧洲出境游。

公司方面，建议关注出境游受益标的腾邦国际、众信旅游等。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中心综合测算，端午三天全国共

接待国内游客 8910万人次，同比增长 7.9%，实现国内旅游收

入 362亿元，同比增长 7.3%。端午节小长假期间，主题乐园

及休闲避暑类景区需求旺盛，出境游则以周边短途目的地为

主，公司方面，建议关注景区类公司中青旅、宋城演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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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11-2018.6.15） 

1.1 行业排名居中 

本期（2018.6.11-2018.6.15）上证综指收于 3021.90，周跌幅为 1.48%，沪深 300 指数收于 3753.43，

周跌幅为 0.69%；中小板指收于 6817.15，周跌幅 3.10%。本期申万休闲服务行业指数收于 6071.12，周跌

幅为 2.37%，落后沪深 300指数 1.68个百分点，在所有 28个申万一级子行业中排名第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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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2.11%，-1.99%，-4.64%，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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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2.11% -1.99% -4.64% 8.78% -0.69% -3.10% -2.37% -1.48% 

月初至今涨跌 -4.12% -3.45% -4.12% -5.47% 8.73% -1.29% -3.95% -3.98% -2.38% 

年初至今涨跌 1.95% 6.54% 23.05% -21.71% -2.46% -6.88% -9.76% 12.49% -8.63% 

收盘价 8147.57 4223.14 6293.33 941.87 1590.52 3753.43 6817.15 6071.12 30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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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锐国际（8.78%）、金陵饭店（4.11%）、三特索道（2.48%）、

锦江 B股（1.56%）、三湘印象（0.46%）。市场跌幅前五的个股分别为长白山（-16.49%）、大东海 A（-12.71%）、

腾邦国际（-12.47%）、众信旅游（-9.04%）、九华旅游（-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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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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662.SZ 科锐国际 24.16 8.78% -2.46% 55.87 6.80 

601007.SH 金陵饭店 10.88 4.11% 4.01% 29.65 2.20 

002159.SZ 三特索道 21.06 2.48% 11.78% 390.78 3.66 

900934.SH 锦江 B股 2.68 1.56% 4.57% 18.05 1.33 

000863.SZ 三湘印象 4.33 0.46% -18.15% 59.68 0.95 

数据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截至 2018年 6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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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099.SH 长白山 12.36 -16.49% 3.09% 49.22 3.58 

000613.SZ 大东海 A 10.51 -12.71% 36.85% 1579.86 48.37 

300178.SZ 腾邦国际 14.04 -12.47% 5.88% 29.35 3.21 

002707.SZ 众信旅游 10.26 -9.04% -5.79% 35.12 3.85 

603199.SH 九华旅游 25.47 -8.18% -18.99% 37.08 2.67 

数据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截至 2018年 6月 15日 

二、核心观点 

2.1世界杯叠加暑期游，关注出境游龙头企业 

    今年端午恰逢世界杯开赛，受签证利好、航班便捷、飞行时间短等因素影响，俄罗斯世界杯或将成为

继2002年韩日世界杯后，最多中国球迷亲赴现场的一届世界杯。国际足联（FIFA）数据显示，截至6月7日，

中国球迷购票量超过4万张，在所有国家中排名第九,同时，2018年是“中欧旅游年”，这是中国和欧洲旅

游委员会共同打造的旅游文化交流项目，也是欧盟委员会针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访欧洲作出的

回应，世界杯叠加暑期游，以足球为主题的旅游或将催热欧洲出境游。 

    公司方面，建议关注出境游受益公司腾邦国际及众信旅游，腾邦国际此前深耕俄罗斯航线业务，与俄

罗斯艾菲航空在中国11座城市开通直飞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12条定期航线，此外，喜游并表有望助力其出

境游业务腾飞，公司依托二三线城市门店扩张和航线运营等精准定位和规模优势,可以有效分享出境游市

场增长及新兴出境游目的地的崛起。众信旅游在欧洲游市场优势明显，并通过产品创新加大东欧产品开拓

力度，东欧及东西欧连线产品销售收入快速增长，同时，公司也针对俄罗斯世界杯，推出了定制化旅游产

品以满足不同游客的出游需求，欧洲游回暖有望支撑公司维持出境游龙头地位。 

2.2 端午小长假，主题乐园休闲景区需求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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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中心综合测算，端午三天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8910 万人次，同比增长 7.9%，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362亿元，同比增长 7.3%。据同程旅游报告显示，端午节小长假期间，主题乐园及休闲

避暑类景区需求旺盛，超过七成的用户周边游出游天数不超过 2天。 

马蜂窝大数据显示，2018年端午小长假期间，国内热门目的地城市分别为北京、成都、上海、重庆、

西安、厦门、杭州、广州、三亚和青岛，其中海滨城市占了一半，青岛在今年夏天首次上榜。境外目的地

几乎全部集中短途周边区域，热门境外目的地分别为：日本、中国香港、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中

国台湾、马来西亚、中国澳门、越南、土耳其。端午期间的主要出游人群来自广州、杭州、成都、深圳、

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北京、苏州。其中，二三线城市的客源数量持续增长，杭州、成都等二线城市

客源反超北京、上海和深圳。 

公司方面，建议关注景区类公司中青旅和宋城演艺，中青旅乌镇、古北水镇通过品牌打造和精准营销，

客流量稳定增长，光大入主之后，在资金和市场化运营方面也有望得到集团大力支持，发展前景可观。宋

城演艺以“文化演艺+泛娱乐业务”双轮驱动，杭州大本营及三亚、丽江项目经营稳定，轻资产项目成功

落地，目前公司新项目储备丰富，未来几年轻资产+自主投资项目每年有 2-3个项目开业，阳朔、龙泉山、

西安、张家界、澳洲、西樵、上海等项目均在稳步推进，公司在异地项目拓展及推广上有丰富经验，未来

几年公司有望进入新一轮新项目收获期。 

三、行业新闻动态 

 构建“一核一带一区”旅游区域发展新格局 

6月 12日，由广东省旅游局、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办的 2018广东旅游产业投融资对接

会前奏部分正式开启，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构建“一核一带一区”（珠三角核心区、沿海经济带

和北部生态发展区）旅游区域发展新格局，大手笔打造一批旅游大项目，培育文化、山水、美食、康养等

大品牌，做旺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 

广东旅游多年的发展得益于都市观光、商务会展和主题公园，但是在海滨度假乡村旅游和自然观光领

域还是比较薄弱。广东是全国最大的客源地和最大的目地，发展周边游，有助于深度开发广东旅游资源，

实现企业良性发展，塑造区域新格局。 

http://news.hexun.com/2018-06-13/193197114.html 

 携程宣布将与 Booking Holdings 加强战略合作关系 

双方宣布，Booking Holdings 旗下最大的品牌及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之一 Booking.com 的首席执

行官 Gillian Tans将成为 Booking Holdings 在携程董事会的观察员。在此之前，此职位由 Booking.com

的亚太区总经理担任。 

携程方面表示，将和 Booking.com 继续共享两家公司的酒店库存，为客人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更广泛的

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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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ech.sina.com.cn/roll/2018-06-12/doc-ihcwpcmp4407131.shtml 

 厦门游游通票近日上线 一张通票可玩厦门 9个景点 

继上海、苏州、伦敦、纽约之后，携程网又在厦门推出了其第五个城市通票产品。导报记者昨日获悉，

携程海外玩乐事业部已联手厦门亚太旅游发展中心推出厦门游游通票，一张厦门游游通票相当于涵盖 9个

景点，相比较单独买票可节省四成左右的成本。 

http://www.taihainet.com/news/xmnews/cjdc/2018-06-14/2146053.html 

 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BITE已连续举办 14届，是国内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等的重要交流平台。在今年的展会中，BITE除了

传统的旅游资源外，还增加了旅游规划、旅游投融资、旅游地产、特色小镇、游学、文化旅游、体育旅游、

医疗康养旅游、户外旅游、房车露营旅游等板块，实现全链条、多领域的综合性展会。关注行业动态、分

享行业经验也是 BITE 多年不变的主题。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人工智能在旅游行业的应用前景与旅游创新

论坛”，以及“2018会奖旅游论坛”。同时，国内外参展商将举办几十场主题推介活动，为广大观众展示

旅游资源。 

今年展会专设了老年旅游展台，推介老年旅游方式、展示北京老年旅游产品和老年旅游装备、宣传老

年旅游资金奖励和老年旅游服务基地创建等相关政策。深受自驾游、房车一族热爱的房车小镇等，也将首

次亮相北京国际旅博会。近年来，极地旅游也成为各大旅行社争相推出的新型产品。在本届展会中，集中

了多家温泉旅游、养生休闲参展单位。B2B领域也得到进一步强化，展区设置了买家与卖家商务洽谈区。 

http://www.bjnews.com.cn/travel/2018/06/15/491283.html 

 首旅如家：“如家小镇”开启郊野度假新形态 

在政策、资本和全行业消费升级的多重力量驱动下，郊野旅游市场快速发展，围绕郊野度假的新业态

不断扩大，行业的关注度持续走高。公开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郊野旅游达 25亿人次，旅游消费规模超

过 1.4万亿元，郊野旅游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择。 

近日，“太湖论道”首届城市郊野休闲旅游论坛在太湖如家小镇开幕，首旅如家的第一个郊野旅游项

目——如家小镇正式迎客。作为一种新的休闲度假形态，早在 2016年 11月，一直经营城市快捷酒店市场

的首旅如家，就已经把视线转向乡野，并准备用集装箱制作的移动客房，布局城市周边的乡野度假市场。

而今年，首旅如家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起点。从标准化酒店到非标酒店的转化。据了解，目前首旅如家在

酒店业内率先探索郊野度假，以住宿为入口，延伸周边配套产品，打造休闲度假目的地。按照如家的构想，

未来并非主要收入都来自于酒店住宿，还将有更多收入来自住宿之外的吃住行游娱购。 

http://www.pinchain.com/article/162203 

 洲际：发布新品牌 Voco 加强高端品牌市场供给 

洲际上个月宣布其在与 Convivio（前身为 Foncière des Régions）签订协议后，将 13家英国酒店

加入其酒店组合。这些物业中的一部分将归到 Voco名下。酒店集团采用一个倾向于为业主在确认标准上

提供更多灵活性的转换品牌。IHG预计在未来 10年的时间里开设大约 200家 Voco酒店。洲际酒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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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EO Keith Barr表示 Voco 会帮助洲际加强高端市场的增长机会，该品牌将允许酒店在为住客提供与

洲际联系的保证的同时还能保持个性化。他表示：“随着 Voco的推出，将丽晶酒店和度假村加入奢华领

域，在美国推出 Avid酒店以及我们为扩大我们现有品牌的物业组合所做的努力，我们正在加快增长的宏

伟蓝图中突飞猛进。” 

http://www.pinchain.com/article/161971 

 

四、重要公告 

 凯撒旅游(000796)：海航凯撒旅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控股股东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筹划涉及本公司购买资产相关的

重大事项，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上午开市起停

牌。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次重组方案尚未最终确定，后续将根据尽职调查情况及与潜在交易对方的商

洽情况进行相应调整，本次重组的相关事项最终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预案或者报告书为准。 

    本次重组交易方式拟以发行股份和/或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交易对手购买重组标的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预计本次重组完成后将丰富公司现有业务要素

资源配置，推动公司进一步完善现有旅游及食品业务相关产业链。 

 西安旅游(000610)：西安旅游股份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迭部县人民政府、正一信健康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三方签署《对外投资协议》，以注册资本 1000万元组建“扎尕那生态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以该项目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开发建设“迭部扎尕那生态旅游养生特色小镇项目”（以下简称“特色小镇

项目”），发展当地生态旅游养生产业。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签署对外投资协议并推进项目的落实。 

 众信旅游(128022)：关于公司股票及可转债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5月 4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38），披露了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公司控股子公司竹园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剩余 30%股权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众信旅游，

股票代码：002707）及可转债（债券简称：众信转债，债券代码：128022）自 2018年 5月 4日（星期五）

开市起停牌。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及可转债将于 2018年 6月 13日（星

期三）开市起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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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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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