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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服务行业周报：持续关注海南旅

游市场，开放专业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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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7.76 

基础数据 

上证综指     2747.23 

沪深 300 3365.12 

总市值（亿元） 3,692.71  

流通 A股市值（亿元） 3,081.59  

PE（TTM） 35.83 

PB(LF)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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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6）上证综指收于 2,747.23（-3.52%）；沪深 300

指数收于 3,365.12（-4.15%）；中小板指收于 6,162.29

（-4.87%）；本期申万休闲服务行业指数收于 5,537.76

（-5.85%），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7 个百分点。其中 SI 餐饮

跑赢沪深 300。 

重点资讯 

 万科旗下首个活力小镇系代表作——哈洛小镇正式落户

香河。哈洛小镇是万科秉承“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的新定

位，携手五矿集团，以“田园城市”为理想蓝本所打造的新北

京小镇样本。 

 截至 7月 8日下午，泰国普吉岛沉船事故的遇难者人数已

升至 42人，其中 41名已打捞上来的中国遇难者中有 13名儿

童，仍有 14 人失踪。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7月 6日发布的通

知显示，涉事中国游客多为通过在线平台订购产品的自由行游

客，涉及江苏、浙江、广东、辽宁、河南等省份。7月 7日，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要求各地立即对在线旅游企业和平台、旅行

社开展紧急排查，下架一批不合格自助游产品。 

核心观点 

 海南允许开发无人岛，持续关注海南旅游市场。据统计，

免签政策实施 2个月以来，美兰机场口岸使用免签政策入境人

数达 10600人次，同比增长了 5.5倍。海南岛成为全球第四个

离岛免税岛屿，势必将促进中外游客旅游消费。公司方面，建

议继续关注免税行业龙头中国国旅，市场地位稳固，业绩支撑

明显。公司在三亚的海棠湾河心岛项目正在按计划积极推进，

未来完工开业之后将与海棠湾免税店形成协同效应，共同受益

于海南旅游市场的增长和免税政策的持续开放。 

 近日海南省政府制定《提升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三年行动

计划(2018-2020 年)》，意在吸引入境游客，提升国际旅游岛

知名度。近年来随着国民消费逐渐升级，服务贸易占比的逐年

提升，教育消费、旅游消费、医疗消费、文化消费成为消费热

点，其中医疗消费增长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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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2-2018.7.6） 

1.1 行业排名靠后 

本期（2018.7.2-2018.7.6）上证综指收于 2,747.23，周跌幅为 3.52%，沪深 300指数收于 3,365.12，

周跌幅为 4.15%；中小板指收于 6,162.29，周跌幅 4.87%。本期申万休闲服务行业指数收于 5,537.76，周

跌幅为 5.85%，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7个百分点，在所有 28个申万一级子行业中排名第 24。其中，SI景

点、SI酒店、SI旅游综合、SI餐饮、SI其他休闲服务周涨跌幅分别为-4.94%，-10.38%，-5.04%，-3.28%，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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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 -10.38% -5.04% -3.28% -7.68% -4.15% -4.87% -5.85% -3.52% 

月初至今涨跌 -4.94% -10.38% -5.04% -3.28% -7.68% -4.15% -4.87% -5.85% -3.52% 

年初至今涨跌 -2.52% -7.53% 11.81% -25.96% -19.42% -16.52% -18.43% 2.61% -16.93% 

收盘价 7,790.03 3,665.55 5,718.55 890.74 1,314.02 3,365.12 6,162.29 5,537.76 2,7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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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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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期个股表现  

本期行业内表现较好的五支个股分别为：三湘印象（3.17%）、三特索道（2.75%）、*ST云网（-1.07%）、

大连圣亚（-1.37%）、华天酒店（-2.13%）。市场表现较差的五支个股分别为锦江股份（-12.26%）、首

旅酒店（-11.92%）、国旅联合（-11.55%）、中青旅（-11.09%）、腾邦国际（-10.46%）。 

图表 3：休闲服务本期表现较好前五 

代码 简称 收盘价 
本期涨跌幅

（%） 

本年涨跌幅

（%） 
市盈率 市净率 

000863.SZ 三湘印象 4.55 3.17% -13.99% 62.72 1.00 

002159.SZ 三特索道 19.40 2.75% 2.97% 359.98 3.37 

000796.SZ *ST云网 3.71 -1.07% -25.05% -142.51 328.13 

002059.SZ 大连圣亚 24.54 -1.37% 23.85% 56.35 7.36 

600593.SH 华天酒店 2.76 -2.13% -33.97% 28.24 0.96 

数据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截至 2018年 7月 6日 

 

图表 4：休闲服务本期表现较差前五 

代码 简称 收盘价 
本期涨跌幅

（%） 

本年涨跌幅

（%） 
市盈率 市净率 

600358.SH 锦江股份 32.43 -12.26% 1.95% 34.02 2.61 

600138.SH 首旅酒店 23.93 -11.92% 6.67% 34.89 3.19 

300178.SZ 国旅联合 4.90 -11.55% -25.08% 62.43 4.72 

002707.SZ 中青旅 17.72 -11.09% -15.09% 21.97 2.26 

000524.SZ 腾邦国际 12.59 -10.46% -5.05% 26.31 2.88 

数据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截至 2018年 7月 6日 

二、核心观点 

2.1 海南允许开发无人岛，持续关注海南旅游市场 

7 月 4 日，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公布《海南省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审批办法》，允许个人申请开发

未列入县级以上政府行政编制、无居民户籍的岛屿，该办法还明确了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的最高期限：养

殖用岛15年，旅游、娱乐用岛25年，盐业、矿业用岛30年，公益事业用岛40年，港口、修造船厂等建设工

程用岛50年。 

本次放开海岛开发，是近期海南继建设自贸区自贸港、鼓励发展赛马、探索竞猜型体育彩票等一系列

深化改革之后的又一重要经济政策。今年5月海南省59国免签计划落地，包括澳洲、欧美、亚洲各国入境

游客增长迅猛，据统计，免签政策实施2个月以来，美兰机场口岸使用免签政策入境人数达10600人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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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了5.5倍。伴随海南旅游市场的不断开放，以及入境免签政策的不断推广宣传，我们认为海南省旅

游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公司方面，建议继续关注免税行业龙头中国国旅，国旅是免税行业的龙头，加之收购日上免税行（上

海）股权之后，公司规模效应和议价能力都有明显优势，市场地位稳固，业绩支撑明显。公司在三亚的海

棠湾河心岛项目正在按计划积极推进，未来完工开业之后将与海棠湾免税店形成协同效应，共同受益于海

南旅游市场的增长和免税政策的持续开放。 

2.2 海南继续开放专业服务领域 

    近日海南省政府制定《提升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意在吸引入境游客，

提升国际旅游岛知名度。《计划》重点提出以下五点。1）到 2020年境外直飞航线不少于 70条。2）逐步

形成“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邮轮旅游圈”。3）引进来自菲律宾、老挝、柬埔寨、缅甸、尼泊尔、越南等具

有一定英语教育背景的国际劳务人员。4）不断放宽离岛免税和离境退税购物等政策。 提高免税购物限额，

不限件数和次数。5）加大引进与海南旅游资源匹配性强的国际性体育赛事。 

近年来随着国民消费逐渐升级，服务贸易占比的逐年提升，教育消费、旅游消费、医疗消费、文化消

费成为消费热点，其中医疗消费增长迅猛。7月 1日至 3日，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胡春华来到海南调研，

重点考察了：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海南省政务数据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洋浦经济开发区等。长久以来以农业和房地产带动经济的海南省，近年来开始专注于发展其国际旅游岛优

势。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是中国第一家以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为主的国家级开发园区，拥有多项优

先政策，其允许在中国政府批准进入市场之前，率先引进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已经批准的医药和器械，

并且还允许外国医生在园区内工作。医疗旅游不仅可以回流大批前往境外就医的国内消费者，同时也将吸

引一部分热爱中医的外国人。今年 4月，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委会和中国国际旅行总社有限公

司签约，开拓东南亚、俄罗斯等客源市场，打造先行区国际一流的康养旅游度假区。在大力发展医养旅游

的同时，传统的康养旅游产品也逐渐增多。 

三、行业新闻动态 

 万科首个活力小镇落户环京 

    人民网 7月 2日消息，万科旗下首个活力小镇系代表作——哈洛小镇正式落户香河。哈洛小镇是万科

秉承“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的新定位，携手五矿集团，以“田园城市”为理想蓝本所打造的新北京小

镇样本。今年年初，万科将“城市配套服务商”的定位迭代升级为“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并具体细

化为四个角色：美好生活场景师，实体经济生力军，创新探索试验田，和谐生态建设者。 

    近年来，万科的小镇布局也在北京逐步展开，打造了诸如生态小镇、产业小镇、活力小镇等多个维度

的小镇产品。每一个小镇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而活力小镇是万科基于便利的区位及交通，探索城市更理

想居住方式而打造的另一种小镇产品系。 

http://house.people.com.cn/n1/2018/0702/c164220-30105544.html 

http://house.people.com.cn/n1/2018/0702/c164220-301055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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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岛游成遇险重灾区，泰国普吉岛沉船事故警示“自由行” 

截至 7月 8日下午，泰国普吉岛沉船事故的遇难者人数已升至 42人，其中 41名已打捞上来的中国遇

难者中有 13名儿童，另有 1名遇难者遗体因尚未打捞上岸无法辨认身份，仍有 14人失踪。 

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7月 6日发布的通知显示，涉事中国游客多为通过在线平台订购产品的自由行游

客，涉及江苏、浙江、广东、辽宁、河南等省份。7月 7日，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要求各地立即对在线旅游

企业和平台、旅行社开展紧急排查，下架一批不合格自助游产品。另据泰国官方数据，仅 2017年上半年，

在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溺水死亡人数达 74人。而携程旅游的数据也显示，从携程平台大数据来看，最近

一年意外死亡的保险理赔中 50%以上是海岛溺水。海岛自由行游客比例提升，面临着更大的安全风险。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07-08/1233001.html 

 海南：个人可申请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最长期限 50 年 

    7月 4日，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公布了《海南省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审批办法》，办法明确单位或个

人申请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应向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申请书、

具体方案和项目论证报告。 

    办法指出，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遵循科学规划、保护优先、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全面落实国

家和海南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要求，鼓励绿色环保、低碳节能、集约节约的生态海岛开发利用模式。办法

还明确，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的最高期限，参照海域使用权的有关规定执行：养殖用岛十五年；旅游、娱

乐用岛二十五年；盐业、矿业用岛三十年；公益事业用岛四十年；港口、修造船厂等建设工程用岛五十年。 

http://china.cnr.cn/yaowen/20180706/t20180706_524292630.shtml 

 主题乐园突围战，首个植物大战僵尸农场将开业 

6月 30日，由田园东方投资集团与上海争伯设计公司合资成立的田园争伯公司在上海成立。他们选择

将自然主题乐园作为自己的赛道。田园东方创立于 2011 年，创始人为张诚，主要股东是东方园林投资控

股集团。田园东方与上海争伯在实现业务合并后，田园东方集团田园综合体业务的自然乐园事业板块将加

速发展，他们即将有三个游乐园项目对外呈现，自然乐园战略开始启动。 

业界预测，未来 5年中国儿童产业消费规模有大约 2 万亿的增长空间。田园争伯公司已经有项目即将

落地，其首个作品疯狂拖拉机农场将在今年 10 月正式开园。该项目位于无锡田园东方蜜桃村北区，占地

约 40000平方米，以外星人创造的俏壳鸡、逗皮羊、朗哞牛为原创 IP，是中国首家以拖拉机驾驶娱乐为主，

集动物观赏、农作物科普及农庄餐饮体验为一体的农场乐园。另外，田园东方乐园事业部在无锡田园东方

蜜桃村北区打造的全球首个“植物大战僵尸农场”将于 7月 9日开园，在成都新兴和盛田园东方项目中打

造的“成都阿狸田野乐园”也将在 7月 13日正式开业。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282997.html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07-08/1233001.html
http://china.cnr.cn/yaowen/20180706/t20180706_524292630.shtml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2829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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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智能客房新鲜体验，人机对话感觉不再孤单 

    7月 4日在北京三里屯通盈中心洲际酒店的行政俱乐部套房里，首次试用了洲际集团第一批落地的行

政俱乐部 AI智慧套房，AI智慧房间里比平时多摆放了一台和百度合作研发的智能带屏音箱，对着它发送

语音，可以方便、智能地控制房间内的设施，比如灯光和窗帘，还可以点播音频视频，客房点餐，以及查

询周边生活资讯等。 

    洲际行政俱乐部 AI智慧套房首批落后在北京三里屯通盈中心洲际酒店和广州保利洲际酒店，年内，

该服务还将陆续在大中华区共计 100间洲际酒店的行政俱乐部套房中推出。自去年 11月，洲际酒店集团

与百度达成人工智能战略合作后，推动了酒店行业在该领域的探索浪潮。人工智能的落地场景，由家居、

自动驾驶等领域，开创性地拓展至酒店和旅游行业。此次智慧酒店解决方案的实地落地亦被视为业内的一

次里程碑。未来，洲际酒店集团与百度将携手继续推进智慧酒店解决方案的创新，在成都等更多一线及热

门旅游城市推出 AI智慧酒店套房，为宾客开拓更多智能化选择及体验。 

http://www.sohu.com/a/239462169_101939 

 上海：离境退税三周年，业务量占全国 75% 

    从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获悉，截至今日，上海已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三周年，累计

为 4.8万余名境外旅客开具 4.9万份退税申请单，成功办理退税 7000万元，退税物品销售额高达 6.5亿

元。离境退税业务量和销售额均占全国总量的 75%以上，在 24个试点省市中独占鳌头。 

2017年 10月，上海又率先启用税务总局离境退税新系统，连通数据“孤岛”，实现互联互通，扫除了

制约异地退税的障碍。自此，旅客无论入境、消费和出境地是否一致，都能在出境时及时获得退税。按照

上海市委市政府“四大品牌”建设的决策部署，在全力打响“上海购物”品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

费城市，让上海成为人人向往的“购物天堂”的进程中，离境退税始终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https://www.pinchain.com/article/163851 

 飞猪数据显示，2017年对比去年，国内赴海南人数增长 15% 

中新网 6月 29日电 扫证件、刷脸、输入手机号，30 秒即可完成 Check in，你将在更多酒店流畅入

住，无需交证件给前台、免押金、免排队。6月 28日，阿里巴巴旗下旅行品牌飞猪在海口举办酒店新科技

交流会，与海南众酒店在全场景信用消费、刷脸自助入住等方面达成合作，人脸识别自助入住技术落地海

南近 50家酒店。 

    海南是阿里实施全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基地，背靠阿里巴巴大生态的飞猪，希望通过智能化赋能涉旅

企业经营全面升级，为海南国际智慧旅游岛打造全新体验。飞猪数据显示，2017年对比去年，国内赴海南

人数增长 15%，境外到海南航段数增长 51%。未来，从酒店到交通、景区，在飞猪和海南各方的努力之下，

这一热门目的地旅游的“体感”将越来越好。 

http://www.chinanews.com/business/2018/06-29/8551418.shtml 

 

http://www.sohu.com/a/239462169_101939
https://www.pinchain.com/article/163851
http://www.chinanews.com/business/2018/06-29/85514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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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公告 

 凯撒旅游(000796)：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018 年 7 月 4 日，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及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3 亿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3 个月。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不存在从事高风险投

资的情况。 鉴于公司从事出境旅游业务， 2018 年 3月 2日，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一致同意了 2018 年

开展不超过 1 亿美元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目前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均在未来生产经营所需外币支付范围

内开展，目的在于锁定远期汇率，用于生产经营涉及境外采购的外汇结算，属于公司为规避汇率风险采取

的措施，不属于高风险投资。 

 中青旅（600138）：重大资产购买预案摘要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乌镇旅游，拟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参与受让京能集团持有

古北水镇股权，具体受让价格、受让比例将以本次国有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最终结果为准。

上市公司为国内大型旅游运营商，主要业务分为旅游、策略投资两大板块，其中旅游业为公司主要业务，

2017年旅游板块业务占公司营业收入 71.38%。上市公司在旅游板块开展业务包括旅行社业务、整合营销

业务、景区业务和酒店业务。策略性投资业务以 IT硬件代理和系统集成业务、云贵川三省福利彩票技术

服务业务及中青旅大厦租赁业务为主。公司按照“4+3”架构积极布局产业融合领域，谋求旅游产业与策

略投资的互通促进发展。 

    若本次受让成功，上市公司持有古北水镇股权比例上升，有利于上市公司进一步深耕景区业务及北京

区域市场，上市公司可以进一步充分利用已有项目资源，提高项目的整体运作效率、从而大力提升品牌的

影响力，进一步巩固上市公司旅游业务竞争优势。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的景区开发运营业务将进一步

加强，加强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提高公司持续竞争能力。 

 国旅联合（600358）：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由当代资管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73,556,106 股 A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上市公司股

本总额的 14.57%）依法出售给江旅集团。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江旅集团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投票权的股份

数量合计 73,556,10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4.57%。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江西国资委将成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份是甲方持有的国旅联合 73,556,106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及标的股份所对应的所

有股东权利和权益（包括与标的股份有关的所有权、利润分配权、表决权等中国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章程

规定的公司股东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权益），占国旅联合总股本的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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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特索道（002159）：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 1%的公告 

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年 7月 5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通知，获悉当代集团于 2018年 6月 8日至 2018年 7月 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

股份共计 1,638,4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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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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