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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旅游高峰到来，出境游市场持续升温 

休闲服务行业周报第 49 期 

投资要点： 

 投资机会推荐：核心观点：暑期旅游高峰到来，出境游市场持续升温。

根据携程近期的数据显示，随着暑期的到来，出境游市场持续升温，今年

出境游客人数和花费将持续增长，预计7、8月，全国出境游人次将超过3000

万，预计人均花费超过6000元。日本和泰国依旧火热，日本签证的订单暑

期增长了142%，新马等东南亚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欧美地区及澳洲

的涨幅也很可观，其中澳大利亚增长了66%，英国增长了85%，建议关注出

境游优质标的众信旅游（002707.SZ）。其次中青旅上周公告称拟受让京能

集团持有的古北水镇2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古北水镇股权

比例将超50%，盈利能力将大幅改善，建议长期关注。同时，我们维持上周

的推荐逻辑，建议关注经营数据持续向好的锦江股份（600754.SH）、强势

回归演艺主业的宋城演艺（300144.SZ）及免税增长强劲的中国国旅

（601888.SH）。 

 上周行业重要新闻回顾：贵州梵净山成为中国第53处世界遗产；德国

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1月至4月，拥有10张及以上床位的住宿设

施所接待的国际游客间夜数已达2310万，较去年同比增长4.8%；出境游不

受人民币贬值影响，暑期或超3000万人；宁乡炭河古城开园一周年游客超

400万，带动逾10亿元产业发展；海南个人可申请开发无居民海岛用于旅

游娱乐。 

 上周公司重要新闻公告回顾：华天酒店发布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司

法拍卖购买房产的公告；国旅联合发布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大连圣亚发

布部分董事增持股份计划公告；腾邦国际发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非公开

发行可交换债券的公告；中青旅发布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行情和估值动态追踪：上周申万休闲服务指数收于5537.76，收跌

5.85%，成交额117.54亿元，较前一周持平。细分板块餐饮（-3.28%）>景

点（-4.94%）>旅游综合（-5.04%）>酒店（-10.38%）。GL休闲服务行业（32

只）目前动态平均估值水平为35.37倍市盈率，A股相对溢价较前一周下降。 

 风险提示：突发事件带来的旅游限制的风险；宏观经济下行的风险；

个股项目推进不达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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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资机会推荐 

核心观点：暑期旅游高峰到来，出境游市场持续升温 

根据携程近期的数据显示，随着暑期的到来，出境游市场持续升温，今年出境游

客人数和花费将持续增长，预计 7、8月，全国出境游人次将超过 3000万，预计人均

花费超过 6000元。日本和泰国依旧火热，日本签证的订单暑期增长了 142%，新马等

东南亚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欧美地区及澳洲的涨幅也很可观，其中澳大利亚增

长了 66%，英国增长了 85%，建议关注出境游优质标的众信旅游（002707.SZ）。其次

中青旅上周公告称拟受让京能集团持有的古北水镇 2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

司持有古北水镇股权比例将超 50%，盈利能力将大幅改善，建议长期关注。同时，我

们维持上周的推荐逻辑，建议关注经营数据持续向好的锦江股份（600754.SH）、强势

回归演艺主业的宋城演艺（300144.SZ）及免税增长强劲的中国国旅（601888.SH）。 

1）中青旅（600138.SH）：近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乌镇旅游，拟通过北京产权交

易所受让京能集团持有古北水镇 20%的股权，转让底价为 17 亿元。公司目前直接持

有古北水镇 25.81%的股权，子公司乌镇旅游持有古北水镇 15.48%的股权，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持有古北水镇股权比例可能超 50%。2017 年，古北水镇景区实现营收

9.79亿元，同比增长 35.16%；全年累计接待游客 275.36万人次，同比增长 12.89%，

客流量近年来实现稳定的增长。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古北水镇股权比例上

升，可逐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盈利水平，从根本上符合公司股东的利益，将为上

市公司培养稳定的业绩增长点，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建议长期关注。 

2）宋城演艺（300144.SZ）：六间房和花椒重组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不足 30%，

六间房将不再作为子公司并表，同时寻找合格战略投资者转让剩余股权。六间房业务

剥离，首先成功摆脱六间房业绩对赌期过变脸的风险，其次可以集中资源发展优势领

域——旅游演艺，最后变现后更多资金可以投入开发新的异地项目，可谓一举多得。

公司目前处于新一轮快速扩张的大发展时期，桂林、明月山项目即将推出，西安、张

家界、上海、佛山、郑州、西塘、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等项目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7月桂林漓江千古情将正式营业，建议长期关注。 

3）锦江股份（600754.SH）：截止 2018年 5月，已开业酒店家数达 6982家，其

中中端酒店 1925家，占比 27.6%。从今年年初至 5月 31日，公司净开业中端酒店 261

家，经济型酒店 28 加，和预期的全年 900 家新增酒店差距较大，预计三四季度有望

迎来开业高峰。从前五个月的经营数据来看，平均房价的增长成为上半年 RevPAR 增

长的主要动力，中端酒店提价的幅度更加明显。目前公司的 RevPAR 仍然维持正增长，

接下来的三季度，暑期需求的增长将持续利好，建议关注。 

4)众信旅游（002707.SZ）：考虑到出境游欧洲市场的复苏趋势，我们认为竹园国

旅未来的增长将维持在高位，公司原有的传统批发业务增长也将收益于行业复苏而加

快；出境游零售业务：目前线上 OTA平台的线下布局分布较广，竞争较为激烈，公司

零售门店的选取较为谨慎，拓展缓慢，随着单体门店的成熟，零售增长有望处于相对

平稳的状态；随着优耐德的成立，公司不断扩大批发业务优势，批发零售结合，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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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分销渠道建设，现阶段出境游市场也逐步回暖，维持“推荐”评级。 

5）中国国旅（601888.SH）：2017 年免税商品销售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48.61 亿

元，同比增长 69.25%，占公司总营收的 52.54%，较去年同期提升了 13.32pct。由于

免税销售业务的毛利率较高，从而带动公司总体毛利率上浮 4.8pct，达到 29.82%。

2018Q1 的毛利率更是达到 39.47%，创造了上市以来的最高点。公司已经成功中标昆

明、广州、青岛、南京、成都、乌鲁木齐 6家机场进境免税店，此外日上上海和日上

中国的加入使得公司取得了首都机场 T2、T3 和上海机场的免税经营权，免税商品销

售规模持续扩大。未来随着离岛免税的放开，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将持续贡献利润，

建议长期关注。 

2 上周行业重要新闻回顾 

1）贵州梵净山成为中国第 53 处世界遗产 

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召开的第 42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委员会审议通过将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梵净山成为我国第 53 处世界遗产、

第 13处世界自然遗产，是贵州省继“中国南方喀斯特”——荔波、“中国丹霞”——

赤水、“中国南方喀斯特”——施秉之后第 4 处世界自然遗产地，也是贵州省首个独

立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至此，贵州成为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数量最多的省份。 

2）德国 2018 年 1-4月新增入境游间夜数达 100万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 1月至 4月，拥有 10张及以上床位的住宿

设施所接待的国际游客间夜数已达 2310 万，较去年同比增长 4.8%。2018 年的前 4

个月，波兰游客在德间夜数增长 15.3%，涨幅超过来自比利时和丹麦的游客。因此在

德国入境游客源地排名中，波兰已攀升至第 8位。经济的繁荣也带动俄罗斯游客的热

情：随着其间夜数上涨近 10%，俄罗斯成功跻身德国客源地排行前 10 名。东南欧国

家在德国入境游市场中表现突出，2018 年前 4 个月东南欧国家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平

均水平。来自该地区游客的间夜数超过 300 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24.5 万（增长

8.8%）。今年 1-4月，中国游客在德国的间夜数增长 8.6%。在德国的入境游客源地排

行中，中国稳居前 10位。 

3）出境游不受人民币贬值影响，暑期或超 3000万人 

随着暑期旅游高峰的到来，出境游市场持续升温。我国最大的旅游集团和出境旅

游服务商携程的数据显示，截至 7月初，有来自 385个城市的旅游者，通过携程报名

参加各类出境游产品，到达全球 114 个国家 1000 多个目的地城市。以泰国游线路为

例，预计单月报名将超过 10 万人，可以坐满四五百架飞机。除了跟团游、自由行，

定制、游学、邮轮暑期出境游订单都大幅超过往年。据统计，网站客户端和携程 7000

多家门店，“线上线下”都出现报名旺盛的情况。今年出境游客人数和花费将持续增

长，预计 7、8月，全国出境游人次将超过 3000万，人民币贬值对出境游产品价格影

响不大。 

4）宁乡炭河古城开园一周年游客超 400万，带动逾 10 亿元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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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7月 2日，园区接待游客超 400万人次，营业收入破 1.6亿元，核心演出《炭

河千古情》已演出 1000 余场，刷新了湖南省大型旅游演出年场次最高、观众数量最

多的两项纪录，带动了周边 5000 余人就业，拉动了全域超过 10亿元的产业发展，创

造出湖南乃至全国文化旅游界一个奇迹。 

点评:宋城的轻资产模式通过与合作伙伴用合资、合作、品牌输出、人才管理、

规划设计、艺术编创、委托经营等各种方式，集聚各方力量，快速布局快速推进，与

合作方共享宋城品牌与专业优势，做到既拥有成熟的宋城模式、又深挖当地文化特色，

共同打造当地文化旅游地标，做到管理输出、品牌输出、创意输出。宁乡炭河千古情

是宋城演艺轻资产输出的第一个项目，通过深度挖掘宁乡与长沙丰厚的历史文化与民

俗，为宁乡量身打造一台标志性旅游演出。目前已经签订尚未开业的轻资产输出项目

有三个，宜春明月山项目预期 2018 年 12月开业；河南新郑项目预期 2020年 3 月开

业；佛山听音湖项目预期 2020 年 3 月开业，公司预期未来三年还有十个轻资产项目

要落地，轻重资产双模式助力公司快速发展，建议长期关注。 

5）海南个人可申请开发无居民海岛用于旅游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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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周公司重要新闻、公告回顾 

图表 1：上周公司重要新闻、公告回顾 

日期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公告 主要内容 

7月 3 000428.SZ 华天酒店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

司法拍卖购买房产的公

告 

现湖南京润因司法纠纷，其所持潇湘华天

16 套房产被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

院在淘宝网启动公开拍卖活动潇湘华天

拥有优先购买权”，潇湘华天拟参与公开

拍卖。本次拍卖的起拍价格为人民币

1505 万元。 

7月 5 600358.SH 国旅联合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江西省旅游集团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将 直 接 持 有 上 市 公 司

73,556,106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14.57%。江西省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江西省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成为上市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7月 6 600593.SH 大连圣亚 
部分董事增持股份计划

公告 

董事杨子平计划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6

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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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

易）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人民币

500 万元。 

7月 6 300178.SZ 腾邦国际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非

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的

公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可交换债券拟发行期

限为 3年，拟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含 5亿元）。在满足换股条件下，

本次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有权在换股期内

将其所持有的本次可交换债券交换为本

公司股票。 

7月 7 600138.SH 中青旅 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乌镇旅游，拟通过北京

产权交易所受让京能集团持有古北水镇

股权，若本次受让成功，将可能导致上市

公司合计持有超过古北水镇 50%股份，并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来源：WIND 国联证券研究所 

1）中青旅发布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点评：公司目前直接持有古北水镇 25.81%的股权，子公司乌镇旅游持有古北水

镇 15.48%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古北水镇股权比例将超 50%。古北水

镇作为北方稀缺性水乡旅游景区，2016、2017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2.09 亿元和 1.14

亿元，拥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古北水镇已发展成为集观光游览、休闲度假、商务会展、

创意文化等旅游业态为一体，服务与设施一流、参与性和体验性极高的综合性特色休

闲国际旅游度假景区，拥有 4 家精品酒店、5 家主题酒店、23 家不同特色的民宿客

栈，共有 1,378 间客房，10 多个文化展示体验区、餐厅及商铺及完善的配套服务设

施，2017 年，古北水镇景区实现营收 9.79 亿元，同比增长 35.16%；全年累计接待

游客 275.3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89%，客流量近年来实现稳定的增长。本次交易

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古北水镇股权比例上升，可逐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盈利水

平，从根本上符合公司股东的利益，将为上市公司培养稳定的业绩增长点，有利于提

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建议长期关注。 

4 行情和估值动态追踪 

4.1 行情判断 

上周申万休闲服务指数收于 5537.76，收跌 5.85%，成交额 117.54亿元，较前一

周持平。细分板块餐饮（-3.28%）>景点（-4.94%）>旅游综合（-5.04%）>酒店（-10.38%）。

上周个股仅三特索道收涨，大部分收跌。酒店板块跌幅最大，个股锦江股份、首旅酒

店跌幅分别为 12.26%和 11.92%，另有 4只个股跌幅超过十个点。 

图表 2：上周涨跌幅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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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幅前五名   涨幅后五名  

简称 代码 涨跌幅 简称 代码 涨跌幅 

002159.SZ 三特索道 2.75 600754.SH 锦江股份 -12.26 

000796.SZ 凯撒旅游 0.00 600258.SH 首旅酒店 -11.92 

002059.SZ 云南旅游 0.00 600358.SH 国旅联合 -11.55 

002306.SZ *ST云网 -1.07 600138.SH 中青旅 -11.09 

600593.SH 大连圣亚 -1.37 300178.SZ 腾邦国际 -10.46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4.2 估值跟踪 

GL 休闲服务行业（32 只，剔除华侨城 A）目前动态平均估值水平为 35.37 倍市

盈率，A股相对溢价较前一周下降。 

图表 3：GL休闲服务行业估值情况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5 风险提示 

1）突发事件带来的旅游限制的风险； 

2）宏观经济下行的风险； 

3）个股项目推进不达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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