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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指数下跌 1.28%，餐饮旅游板块下跌 0.91%，行业跑

赢市场 0.37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个一级行业上游。其中，景区下跌 1.13%，

旅行社下跌 1.10%，酒店上涨 0.23%，餐饮下跌 1.13%。

个股方面，金陵饭店、宋城演艺以及*ST 云网本周领涨，长白山、天目湖以

及腾邦国际本周领跌。

 投资建议

本周将迎来端午假期，驴妈妈发布了《2018端午小长假出游趋势报告》，对

端午期间的出游情况进行了预测与分析，今年端午假期居民出行意愿持续高

涨，因时间原因本次假期将出现亲子游、父母游、毕业游等多主题叠加的现

象，出行选择以 3天左右的短线周边游为主。整体来看，当前旅游业在政策

助力和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发展空间广阔，因此我们维持对行业“看好”的

投资评级，建议投资者从时间维度选择个股：长期来看，关注政策导向扶持

下的免税行业；中期关注由于供需结构改善以及中端酒店业绩释放带来的酒

店行业周期性复苏；短期则建议关注估值已经回落至合理区间且符合市场风

格的的优质个股。综上，我们推荐中国国旅（601888）、首旅酒店（600258）、
锦江股份（600754）以及腾邦国际（30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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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1.1猫途鹰：发布俄罗斯世界杯旅游趋势数据

2018年世界杯开幕在即，据全球领先的旅游平台猫途鹰(TripAdvisor)数据显示，

2018年 1月至 5月，中国游客对俄罗斯旅游的关注度[ 以猫途鹰（TripAdvisor）

中文网站及 APP 在线访问量计。]相比 2017 年同期增长了 38%，其中 5月同比

增长最为显著，达到 73%，可见世界杯的举办对中国游客赴俄罗斯旅游具有明显

的带动效应。2018年世界杯将于 6月 14日至 7月 15日在俄罗斯举行。为吸引

球迷赴俄罗斯观赛，俄方出台了免签等便利措施，但同时在所需证件、出行时间

等方面作出了相应规定，游客在做出行准备时最好提前了解使馆等官方渠道发布

的详细信息。猫途鹰(TripAdvisor)中国区首席运营官潘浩栋先生表示：“相信很

多中国球迷会在世界杯比赛期间前往俄罗斯观赛和旅行。猫途鹰发布的赛事举办

城市酒店均价为中国游客提供及时的信息参考，以便更好地计划旅行。在观赛之

余，大家还可以通过猫途鹰 App随时轻松地找到当地美食、景点、购物场所、特

色活动等，体验难忘的世界杯之旅。”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场地分布在 11个城市，

包括加里宁格勒、圣彼得堡、莫斯科、喀山、下诺夫哥罗德、萨马拉、伏尔加格

勒、萨兰斯克、顿河畔罗斯托夫、索契、叶卡捷琳堡。据猫途鹰(TripAdvisor)数

据显示，2018年 1月至 5月，以上城市中最受国内游客关注的前 3个城市分别

是莫斯科、圣彼得堡、和索契；中国游客在猫途鹰上查看世界杯赛事期间这三个

城市的当地酒店均价分别为每晚 3033元、2027元、和 1094元人民币。世界杯

的比赛场馆也受到更多中国游客的关注，如索契的菲什特奥林匹克体育场、莫斯

科斯巴达克体育场、喀山体育场、及圣彼得堡体育场等，其在线访问量均出现显

著增长。

资料来源：品橙旅游

1.2首旅如家：首个郊野旅游项目如家小镇正式开业

非标化住宿业越来越火爆的今天，经济型酒店出身的如家系正在向个性化体验式

的郊野旅游市场转型。日前，首旅如家的第一个郊野旅游项目——如家小镇正式

开业。首旅如家酒店集团总经理孙坚透露，该项目复制性强，今后可以在全国扩

张，如果运作得当，则投资回报期会比一般的连锁酒店短，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

太湖如家小镇建设特色住宿，包括木屋、集装箱、房车、星空房、帐篷等五种主

题房间。结合本地民俗和文化，配以住宿、餐饮、游乐、农贸、便利店、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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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租赁等综合服务设施形成一个大体量的综合性旅游产品。“首旅如家切入

城市郊野休闲旅游市场，不能单纯看成是 1，而是由更多的 1组成的 1+1+1。如

何将每一个环节串联，打造成值得依赖的生态系统，发展共享经济模式是值得尝

试的方向。”孙坚透露，首旅如家酒店集团在持续发力住宿业务的同时，形成以

住宿为核心的业务平台，对接首旅集团旗下的餐饮、娱乐、景区、交通、旅行社

资源，对上下游产业链进行整合嫁接，并与各行业企业合作，打造一个顾客价值

生态圈。按首旅如家的构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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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如家小镇未来将在浙江、湖北、云南、四川各地落

地，在已有的本地特色美食、新奇住宿体、自然风景、郊野活动基础上，加入奥

特莱斯等购物资源，涵盖吃住行游娱购的顾客价值生态。

资料来源：第一财经

1.3日本：17年对华发放签证 450万件，个人签首次超

过团体

日本外务省近日公布了 2017 年的签证发放统计数据：向中国人发放签证数较上

年增加 6.6%，达 4,504,718 件，连续四年刷新历史纪录，在所有签证中占比为

77%。向中国人放开个人旅游签证的 2009 年以来，个人签证首次超过团体。向

所有外国人发放的签证数也比上年增加了 9.1%，达 5,869,012 件，创历史新高。

在中国之后，日本向菲律宾的发放数为 325,564件，居二位；第三位印度尼西亚

为 239,201件；第四位越南为 226,993件。前四位的国家占总数的约九成。上述

统计仅为 2017年签证发放数据，加上持有多次往返签证的旅游者，去年实际访

日人数更多。据日本国家旅游局介绍，去年访日的中国人数量超过 735万人次，

较上年增加约 15%，创历史新高。据悉，在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内，为顾客办

理签证的旅行代理店工作人员络绎不绝。平均每天受理申请达数千份，大使馆方

面已从其他部门调派人手加班应对。据日本外务省透露，在逐步放宽中国人赴日

签证条件的政策影响下，近年来个人旅游签证及多次往返签证的发放数大幅增加，

而不再局限于东京等大城市、开始享受在地方自由旅行的回头客出现增多趋势。

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40%中国人希望前往日本，居首；之后是美国，有

39.9%希望去那里；意大利排名第 3，有 37.4%的人希望去意大利。2016年排名

第一的是美国，意大利第二。那些去过日本的人群中，超过 60%的人表示最希望

前往游乐园，此外还有购物和美食。42%的受访者表示希望看到盛开的樱花。

资料来源：中文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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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驴妈妈：发布《2018端午小长假出游趋势报告》

近日，驴妈妈旅游网基于平台大数据发布了《2018端午小长假出游趋势报告》，

对 2018年端午期间的出游情况进行了预测与分析。报告显示，今年端午节恰逢

父亲节，高考结束的学生大军也加入出游行列，出现亲子游、父母游、毕业游等

多主题叠加现象。上海、北京、广州、南京、苏州、杭州、武汉、成都、南昌、

天津市民出游热情最高，是端午假期十大热门的旅游出发地。值得一提的是，南

昌首次进入前十榜单，二线城市消费潜力凸显。，今年端午拼假出游趋势不明显，

大多数游客依然选择 3天左右的短线周边游。苏州、无锡、杭州、珠海、上海、

常州、青岛、香港、湖州、北京成为十大最热门周边游目的地。在出行方式上，

以自由行为主，占比高达 83%。周边游客群体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出游人群占比

近 7成，亲子家庭游客依然是今年主力军。在最受欢迎的主题产品方面，家庭游

客越来越重视度假体验，“高星酒店/主题酒店+景点”打包的套餐产品组合最受

追捧。以广东长隆、上海迪士尼、香港迪士尼等度假区为中心的自由行套餐产品

预订火爆。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父亲节正好是端午小长假第二天，不少子女选

择“带上老爸去旅游”来表达对父亲的感恩之情。报告数据显示，端午期间，单

个订单中 4-5人出游的比例同比上涨 20%，“三代同游”也成为端午路上的一道

新风景，而这类出游群体最青睐的是城市周边 3小时左右车程的山水度假休闲旅

游产品。从热门景点来看，华北方向的北京故宫、长城、五台山等最受欢迎；华

东方向，黄山、普陀山、灵山大佛和三清山等山水名胜受到青睐；华南方向的北

海涠洲岛、香港天平山顶缆车，中部地区的张家界，以及西部地区的峨眉山、华

山等景区也持续热门。

资料来源：品橙旅游

1.5津巴布韦：7月起中国游客和商务人士可落地签

近日，津巴布韦内政与文化部长奥伯特·姆波富宣布，从 7月 1日起，赴津中国

游客和商务人士将可享受落地签政策。姆波富当天在出席中国驻津巴布韦使馆举

行的活动时说，经两国政府协商，津巴布韦政府决定从下月起，短期访津的中国

人可在抵津时申请落地签，不必事先申请签证。而中国赴津长期工作、求学、移

民的人士仍需要提前办理签证。中国驻津大使黄屏表示，希望这一落地签政策能

够顺利实施，相信这将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和商务人士来津旅游、投资，为津巴布

韦的经济增长和旅游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此前，津巴布韦已从 2016年 3月起

对中国赴津旅游团组开放落地签政策，但这一政策并不适用于赴津自由行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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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务人士。津巴布韦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包括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维多利亚

瀑布、撒哈拉以南非洲规模最大的古代建筑大津巴布韦遗址等。旅游业也是该国

的重要支柱产业，贡献了 10%的国内生产总值。据悉，2017 年津巴布韦共接待

国际游客 24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2%。

资料来源：新华社

2.A 股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表 1：A 股上市公司重要公告汇总

代码 公司名称 公告类型 主要内容

000428 华天酒店

拟转让益阳华天置

业有限公司股权

的提示性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6 月 11 日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8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拟转让益阳华天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原则上同意转

让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益阳华天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益阳华天”）100%

的股权，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与潜在意向方就股权转让具体方案谈判。具体方案

及相关协议的签订再另行报董事会审议。公司拟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实现公司

从重资产向轻资产逐步转型的战略，提升公司资产流动性和运营效率，本次股

权转让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

600358 国旅联合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当代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资管”）通知：当代资管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该事项可能涉及本公司的控制权变更。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

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

本公司股票自 2018年 6月 11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

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5个交易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并复牌。

600358 国旅联合
关于总经理辞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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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理施亮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施亮先生因工作调整，向公司申请辞去公司

总经理职务。辞去该职务后，施亮先生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

下属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施

亮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起生效。公司也将按有关程序尽快完成相关

职位的人员选聘工作。

002059 云南旅游

控股子公司世博园

艺与安仁华侨城投

资设立合资公司

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拓市场，增强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云南世博园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博园艺”）的业绩保障，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

经与成都安仁华侨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仁华侨城”）协商，

本着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原则，拟共同投资设立华侨城世博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

资本拟确定为人民币 5,000万元。其中，世博园艺认缴出资人民币 2550万元，

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 51%；安仁华侨城认缴出资人民币 2450万元，占新公司注

册资本的 49%。

601007 金陵饭店

控股股东筹划酒店

和旅游资源整合事

项暨公司股票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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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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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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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金陵饭店集团现有酒店业务已经

上市，酒店资源整合完成后会形成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金陵饭店集团将积

极论证，研究制定同业竞争的解决方案。本公司将根据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本次酒店和旅游资源整合完成后，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控股股东为南京金陵饭店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江苏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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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渤海证券

3.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指数下跌 1.28%，餐饮旅游板块下跌 0.91%，行业跑赢市

场 0.37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个一级行业上游。其中，景区下跌 1.13%，旅行

社下跌 1.10%，酒店上涨 0.23%，餐饮下跌 1.13%。

图 1：行业指数周涨跌幅排行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个股方面，金陵饭店、宋城演艺以及*ST云网本周领涨，长白山、天目湖以及腾

邦国际本周领跌。



餐饮旅游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10 of 13

表 2：cs 餐饮旅游行业内个股涨跌幅

涨跌幅前三名 周涨跌幅（%） 涨跌幅后三名 周涨跌幅（%）

金陵饭店 9.40% 长白山 -10.71%

宋城演艺 6.26% 天目湖 -9.55%

*ST云网 3.75% 腾邦国际 -8.14%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4.投资建议

本周将迎来端午假期，驴妈妈发布了《2018端午小长假出游趋势报告》，对端午

期间的出游情况进行了预测与分析，今年端午假期居民出行意愿持续高涨，因时

间原因本次假期将出现亲子游、父母游、毕业游等多主题叠加的现象，出行选择

以 3天左右的短线周边游为主。整体来看，当前旅游业在政策助力和消费升级的

大背景下发展空间广阔，因此我们维持对行业“看好”的投资评级，建议投资者

从时间维度选择个股：长期来看，关注政策导向扶持下的免税行业；中期关注由

于供需结构改善以及中端酒店业绩释放带来的酒店行业周期性复苏；短期则建议

关注估值已经回落至合理区间且符合市场风格的的优质个股。综上，我们推荐中

国国旅（601888）、首旅酒店（600258）、锦江股份（600754）以及腾邦国际

（30017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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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进展不达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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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指数跌幅超过 10%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该信息未经任

何更新，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

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投资者自主作出投资决

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我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

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或财务顾问服务。我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表之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本报

告的版权归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获得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

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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