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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方面，锦江股份、*ST 藏旅以及广州酒家本周领涨，峨眉山 A、岭南控

股以及西安饮食本周领跌。

 投资建议

本周，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 2018 年中国国内旅游发展年度报告，报告中预

测 2018年国内旅游人数将达到 55.01 亿人次，同比增长 10%，国内旅游收

入达 5.07万亿元，同比增长 11%，大众旅游消费需求持续旺盛。此外，本周

中青旅发布公告称拟参与受让京能集团所持古北水镇 20%股权，如能成功受

让将有利于公司聚焦于景区主业，进一步提升盈利能力和综合实力，建议关

注后续发展情况。当前，受中美贸易摩擦，大盘整体表现低迷，餐饮旅游行

业也未能幸免。但整体上来看，旅游业在政策助力和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发

展空间广阔，行业长期向好的趋势未发生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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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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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股份（600754）、宋城演艺（300144）及中青旅（60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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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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动态&公司新闻

1.1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 2018年中国国内旅游发展年

度报告

7月 6日，由中卫市人民政府、人民网、国家信息中心主办的“云天大会”在中

卫市举行。会上，中国游研究院区域所郭娜博士代表课题组发布了《中国国内旅

游发展年度报告 2018》的核心观点和主要数据。报告指出，在全域旅游、供给侧

改革、居民消费升级因素驱动下，国内旅游市场持续高速增长，休闲市场大幅增

长，产业投资和创新更加活跃，经济社会效应更加明显，旅游成为经济增长的新

引擎、产业体系升级扩容的新动力、人民幸福生活的新指标。具体来看，2017

年国内旅游人数 50.01 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12.8%。国内旅游收入 4.57 万

亿元，上年同期增长 15.9%。从 2011年以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国内旅游接待规

模年均保持在 13.5%左右的增长，旅游收入则保持在年均 19.3%左右的增长。从

区域旅游发展趋势来看，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无论是在累计潜在出游力

还是在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方面均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区域均衡化格局逐

渐显现。假日旅游市场方面，2017年我国国内旅游在节假日期间仍有较快的发展，

其中市场规模及旅游收入均保持这 10%左右的增长率。据预测 2018年国内旅游

人数将达到 55.01亿人次，同比增长 10%； 国内旅游收入达 5.07万亿元，同比

增长 11%。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

1.2温德姆：将与七维文旅在华开展项目合作开发

温德姆酒店集团与七维文旅于 2018 年 7月 4日在上海举办在华区域发展合作战

略协议签约仪式。四川七维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龚宇先生、副总经理曾

尹嬿女士、华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史志军先生、沈一红女士、王润洲先

生、温德姆酒店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刘晨军先生、发展及战略联盟副总裁赵晖先生

等领导出席了签约仪式。温德姆酒店集团将与七维文旅旗下华可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在西南区就温德姆旗下麦客达温德姆品牌开展项目合作开发工作，致力于未来

面向合作区域内开发麦客达温德姆酒店。麦客达品牌是迎合当前市场高科技、高

效率、无纸化、无现金的需求，是一个完全电子交互式的中产微奢酒店品牌。同

时，华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温德姆大中华区第三方酒店管理合作伙伴，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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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合作区域内的特许加盟酒店华美达广场、华美达、华美达安可提供包括但不限

于前期酒店咨询、委托管理等第三方酒店服务。双方将利用各自在市场营销、品

牌推广方面的优势在合作区域内开展包括联合品牌路演、行业论坛、业务培训等

形式共同提升企业及品牌影响力。七维文旅旗下华可酒店管理公司是温德姆酒店

集团在大中华区域内的首家第三方管理合作伙伴。此次签约，将成为双方发展的

又一重要里程碑，不仅有助于提升华可酒店管理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准，还将加快

七维文旅进入国际酒店市场的步伐。真正实现公司国际酒店本土化，本地酒店国

际化的战略方针。通过战略合作，充分利用双方资源，优势互补，合力开拓市场，

在品牌合作、项目拓展、资源互补及营销推广等方面打造双赢的、可持续发展的

合作关系。

资料来源：美通社

1.3华住 CEO张敏：加入雅高董事会，出任董事会监事

北京时间 2018 年 7 月 5 日，华住集团(NASDAQ：HTHT，以下简称“华住”)

公布华住 CEO张敏已经被雅高酒店集团委任为雅高董事会监事，任命从 2018年

6月 26日开始生效。华住集团 CEO张敏表示：“我很高兴代表华住集团加入雅

高酒店集团的董事会。从 2016年缔结战略联盟以来，华住与雅高通过紧密的合

作为双方的股东们都取得了显著成果。通过近期华住对雅高的战略投资并担任董

事职位，我们将进一步深化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雅高酒店集团董事长兼 CEO

塞巴斯蒂安·巴赞(Sebastien Bazin)也表示：“我们非常欢迎华住和张敏加入雅

高的董事会。雅高和华住的合作关系已经在过去的几年中获得了强劲的业绩回报。

迈出新的这一步也强调了我们为伙伴关系做出的共同承诺。拓展在中国市场的酒

店网络，将快速增长的中国旅行者吸引到我们世界各地的酒店，在雅高的全球战

略中至关重要。张敏和华住在中国市场丰富的专业知识对雅高将是一笔宝贵的财

富。”

资料来源：迈点网

1.4复星国际：拟分拆复星旅文，并于港交所上市

7月 4日晚间，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建议分拆全资附属公司复星

旅游文化集团（开曼）有限公司并于香港联交所主板独立上市。公告披露，复星

旅文集团以全球家庭客户为中心，致力为其提供综合一站式旅游、度假及休闲体

验。其主要从事高端休闲酒店、度假村及旅游目的地的开发、管理和运营，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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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旅游产品、娱乐及其他旅游及文化相关服务。复星旅文集团目前运营地中海俱

乐部、开发及运营三亚亚特兰蒂斯及其他旅游目的地，以及其他旅游相关之文化、

演艺、艺术、娱乐、旅行产品及相关服务。日前，复星国际旗下豫园股份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已过户并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资料来源：观点地产网

1.5携程：深耕自由行，助力 2019“中国-新西兰旅游年”

近日，携程与新西兰旅游局在上海再次续签年度战略合作协议。依据协议，双方

将针对新西兰开发定制化旅游产品，尤其是面向自由行群体、打造深度自由行体

验，并在市场营销、品牌传播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携程与新西兰旅游局继以往

成功合作之后将进一步开展深度合作，携程将利用自身优势，进一步深耕新西兰

旅游市场，提供一站式整合营销方案，为新西兰带来更多中国游客。出席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的有携程集团首席通讯官曾怀亿、携程集团目的地营销区域总经理陈

冠其。新西兰旅游局亚洲区总经理 Gregg Wafelbakker 、 新西兰旅游局执行总

裁 Stephen England-Hall 、新西兰旅游局旅业及公关总监 Rene de Monchy。签

约仪式上，双方就合作以来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分享，在今年 4月的世界文化旅游

大会-2017中国旅行者口碑榜颁奖典礼中，新西兰荣获由中国旅游爱好者评选出

的“2017年度十佳海外度假目的地”，进一步说明了双方过去的合作卓有成效。

依托携程大数据、大平台、大产品、大流量等优势结合合社交媒体、外部优势渠

道等资源，为消费者营造“沉浸式”目的地体验。此外，今年新西兰旅游局和《锋

味》节目合作，打造美食与旅游的一体化，在当地秋季，携程也特别推出了《锋

味》主题的美食美酒推广，并专门制作了以《锋味》命名的旅游产品线路，为 2019

年“中国—新西兰旅游年”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

资料来源：品橙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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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007 金陵饭店

关于控股设立江苏金

陵食品有限公司的议

案

为推进公司“一体两翼”发展战略，积极开拓创新孵化业务，依托金陵饭店三

十多年在酒店餐饮行业的深厚积累，实现金陵盐水鸭等特色食品的工业化生

产、销售和研发，为公司发展注入新动能，创造新的经营增长空间，公司董事

会决议控股设立从事金陵食品工业化生产与销售的子公司，充分利用高校资源

和技术研发力量，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品牌化营销，实现金陵食品规模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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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运作的突破。

601007 金陵饭店

关于子公司控股设立

南京金陵文旅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公司控股 63.87%的子公司——南京金陵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金陵”

高端酒店品牌连锁经营，与本公司自营旗舰酒店形成轻、重资产深度融合和协

同发展的格局。为积极探索在酒店管理业务领域多品牌、多区域的发展路径，

创立新品牌体系架构和独立运营机制，开拓租赁经营、合作经营等新模式，构

建金陵连锁多元化品牌体系和多样化酒店产品，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南京金陵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设立新品牌营运公司——“南京金陵文旅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负责新品牌产品设计、品牌创建、规划开发、引进战投、项目导入及拓

展储备等工作。该公司作为多品牌发展的孵化器和新品牌创建的基础平台，主

要负责打造新品牌产品，实施新品牌体系建设和运营机制；以轻资产运营为导

向，建立样板酒店和品牌示范；实施投资整合，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及资金，以

顺利承接新品牌项目运营工作。

000613 大东海 A
2018年半年度业绩

预告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销售渠道的维护和拓展力度，加强内部管理和成本费

用控制等，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成本费用增加，利润减少。预

计公司 2018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盈利约 110万元至 150万元左右，比上年

同期下降 12.76%-36.02%。

600749 *ST藏旅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

公司控制权变更的提

示性公告

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新奥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国风集团有限公司不再是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亦由欧阳旭先生变更

为王玉锁先生。新奥控股已于 2018年 7月 8日分别与国风集团有限公司及西

藏考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国风集团及考拉科技

分别持有的西藏国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西藏纳铭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00%的

股权，从而间接收购国风文化及西藏纳铭合计持有的 46,158,688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0.34%

600138 中青旅

关于拟参与受让北京

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

司股权相关事宜的公

告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乌镇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乌镇旅游”）（包括单独、己方联合或与无关联第三方联

合方式组成联合体的形式）拟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参与受让北京能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能集团”）持有的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古北水镇”）股权。本次拟受让的股权标的为国有股权，需严格按照北

京产权交易所国有股权转让的相关程序进行，公司最终能否取得该部分股权还

需按照北京产权交易所交易规则确定。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合计持有

古北水镇 41.29 %股权，若本次成功受让古北水镇股权，将可能导致合计持有

超过古北水镇 50%股权，参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

规定，购买资产的资产净额指标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应指标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超过 5,000万元，则本次交易具有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可能性。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聚焦于景区主业，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战略，将进一

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有利于在光大集团大文旅战略的指导下，

打造国际领先的旅游综合服务商。

30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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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腾邦国际”）于近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腾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邦集团”） 的书面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腾邦集团拟以其所持本公司部分股票及其孳息(包括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送股、分红、派息等)为标的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以

下简称“本次可交换债券”)。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腾邦集团股持有公司

177,10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28.73%。根据通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餐饮旅游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9 of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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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59 三特索道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

份达 1%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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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当代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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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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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上涨 1.30%，餐饮旅游板块上涨 2.27%，行业跑赢市

场 0.97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个一级行业上游。其中，景区上涨 0.41%，旅行

社上涨 4.37%，酒店上涨 0.76%，餐饮上涨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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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股份、*ST 藏旅以及广州酒家本周领涨，峨眉山 A、岭南控股以

及西安饮食本周领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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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江股份 7.53% 峨眉山 A -8.51%

*ST藏旅 7.17% 岭南控股 -7.70%

广州酒家 6.09% 西安饮食 -7.40%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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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建议

本周，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 2018年中国国内旅游发展年度报告，报告中预测 2018

年国内旅游人数将达到 55.01亿人次，同比增长 10%，国内旅游收入达 5.07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1%，大众旅游消费需求持续旺盛。此外，本周中青旅发布公告

称拟参与受让京能集团所持古北水镇 20%股权，如能成功受让将有利于公司聚焦

于景区主业，进一步提升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建议关注后续发展情况。当前，

受中美贸易摩擦，大盘整体表现低迷，餐饮旅游行业也未能幸免，但整体来看，

旅游业在政策助力和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发展空间广阔，行业长期向好的趋势未

有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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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城演艺（300144）以及黄山旅

游（60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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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