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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全国接待国内游客9790万人，
超21省市景区降价措施落地 
——餐饮旅游行业 2018年 9月第 4周周报 

  2018年 09月 25日 

 看好/维持 
  餐饮旅游 周度报告 

 

  

投资摘要： 

行情回顾：上周沪深 300 指数上涨 5.19%，餐饮旅游板块上涨 7.01%，行

业跑赢市场 1.92 个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的第 2。景区上涨

3.92%、旅行社上涨 8.80%、酒店下上涨 8.87%、餐饮上涨 3.02%。 

板块表现：景区上涨 3.92%、旅行社上涨 8.80%、酒店下上涨 8.87%、餐饮

上涨 3.02%。 

公司表现：本周上涨前五位的个股分别为华天酒店（+13.43%）、西安饮食

（+13.10%）、首旅酒店（+10.81%）、云南旅游（+10.07%）、锦江股份

（+9.82%）；后五位的个股分别是*ST 云网（-5.04%）、丽江旅游（-1.13%）、

黄山旅游（-1.11%）、三特索道（-1.04%）、大连圣亚（-0.08%）。 

行业动态：（1）中秋假日全国接待国内游客 9790 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

收入 435 亿元（2）双节将至，超 21 个省市出台景区降价措施（3）民

航局：到 2025 年中国将新增布局机场 130 余个（4）中国赴中东欧国家

旅游人数年均增幅超 26%（5）雪松文旅签约携程（6）途易集团收购旅

游和活动 OTA Musement 

公司公告：（1）云南旅游(00205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园门票票价调整，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2）三特索道 (002159)：转

让南漳三特旅游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3）黄山旅游

(600054)：黄山风景区门票价格下调（4）丽江旅游（002033）：公司索

道票价调整（5）宋城演艺（300144）：公司股东股份变动暨承诺未来十

二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6）*ST 藏旅（600749）：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 

投资策略：建议继续关注具有业绩支撑以及成长性良好的公司，本周组合

为中国国旅（40%）、腾邦国际（30%）、宋城演艺（30%）。 

 风险提示：政策风险；突发事件因素。 

行业重点公司盈利预测与评级 

简称 
EPS(元) 

 

 

PE 

 

 

评级 
17A 18E 19E 17A 18E 19E 

宋城演艺 0.73  1.15 0.83 28 17 25 强烈推荐 

中青旅 0.67 0.84 0.93 31 24 22 强烈推荐 

腾邦国际 0.50  0.58  0.74  35 30 23 强烈推荐 

中国国旅 1.30  1.90  2.16  40 27 24 强烈推荐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东兴证券研究所  

 
 
分析师：张凯琳  

010-66554087 zhangkl@dxzq.net.cn 

执业证书编号: S1480518070001  

 

重点跟踪公司周股价涨跌幅前三名  

华天酒店 13.43% 

西安饮食 13.10% 

首旅酒店 10.81% 
 

重点跟踪公司周股价涨跌幅后三名  

*ST云网 -5.04% 

丽江旅游 -1.13% 

黄山旅游 -1.11% 
 

行业指数走势图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相关研究报告 

 
  
1、《社会服务行业周报：双节将至+景区门票下降，再掀

出游热潮》2018-09-17 

2、《社会服务行业周报：国旅正式签约上海机场免税店，

携程 Q2 营收同比增 13%》2018-09-10 

3、《社会服务行业周报：行业龙头中报业绩亮眼，宋城调

整子公司重组方案》2018-09-03 

4、《社会服务行业周报：全国多处景区门票实现降价，中

报季继续关注优质龙头》2018-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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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行情回顾 

1.1 板块表现 

上周沪深 300 指数上涨 5.19%，餐饮旅游板块上涨 7.01%，行业跑赢市场 1.92 个

百分点，位列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的第 2。景区上涨 3.92%、旅行社上涨 8.80%、酒

店下上涨 8.87%、餐饮上涨 3.02%。 

 

图 1:上周中信 29个子行业与沪深 300、上证综指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2:上周餐饮旅游子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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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司表现 

本周上涨前五位的个股分别为华天酒店（+13.43%）、西安饮食（+13.10%）、首旅酒

店（+ 10.81%）、云南旅游（+10.07%）、锦江股份（+9.82%）；后五位的个股分别是

*ST 云网（-5.04%）、丽江旅游（-1.13%）、黄山旅游（-1.11%）、三特索道（-1.04%）、

大连圣亚（-0.08%）。 
 

表 1:餐饮旅游上市公司涨跌幅前五名和后五名 

前 5 名 公司名称  一周涨跌幅  后 5 名  公司名称  一周涨跌幅  

1 华天酒店 13.43% 1 *ST 云网 -5.04% 

2 西安饮食 13.10% 2 丽江旅游 -1.13% 

3 首旅酒店 10.81% 3 黄山旅游 -1.11% 

4 云南旅游 10.07% 4 三特索道 -1.04% 

5 锦江股份 9.82% 5 大连圣亚 -0.08%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2. 行业动态 

2.1 行业新闻 

中秋假日全国接待国内游客 9790 万人次，同比增 18.5% 

经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综合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和各地

旅游部门数据，中秋假日期间全国接待国内游客 9790 万人次，同比增 18.5%，实现国

内旅游收入 435 亿元，同比增 29%。（中国旅游研究院） 

 

俄罗斯政府批准 2020 年欧洲杯观众可免签入境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俄政府网站发布消息称，俄联邦政府批准 2020 年欧洲杯观众

可免签入境。2020 年欧洲杯决赛阶段比赛将在欧洲 12 个城市举行，其中包括俄罗斯

圣彼得堡。此前据报道称，文件的解释性说明显示，考虑到国际足联 2018 世界杯和

2017 年联合会杯的积极经验，建议允许 2020 年欧洲杯观众凭证明身份的有效证件免

签证入境俄罗斯，而对于欧足联志愿者则根据普通人文签证。（中国侨网） 

  

三部门下文严查旅游景区拒收现金行为 

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加强规范引导提升旅游支付便利化水平，解决境外游客在

我国境内旅游使用人民币现金支付困难等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 19 日称，相关部门

将对人民币现金支付有关投诉，特别是涉及旅游景区及周边摊点的投诉进行联合查证，

严厉查处拒收现金行为。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人民银行近日联合下

http://www.microb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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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通知，要求加强规范引导提升旅游支付便利化水平，解决境外游客在我国境内旅游

使用人民币现金支付困难等问题。（环球旅讯） 

 

广深港高铁正式通车，北京至香港仅需 10小时 

9 月 23 日，建设达 8 年之久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终于要建成通车了。从 1911 年广九

铁路近 5 个小时的旅程，到如今广深港高铁 47 分钟（广州南至西九龙）的飞速体验，

从此北京至香港高铁也仅需 10 小时。（新财富） 

 

双节将至，超 21 个省市出台景区降价措施 

中秋节和国庆双节临近，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继续下探。截至 9 月 19 日，已经超过 21

个省市出台景区在“十一”前的降价措施。其中免费开放和降价幅度 20%以上的景区

占三成以上，北京三小时高铁圈景区降价 15%以上、云南政府定价景区计划总体降价

一半，其他包括湖南、广西、江苏、陕西、重庆、浙江、安徽等景区门票也均有下降。

（环球旅讯） 

 

2.1.1 行业数据 

中国成奥地利发展最迅速的旅游客源地 

2018 年上半年奥地利旅游业发展再创新高，上半年接待游客数量达到 1983 万人次，

增长 5.3%，住宿间隔数为 7184 万人次，增长 4.7%，创下历史新高。同期，来自中

国的游客人数也持续增长，达 32.2 万人次，增加 10.7%, 中国旅游者间夜数为 46.1

万，增长 13.6%。拥有 850 万居民的奥地利在 2017 年全年接待约 4306 万全球游客，

其中中国为 89.9 万人次，全球在奥地利住宿游客为 1.45 亿人次。其中中国游客成为

在奥地利度假的游客中增长数量最快的游客群体。（中国旅游新闻网） 

 

民航局：到 2025 年中国将新增布局机场 130 余个 

16 日，被誉为全球民航界的“奥运会”和“世博会”的世界航线发展大会在广州开

幕。会上民航局表示：2017 年，中国新开辟国际航线 382 条，国际航线总量达 1634

条，较 2015 年翻了一番；完成旅客运输量 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13%，占到了全球

旅客运输总量的 16.3%；到 2025 年中国将新增布局机场 130 余个，机场规划布局总

量预计将达到 370 个。 

 

中国赴中东欧国家旅游人数年均增幅超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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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东欧赴中国旅游人数达 33.57 万人次，较前年增长 8.4％，较 2013 年增长

37％；中国公民赴中东欧 16 国游客总数为 137 万人次，较 2013 年增长 221％，年

均增幅逾 26％。（新华社） 

 

2.1.2 第三方数据 

马蜂窝《2018 中国出境自由行大数据报告》：智慧旅游正开创中国旅游市场的品质时

代 

①在旅行方式上，从“抵达”转向“体验”，休闲娱乐、户外探索、极限运动等丰富

的体验项目成为中国出境游旅行者追求的旅行方式，马蜂窝大数据显示，2018 年上

半年境外热门的当地体验中，除了热门的和服体验、泥浆浴和 spa 之外，巴厘岛滑翔

伞飞翔、清迈专业泰菜料理烹饪课程等更刺激、更深度的玩法也吸引了大量中国游客； 

②在境外目的地的选择上，中国游客同样体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特征。数据显示平

均每个自由行游客会前往 1.45 个境外国家旅行，经验丰富的游客则平均抵达 7.03 个

境外国家，中国游客的足迹已经深入到非洲、南美等更加遥远和陌生的小众目的地； 

③在消费方面，中国游客越来越愿意为优质体验买单。相对于传统的观光类目的地，

度假类目的地的游玩花费更高。数据显示，在境外热门目的地中，自由行客人平均花

费最多的目的地是冰岛、斐济、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毛里求斯。； 

④在游玩天数上，大洋洲、北美洲和欧洲国家以长线游为主，数据显示，自由行游客

在新西兰的平均游玩时间最长，达 12 天。其次是美国、澳大利亚、摩洛哥、土耳其、

西班牙和英国，均在 10 天及以上； 

 

同程艺龙《2018 国庆黄金周居民出行趋势报告》：旅游和探亲依然是国庆黄金周主要

出行需求 

①旅游客流方面，《报告》数据显示，旅游客流是今年国庆黄金周的出行主力军，占

比超过六成。黄金周期间铁路、民航的客流高峰预计将出现在 9 月 30 日和 10 月 7

日两个时段。为了避开黄金周期间的客流高峰，近半数旅客计划选择在假期开始之前

出发，有超过 10%的旅客选择了节后错峰出行； 

②需求偏好方面，，高铁和飞机是最受欢迎的长途出行交通工具，经济型酒店和民宿

则是最受欢迎的黄金周住宿类型； 

③需求趋势方面，微信已经成为人们假期出行的必备工具，无论是旅行预订还是旅途

分享，微信都是第一选择； 

④出游动机方面，《报告》提供的同程艺龙用户在线调研数据显示，旅游是国庆黄金

周期间居民出行的主要需求，占比 64.1%，其次是探亲，占比 26.1%，同学聚会、参

加婚礼等为出行目的的需求占比为 7.7%。 

http://www.microbell.com


 

东兴证券行业周报 
餐饮旅游行业：中秋全国接待国内游客 9790 万人，超 21 省市景区降价措施落地 

P7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DONGXING SECURITIES

2.2 公司新闻 

海底捞香港上市，IPO 净筹 72.7 亿港元 

9 月 24 日，海底捞(06862)配售结束。配售招股价区间为 14.8-17.8 港元，最终定价 17.8

港元，每手 17800 港元。其中，公开配售申购人数 13081，一手中签率 60.01%，超购

倍数 5.56 倍。国际配售申购人数未披露，但获得大幅超额认购。（腾讯） 

 

重点景区中秋数据汇总 

黄山风景区接待游客 3.93 万人，实现门票收入 736 万元;西递景区接待游客 8516 人、

门票收入 48.5 万元;宏村接待游客 1.92 万人、门票收入 89 万元。 

九华山接待游客 1.25 万人。 

峨眉山前两日接待游客 2.03 万人。 

长白山接待游客 3.8 万人。 

张家界武陵源区各景区接待游客接待游客 18.99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3 亿元。 

北京市中秋假期接待人数共计 395.4 万人，同比增加 4.7％；景区收入达 1.27 亿元，

同比增加 11.5％.其中，历史文化观光型景区共接待 122.2 万人次，同比增加 9.7％。

（公开资料整理） 

 

雪松文旅签约携程强强联合推进旅游创新 

9 月 20 日，雪松文旅集团与携程在雪松控股北京总部进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携手

建立紧密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就景区、酒店、演艺、旅游、大数据等方面资源展开

深度合作，强强联合，推动旅游行业线上线下、旅游资源前端后端的合纵连横，深化

旅游全产业链生态一体化。（新旅界） 

 

四川能投携手西藏文旅投资 38 亿升级藏区旅游业  

近日，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西藏文化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启动国道 317 线/318 线以及拉萨、山南、林芝“两线三环”的旅游开发项目，强化省级

国企合作发展，以产业发展模式助力藏区脱贫攻坚。该项目拟投资 38.06 亿元，将充

分整合双方的资源和资本优势，拓展产业发展能力，深度开发西藏文旅旗下的众多优

质旅游资源，并依托国道 317 线/318 线，使之与四川能投旗下的景区连珠成串、联

动发展，打造川藏线最美景观大道，建设中国最美的圣地旅游线路，助力西藏旅游扩

景增容、提档升级、产业富民。（四川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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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签获 6000 万元 B 轮融资 

9 月 19 日，同业智能签证办理 SaaS 平台——上上签，在北京新国贸饭店举行了以“致

上•同行”为主题的战略升级暨融资发布会，宣布获得由深圳博汇源投资领投、原创资

本以及数十家投资机构跟投的 6000 万元 B 轮融资。在资本凛冬获得青睐的上上签，

并不是一家经营多年的老企业，从 2016 年 12 月上上签官网上线到现在，经过不足

两年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上上签已经先后在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

成立了 6 个城市直营中心，有 7134 家旅游同业在使用上上签，办签总数近 42W 本。

（新旅界） 

  

 途家战略投资加拿大境外民宿品牌 CozyLiving 共享海外民宿库存 

9 月 19 日消息，近日，亚洲专注于不动产运营与管理的头部企业-斯维登集团宣布，

战略投资于境外民宿 Cozy Holdings 集团旗下自营房源品牌 Cozy Living，携手共享

海外民宿库存，同拓海外民宿蓝海市场。Cozy Living 在温哥华、洛杉矶、西雅图等

美西、加西沿海重要城市自营管理着数百套房源，拥有成熟的自营房源线上线下运营

管理体系和运营经验。斯维登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分享住宿的运营商，运营的物业遍

布全国及亚洲主要国家。斯维登集团投资 Cozy Living，意味着斯维登和 Cozy 

Holdings 两大集团携手发力海外线上和线下共享民宿市场，相信 Cozy Living 在得到

斯维登集团的资金注入后，将更有力地快速整合海外民宿资源，打造更强有力的团队，

携手快速占领海外民宿市场高地。（新旅界） 

 

途易集团收购旅游和活动 OTA Musement 

在意大利经营了五年的创业公司Musement是欧洲融资最多的旅游和活动OTA之一，

现在已被途易集团（TUI）收购，收购金额尚未披露，但知情人士称支付给 Musement

的费用约几千万美元。到目前为止，Musement 的融资轮进行到 C 轮，共获 1,650

万美元资金。其还宣称在全球 1,100 个城市提供了 35,000 个旅游、活动和景点服务。

Musement 将加入途易的目的地体验部门——这一部门是途易集团中的迅速发展的

业务。（品橙旅游） 

  

3. 重点公司公告 

云南旅游(00205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园门票票价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 

①昆明世界园艺博览园票价从 100 元/调整为 70 元/人次。新票价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参照 2017 年度游客人数计算，票价调整后，预计公司 2018 年度门票

收入少约 160 万元；公司 2019 年度门票收入减少约 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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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云南旅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其中以发

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华侨城集团、李坚、文红光及贾宝罗持有的标的公司 92.00%的股

份，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李坚、文红光、贾宝罗持有的标的公司 8.00%的股份。本

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华侨城集团通过世博旅游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361,883,986 股，

占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比例为 35.83%的股权，并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82,022,532 股，

占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比例为 18.02%，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的 543,906,518 股，占上

市公司发行股份的比例为 53.86%。 

 

三特索道 (002159)：转让南漳三特旅游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漳三特古山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南漳三特旅游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00%的股权。根据经营需要，古山寨公司拟与武汉当代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所持南漳地产公司 100%的股权以 1,124.32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当代地产公司。、鉴于当代地产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黄山旅游(600054)：黄山风景区门票价格下调 

黄山风景区旺季门票价格由 230 元/人降为 190 元/人。新的门票价格自 2018 年 9 月

28 日起执行。2017 年公司实现园林开发（门票）业务收入 2.33 亿元，占公司营业

收入的 13%。此次门票价格调整后，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凯撒旅游(000796)：浙江天天商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业绩补偿事项进展及相关诉讼 

凯撒同盛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向宁波天天商旅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及增资款，但 2017

年浙江天天商旅未能完成业绩承诺，且宁波天天商旅未按上述协议及后续补充协议约

定履行责任和义务，因此，宁波天天商旅等相关方具有回购义务并存在违约行为。经

凯撒同盛与被告多次沟通，各被告至今仍未履行上述义务。为维护凯撒同盛的合法权

益，凯撒同盛根据《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丽江旅游（002033）：公司索道票价调整 

玉龙雪山索道票价从 180 元调整为 120 元；云杉坪索道票价从 55 元调整为 40 元；

牦牛坪索道票价从 60 元调整为 45 元。新票价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公司原

执行的玉龙雪山索道及云杉坪索道票价中分别包含 13.89%、16%的环保资金，发布

会内容及《意见》中未提及新票价中是否含环保资金，公司将尽快与有关部门沟通确

认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参照 2017 年度游客人数计算，票价调整后，预计公司

2018 年度索道收入减少约 1,200 万元；公司 2019 年度索道收入减少约 8,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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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天酒店（000428）：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公司于近日收到湖南三湘银行通知，因长沙泉昇置业有限公司与湖南曙光建设有限公

司、公司子公司永州华天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戴茂华借贷纠纷，泉昇置业向湖南

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将公司子公司永州华天的募集资金银行

账户中的部分资金冻结，冻结期限为十二个月。 

 

宋城演艺（300144）：公司股东股份变动暨承诺未来十二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2018 年 9 月 19 日，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股东刘

岩先生的通知，截止 2018 年 9 月 19 日，刘岩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共计 5,441,8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7%。本次减持后，刘岩持有

公司股份 51,655,845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56%。同时，公司收到刘岩先生《关

于未来十二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承诺未来十二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包括承诺期间通过二级市场或以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方式增持

的宋城演艺的股份，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份所得全部归宋城演艺所有。 

 

*ST 藏旅（600749）：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 

公司股东于 2018 年 7 月实施了公司控制权变更相关事项，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

定，赵金峰先生作为公司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已向西藏自治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申请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含负责人、主要人员变更），近日,公司已取

得西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表 2:本周上市公司公告一览 

公告日期 公告内容 

2018-09-22 云南旅游:关于昆明世界园艺博览园门票票价调整的公告  

2018-09-22 凯撒旅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018-09-22 凯撒旅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独立财务顾问核

查意见 

2018-09-22 凯撒旅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9-22 凯撒旅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9-22 三特索道:关于转让南漳三特旅游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8-09-22 三特索道: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018-09-22 三特索道: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8-09-22 三特索道: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018-09-22 张家界: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E8AEAF6BD98&id=9575355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506A359BD8C&id=9575204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587C5B9BD8C&id=9575204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587C5B9BD8C&id=9575204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4110696BD8C&id=9575206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587C5C3BD8C&id=9575205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634087CBD84&id=9574886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B28F66EBD84&id=9574886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B28F66BBD84&id=9574886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5FCC057BD84&id=9574886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027B9DDBD81&id=95747692&type=1
http://www.microb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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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2 张家界: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2018-09-21 云南旅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深圳华侨城文化旅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2018-09-21 云南旅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2018-09-21 云南旅游: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2018-09-21 云南旅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018-09-21 云南旅游: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  

2018-09-21 云南旅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18-09-21 云南旅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018-09-21 云南旅游: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执行国务院房地产调控政策规定之专项核查报告  

2018-09-21 云南旅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房地产业务自查报告  

2018-09-21 云南旅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2018-09-21 云南旅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未摊薄即期回报之专项

核查意见 

2018-09-21 云南旅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018-09-21 云南旅游:关于未来三年(2018 年—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公告 华天酒店: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8-09-21 云南旅游:独立董事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

允性的独立意见 
华天酒店: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09-21 云南旅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三特索道: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09-21 云南旅游: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公告 三特索道: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8-09-21 云南旅游:关于本次交易未摊薄即期回报及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拟采取相关措施的公告 岭南控股: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2018-09-21 云南旅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ST 藏旅: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2018-09-21 云南旅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房地产业务之专项核查报告 峨眉山 A:公司章程(2018 年 9 月) 

2018-09-21 凯撒旅游:关于浙江天天商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业绩补偿事项进展及相关诉讼的公告 峨眉山 A:第五届监事会第七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9-21 丽江旅游:关于公司索道票价调整的公告 峨眉山 A: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09-21 华天酒店:关于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峨眉山 A: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8-09-20 凯撒旅游: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西安旅游:关于提前归还部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2018-09-20 宋城演艺:关于公司股东股份变动暨承诺未来十二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中青旅: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2018-09-20 众信旅游: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完毕的公告 云南旅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2018-09-20 首旅酒店: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西安旅游: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018-09-19 黄山旅游:关于黄山风景区门票价格调整的公告 宋城演艺: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018-09-19 中青旅: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腾邦国际: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2018-09-19 众信旅游:关于控股股东为员工持股计划补仓进行股票质押的公告 众信旅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2018-09-19 众信旅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为员工持股计划补仓进行股票质押的公告 西安饮食:关于拟签署《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的公告 

2018-09-19 曲江文旅: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西安饮食: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018-09-18 西安旅游: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西安饮食: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09-18 西安旅游: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西安饮食:公司章程(2018 年 9 月) 

2018-09-18 腾邦国际: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广州酒家: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2018-09-18 宋城演艺: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国旅:关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2018-09-18 宋城演艺: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黄山旅游:关于首次实施回购 B 股股份的公告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9227F47BD81&id=9574769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0BD4AB5BCCA&id=9573301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0BD4AB5BCCA&id=9573301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9EF375CBCCA&id=9573301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9EF3750BCCA&id=9573300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A6E71FFBCCA&id=9573300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2ED3DADBCCA&id=9573300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2ED3D9FBCCA&id=9573299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2ED3D9BBCCA&id=9573299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2ED3D8FBCCA&id=9573299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2ED3D8ABCCA&id=9573298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330C674BCCA&id=9573298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330C66DBCCA&id=9573298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330C66DBCCA&id=9573298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330C669BCCA&id=9573297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F45E1184BCCA&id=9573299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1D33591B810&id=9562972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F45E1180BCCA&id=9573298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F45E1180BCCA&id=9573298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152606EB810&id=9562972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2ED3D86BCCA&id=9573298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BB00616B80E&id=9562933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F45E117DBCCA&id=9573297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BB00613B80E&id=9562933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2ED3D82BCCA&id=9573297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382FC66BB800&id=9562575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2ED3D7FBCCA&id=9573297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A6FEF34B7FC&id=9562322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330C65DBCCA&id=9573296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93D2AAFB7FC&id=9562306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954BDAEBCC7&id=9573259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96F18C8B7FC&id=9562306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D7648EDBCC6&id=9573249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96F18C3B7FC&id=9562306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3803859BCAE&id=9572634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93D2AA9B7FC&id=9562306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2A9BB54BBF2&id=9571140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911F7D1B7F7&id=9562149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65DBAD3FBBED&id=9571008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0190757B7F0&id=9561850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E5AE2237BBEA&id=9570944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AF8D930EB66E&id=9558103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EBAEF03BBE5&id=9570766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E09618BB663&id=955759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5AE64322BB32&id=9568979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722D007B661&id=9557562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2A69DBBBB29&id=9568787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03D66ECB5BD&id=9556177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928474EDBB20&id=9568534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A8FAC81B5B9&id=9556161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7FF34C69BB20&id=9568533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30C5D79B5A7&id=9555835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E7610F0BB1C&id=9568356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30C5D7DB5A7&id=9555835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664C3D0BA69&id=9566868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CEDAC622B5A7&id=95558352&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84E6FF95BA69&id=9566867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30C5D75B5A7&id=9555835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6C60A8DBA69&id=9566859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DD924AA9B5A3&id=95557240&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D85C739BA69&id=9566856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3061D399B4E1&id=9553582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2D85C72DBA69&id=95668558&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4958E44CB4D4&id=95530960&type=1
http://www.microb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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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8 曲江文旅: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018-09-18 国旅联合:董事会 2018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018-09-18 *ST 藏旅: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4. 本周观点及组合推荐 

4.1 本周观点 

2018 年三季度居民总体旅游意愿高达 86.4%，环比增加 1.6%，同比增加 1.5%。目

前板块整体估值经过两年消化，已处于合理区间；同时随着双节来临，板块投资热度

凸显。 

从子行业来看，我们继续重点推荐免税、酒店及出境游板块。建议继续关注具有业绩

支撑以及成长性良好的公司，重点推荐中国国旅（40%）、腾邦国际（30%）、宋城演

艺（30%）。 

4.2 本周组合推荐 

本周组合上涨 7.73%，跑赢行业 0.72 个百分点，跑赢市场 2.64 个百分点。下周维持

组合不变。 
 

表 3:东兴社会服务投资组合情况 

推荐公司  推荐理由  周涨跌  权重  加入组合时间  

中国国旅 公司中标首都机场两标段，同时收购日上国内免税龙

头地位确定，看好免税业务发展带来业绩再上台阶。 

9.24% 40% 20170226 周报 

宋城演艺 传统演艺夯实业绩，六间房稳步增长；异地项目开业

在即，轻资产项目开启管理输出模式。 

5.74% 30% 20160807 周报 

腾邦国际 旅游业务快速释放，携手艾菲航空掌握核心目的地大

交通资源，受益世界杯出境游业务快速发展。 

7.72% 30% 20180917 周报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B8A68D7ABA64&id=95667576&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34A46AB5BA58&id=95663194&type=1
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code=34A46A9ABA58&id=95663156&type=1
http://www.microb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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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凯琳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理学硕士，2016 年 1 月加盟东兴证券研究所，从事社会服务行业研究，重点专注于餐

饮旅游领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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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观点、逻辑和论据均为分析师本

人研究成果，引用的相关信息和文字均已注明出处。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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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证券研究报告所载的信息、观点、结论等内容仅供投资者决策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证券研究报告

均不构成对任何机构和个人的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投资者在决定投资前，务必要审慎。投资者应自主作

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http://www.microb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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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由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撰写，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具有

合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机构。本研究报告中所引用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

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

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

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征价，投

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 

我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

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

相关服务。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东兴证券研究所，且

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研究报告仅供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和经本公司授权刊载机构的客户使用，

未经授权私自刊载研究报告的机构以及其阅读和使用者应慎重使用报告、防止被

误导，本公司不承担由于非授权机构私自刊发和非授权客户使用该报告所产生的

相关风险和责任。 

行业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强烈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之间；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回避：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看好：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看淡：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http://www.microbe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