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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动态分析 

端午出游人数增长 7.7%，即

将迎来旅游旺季 

 

本周行情： 

本周休闲服务（申万）指数下跌 4.31%，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51

个百分点，在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15。 

板块表现： 

餐饮板块本周涨跌幅第一，涨跌幅为-2.43%。其余板块中，景区>

免税>酒店>出境游，涨跌幅分别为-3.27%、-4.47%、-5.45%、

-7.46%。 

估值表现： 

餐饮估值水平最高，PE 达 39.27 倍。其余板块中，免税>出境游>

酒店>景区，PE 分别为 34.04、31.09、21.16、20.53。 

一周话题： 

2019 年端午节假期，中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 9597.8 万人次，

同比增长 7.7%；实现旅游收入 393.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6%。 

 

行业新闻： 

【免税】5 月 30 日，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免”）与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博”）举行了

澳门上葡京免税店签约仪式，宣布建设澳门首家市内免税店； 

公司公告： 

【东方时尚】回购事项截至 5 月 31 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 863.9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694%； 

风险提示： 

经济恶化；地缘政治风险；自然因素（天气、地震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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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板块行情回顾 

（一）板块指数表现 

本周休闲服务（申万）指数下跌 4.31%，同期上证综指下跌 2.45%，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79%，休闲服务（申

万）指数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51 个百分点，在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15。 

图 1：本周行业指数相对表现强弱：（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图 2：本周各板块指数涨跌幅：（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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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行业表现 

社服行业子板块中，餐饮板块本周涨跌幅第一，涨跌幅为-2.43%。其余板块中，景区>免税>酒店>出境游，

涨跌幅分别为-3.27%、-4.47%、-5.45%、-7.46%。 

图 3：各子行业涨跌幅：（单位，%） 图 4：各子行业估值水平：（PE）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各板块经过一周调整，餐饮估值水平最高，PE 达 39.27 倍。其余板块中，免税>出境游>酒店>景区，PE 分

别为 34.04、31.09、21.16、20.53。 

本周涨跌幅排名前十的个股分别为华天酒店（+7.96%）、大连圣亚（+3.99%）、丽江旅游（-0.83%）、全聚

德（-0.96%）、中青旅（-1.19%）、金陵饭店（-1.45%）、云南旅游（-1.76%）、科锐国际（-1.81%）、广州酒家（-1.89%）、

黄山旅游（-1.97%）。 

图 5：周涨跌幅前十的个股：（单位，%） 图 6：年初至今涨跌幅前十的个股：（单位，%）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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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话题 

事件：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9 日披露，2019 年端午节假期中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 959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7.7%；

实现旅游收入 393.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6%。 

点评： 

端午节与高考重叠，旅游增速放缓。今年端午节的旅游数据增速较上年同期有所放缓，旅游人数增速

分别下降 0.2pp，旅游总收入增速提升 1.3pp。参考今年清明、五一的旅游数据，清明期间旅游人数及收入

增速分别为 10.9%、13.7%，五一期间的旅游人数及收入增速分别为 13.7%、16.1%，因此端午的增速环比

也出现一定放缓。人均消费方面，端午节作为传统节日，人均旅游消费力度较五一、清明低，今年端午节

期间的人均消费达到 409.8 元，同比提升 0.86%，今年清明、五一的人均消费分别达到 427.6、603.4 元，

传统节日对旅游出行及花费有较大影响。考虑到今年端午节与高考完全重叠，去年端午节在高考之后，因

此节日期间的旅游需求受到一定影响。 

 

海南旅游数据表现较好。端午节期间，三亚景区景点、乡村旅游点共接待游客 20.31 万人次，同比增

长 22.87%；与上市公司相关景区中，南山、千古情分别接待游客 2.97、5.37 万人，同比分别增长-0.33%、

5.49%，亚特兰蒂斯及海昌梦幻不夜城接待游客分别为 2.02、0.58 万人；海口市主要景区、乡村旅游点共

接待游客 40.79 万人次，其中 A 级景区接待游客 35.2 万人次，同比增长 8.04%，景区门票收入 282.14 万元，

同比增长 10.12%；海口的免税销售数据向好，6-8 日，海口两大免税店（机场、日月）共接待购物人数 1.44

万人次，销售额达到 3103.11 万元，人均消费为 2158.69 元，同比增长 26.72%。 

 

出境游向好，各旅游产品价格较五一回落。根据《2019 年端午酒店预订报告》的部分统计数据，今年

的出游中，出境游占 30%。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披露，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 205 万

人次，同比增长 7.6%，其中，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广州白云机场等大型空港口岸日均分别达到

8 万人次、10.9 万人次、5.2 万人次。虹桥机场方面，端午假期出入境客流同比增长 5%，其中，出境人数

达 1.45 万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入境人数达 1.55 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12%。从出境游产品价格来看，

在携程平台上的报价较五一有所下降，跟团游、自由行等产品出境游的人均消费为 4500 元以上，降幅约

13%，主要由于旅游旺季在之后的暑期，且高考也对节日出行造成一定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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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重要动态 

【出境游】6 月 2 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发布“提醒中国公民申请赴美签证特别事项”称，近日美国政府开始

要求美国签证申请人提供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我国旅游业界也传出消息：5 月 31 日起，中国游客办理美国

签证，需要提交 QQ、微博、优酷、豆瓣等社交账号； 

【酒店】希尔顿在中国每年新开酒店数量将保持 50%以上的增长速度，并计划在 2025 年实现在华管理酒

店达到 1000 家的目标； 

【免税】5 月 30 日，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免”）与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澳博”）举行了澳门上葡京免税店签约仪式，宣布建设澳门首家市内免税店； 

【海南】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林东 3 日在做客交通运输部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时表示，游艇产

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服务领域广、产业链条长、带动作用强等特点； 

【出境游】据新西兰天维网报道，一项旨在向国外游客征收游客税的议案 6 月 1 日在新西兰国会获得通过，

该法案将从 7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据悉，每位外国游客都将因此支付 35 新西兰元，用于支持新西兰的基

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 

【海昌海洋公园】5 月 30 日，海昌海洋公园与博涛文化签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同时聘请博涛文化创始人、

董事长肖迪为其文旅事业部首席顾问。双方将在 IP 创作、开发及授权、多媒体游乐项目开发及实施、大型

程控巡游演艺机械研发、外部委托工程项目管理等方面开展合作或进一步深化现有合作； 

【出境游】6 月 4 日，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日前泰国国家会议展览局商务处正式出台“泰国会奖旅游专属

计划”，欲借此刺激更多会展游客赴泰、增加消费、延长停留时间。据悉，该计划的有效期将持续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旅游交通】首都机场端午假期期间预计运送旅客 82.9 万人次，日均 27.6 万人次； 

【旅游投资】近日，在位于和田市大漠胡杨生态景区的 2019 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赛事大营总部，和

田地区举行招商推介及旅游项目签约会，与来自国内的 16 家企业共签订了 16 个文旅项目，投资总额达到

109．1543 亿元； 

【旅游】2019 年端午节假期中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 959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7.7%；实现旅游收入 393.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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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重要公告 

【丽江旅游】华邦健康及其相关承诺方承诺事项部分到期，部分仍在进展中，后续华邦健康与玉龙雪山管

委会将就雪山公司的股权等相关事宜继续保持协商，同时表示未来在持股雪山公司和丽江旅游期间，将充

分尊重各方股东意见，继续优化雪山公司和丽江旅游股权结构； 

【东方时尚】回购事项截至5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863.9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694%； 

【中山金马】公司收到前期理财产品本金1.1亿元，获理财收益114.92万元； 

【新智认知】截至5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281.9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1%； 

【大连圣亚】总经理肖峰拟受让股东辽宁迈克所持有的公司股份225万股，目前该股东转让已实施完成； 

【桂林旅游】公司正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预计发行7202万股，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东方时尚】控股子公司东方时尚航空拟与山东大河投资有限公司、陈茂林、陈茂森及海若通用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关于海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目前已完成签署； 

【三特索道】控股股东当代科技质押公司股份950万股，累计质押32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37%； 

【华天酒店】股东华信恒源减持计划，目前减持公司股份23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2.26%； 

【云南旅游】目前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尚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尚需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等流程； 

【华天酒店】控股子公司北京浩搏破产清算事宜，破产管理人天职国际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向重整方； 

【凯撒旅游】股东凯撒世嘉将质押给长江证券的公司股份事项，原到期日展期至2019年11月22日，累计质

押1.49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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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介绍 
贺燕青：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社会服务行业首席分析师，武汉大学会计学本科、经济

法研究生，7 年证券从业经验。 

李铁生：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社会服务行业联席首席分析师，西安交通大学数量经济

与金融硕士，6 年证券从业经历 

陈语匆：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社会服务行业分析师，3 年证券从业经验。 

 
研究助理 陈如练：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商务硕士，2018 年加入中信建投社服团队。 

   

研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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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募组 

朱燕 85156403  zhuyan@csc.com.cn 

任师蕙 010-8515-9274  renshihui@cs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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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业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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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谦 010-86451493  huangqian@cs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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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销售组 

李祉瑶 010-85130464  lizhiyao@csc.com.cn 

黄方禅 021-68821615  huangfangchan@cs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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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培楷 020-38381989  chenpeikai@cs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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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以上证指数或者深证综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买入：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5—15％； 

中性：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 

减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15％； 

卖出：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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