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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旺季 应旺“人文” 而非人数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十一”黄金周和中秋节就要到了，

时间又进到旅游旺季，各地的景点，毫无

疑问又将出现人头攒动、 一派热闹的景

象。 在

A

股市场，旅游板块已经有所反

应，凯撒旅游、众信旅游等旅游股最近涨

势都不错。旅游旺季的来临，又是一场商

业盛宴开席！不过，对于一个国家的国民

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旅游，绝不仅仅只是

走马观花地凑凑热闹而已， 旅游背后的

“精神旅游”应该是更深层次的追求。

身体旅游 VS精神旅游

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在路上。这是

很多人熟知的一句颇富哲理的话。 对于

在黄金周旅游的人来说， 到自己心仪的

地方看看美妙的风景， 领略到神奇的自

然风光，不仅是身体的放松，也是精神的

放松。现在社会节奏大大加快，尤其是移

动互联网时代的飞速发展， 一切都在瞬

息万变， 每一个人都被动或者主动地迎

接着这个时代迅速“迭代”的 事与物，让

大家颇有应接不暇之感。旅游，游走在山

水之间，让自己的精神得到放松，不啻为

现代高压力生活状态下人们的一种必要

的放松方式。

想象一幅图景：放假了，跑到一个山

脚下的旅馆，山上是群山蜿蜒、山下是淙

淙流水，寄情于山水之间，不亦乐乎！ 这样

放松的假期，偶遇一场美景，再加上天然

的美景，自然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然而，想

象的毕竟是想象的，现实的图景是：每到

黄金国庆假期，任何一个景点，都是人头

攒动、酒店爆满、景区交通堵塞。 游客面临

吃饭难、住宿难，上车就是睡觉、下车只拍

照，你正站在一处美妙的景区想欣赏一下

风景， 后面的游客就催着你赶紧走人，因

为后面源源不断的人也要看风景啊。景区

的酒店， 费用比平时贵至少一倍以上，你

还很可能遭遇导游强制性要求你购买物

品，或者所谓的纪念品，让你烦不胜烦，顿

时有一种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的感觉。

你再看那假期的海边，本来幻想着畅游大

海，结果你到了一个 “煮饺子”的地方，畅

游根本就是一场空想而已。 这个时候，你

的身体累，心更累！

更重要的是，旅游者去旅游，很多是

历经多年的人文景观，这个时候，就需要

旅游者事先做大量功课， 才能了解到人

文景观背后的历史蕴含、人文特色，甚至

真正融入到彼时的历史场景中去， 感受

历史烟云的风云变幻。而现实的情况是，

大部分的旅游者， 去景区玩， 凑的是热

闹，至于景区背后的人文历史，压根儿就

没心思去揣摩， 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个知

识能力去学习景区背后的历史人文内

涵，这种徒有形式的旅游，仅仅只是你的

身体器官锻炼了一下而已，你的精神，压

根儿还是在原地踏步。

旅游，不仅仅是身体的旅游，更应该

是精神的旅游。而精神的旅游，首先需要

旅游者具备一定的知识含量。

历史视野 现代传播

国内旅游类上市公司不算多， 也不

算很少，在

A

股市场算是一道独特的风

景。以前有家四川的旅游类上市公司，因

为曾经的公募基金一哥重仓， 由此引起

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这几年，中国老

百姓的收入稳步增加，口袋里闲钱多了，

境外游也多起来了， 境外游业务占据主

导的旅游类上市公司， 也引起了资本市

场的足够关注。

就我个人来说， 旅游类上市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 一是要符合整个行业的发

展趋势。 比如这几年，老百姓有钱了，境

外游的越来越多， 境外游业务占比较大

的少数几家旅游类上市公司就值得重点

关注， 因为境外游还不如境内游市场竞争

激烈， 利润高过境内游， 应该是大概率事

件。 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加强，毕竟中国居民

对于境外游的热情越来越高了。 在这类上

市公司中，谁的服务更好，谁就更具有投资

价值。 为此，亲身去体验这些上市公司的服

务，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在境内游的上市公司中，除了传

统的估值方法，比如市盈率、市净率、未来现

金流折现等方法外，我觉得旅游类上市公司

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旅游景点背后的历史

文化内涵。 这种文化的内涵越广越厚，就越

有价值，游客就越想去参观，这是旅游类上

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护城河。 但空有这

些历史文化资源也没用， 比如名山大川，有

了宗教、历史等深厚的文化资源，如果上市

公司的管理团队和运营团队不能把这些历

史文化资源挖掘出来，通过现代化的各种传

播手段把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展现出来，也没

用。 旅游类上市公司的运作，最核心的就是

“历史的视野，现代的传播”。

谁都想返璞归真， 去旅游景点返璞归

真是游客内心的一大诉求， 但如果旅游景

点杂乱无章，乱收费，再深厚的历史文化资

源也是白白被浪费。简单地说，旅游类上市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在于让游客体验到一

场精神文化之旅，而不仅仅只是身体之旅。

互联网颠覆不了旅游业

程喻

有个朋友在携程网工作，大家都特别羡

慕，旅游行业福利多，随时可以来一场说走

就走的旅行。 他摆摆手说，“快别说了，每天

都要跟客户在电台里斗智斗勇，脑细胞都快

不够用了。 ”

携程是在线旅游的龙头老大，电台可是

比电视台还要老的前辈，年轻一代连电视节

目都没兴趣了，电台更不会听，网络直播、网

剧才是他们的最爱， 携程也算是互联网企

业，为啥要把触角伸向电台？ 朋友解释说，一

是汽车的普及，让电台的传播到达率“枯木

又逢春”。 开车总不可能看视频吧，打开电台

听听音乐， 听听新闻是大多数人的最优选

择，尤其是各个城市的交通频道，因为会随

时发布路况信息，特别受欢迎。 二是电台的

交流方式，主要以对话的形式，听众来电是

传统优势也是标配手段，一些电台就专门开

设了栏目，请消费者来吐槽商家，然后主持

人出面协商解决。 现在，吐槽商品质量的人

少了，吐槽餐厅、游乐场还有旅行产品的人

数呈直线上升趋势。

他的话透露出两个信息，第一，消费确

实是升级了， 旅行行业确实是朝阳行业，尤

其在当下实体和线下经济低迷的时候，唯有

吃喝玩乐受影响不大。 特别是一些刚性需求

的消费者，比如每年的大量退休人员、暑假

学生出游潮、每年宝贵的年假……只要衣食

无忧，人们就会想着去旅游。

第二，旅行业确实是一个讲求个性化的

行业。 为什么对商品质量的投诉少？ 因为现

在都是机器生产， 只要生产工艺上去了，产

品就是标准化。 但是旅行重在个人体验，涉

及链条又广，衣食住行娱乐方方面面都有可

能掉链子。 比如跟团旅行，合同签得好好的，

出发遇到航班问题，消费者就能闹得不可开

交。 还有各种低价团，出发当天

4

点钟把你

叫醒，送你到集中地，几百号人拿着车牌号

看自己的大巴什么时候到， 等一小时以上，

然后抢座位，途中各种推销，各种购物，投诉

也就来了。

但这事儿也不是一边倒，去年新闻报道

有个云南导游骂客人，曝光之后被开除，但事

实是客人所报的“云南双飞六日游”的团只花

了

1

块钱， 并且事情发生时旅行社已经赔偿

了客人

500

块钱，最后还是被放在网上曝光。

说这么多，是想表达一个意思，互联网

可以颠覆很多产业， 但旅行业和餐厅一样，

很难被完全颠覆的，因为其资源复制的可能

性太低了。 在线旅游是国内电子商务化最早

的一个行业，到现在，各地大大小小的旅行

社依然存在，并没有被吞没，这是因为旅游

行业是需要资源的。

优秀的导游、优秀的计调、合作愉快的

酒店，甚至是景区、饭店、飞机等，所有衣食

住行各种资源都掌握在旅行社里。 没有资源

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前两年去哪儿网在线

上售票的道路上做得风生水起， 突然有一

天，多家民航公司取消和它的合作，明眼人

都看得出来， 民航公司是在维护自己的利

益。 世界变了，原来高高在上坐着收钱的时

代过去了，它们也不愿沦为生产链的底层配

角。 如今，去哪儿的价格优势已经不再明显，

被淘宝与携程分掉不少份额。

要知道，就算是国内第一的携程，有庞

大的客户服务群， 也有传统旅游行业的积

淀，并不是一家纯粹的互联网公司，正是因

为这一点，它才能做到行业第一。 在线旅游

要颠覆旅游业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

9月 13日， 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 22

届全体大会上强调， 中国高度

重视发展旅游业， 旅游业对中

国经济和就业的综合贡献率已

超过 10%。 未来 5年，中国将有

7亿人次出境旅游。国庆黄金周

即将来临， 携程旅游发布报告

称，今年十一长假将有超过 6.5

亿人次国内游、 超 600万人出

境游，创历史新高。

做好旅游，上市公司义不容辞

梅双

每年“十一”黄金周临近，相关

概念板块便风起云涌。 在大盘微跌

的背景下，餐饮旅游板块昨日继续

大涨

2.29%

，

9

月份以来，该板块已

累计上涨

7.12%

。

从时机上看， 国庆中秋双节

行情已至， 近期人民币大幅升值

也刺激了境外游。 从业绩上看，今

年上半年旅游行业经营良好，景

气度处于上升通道， 消费升级叠

加供给侧改革， 行业长期向好趋

势确定。 从估值层面来看，今年前

8

个月，餐饮旅游板块表现一般在

29

个中信一级行业中排名倒数，

板块估值处于相对低位， 客观上

存在补涨需求。

小长假会带来一定的刺激。 国

家旅游局发布的

2016

年国庆假日

（

10

月

1

日

-7

日）旅游市场信息显

示，去年国庆期间，全国共接待游

客

5.93

亿人次， 同比增长

12.8%

，

累计旅游收入

4822

亿元， 同比增

长

14.4%

。

据携程旅游最新发布报告称，

今年“十一”长假将有超过

6.5

亿人

次国内游， 超

600

万人出境游，预

计将创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增长

13.5%

。

旅游业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综合

贡献率已超过

10%

，同时，在一带

一路政策的带动下，丝路旅游经济

发展迅速，内蒙古、甘肃、新疆等省

区旅游市场迎来井喷。 旅游行业除

了带动旅游景点门票收入，还涉及

食品饮料、酒店、交通运输、保险等

行业。 此外，旅游业还带动了移动

支付、共享经济、智能导航等众多

领域。

事实上，旅游黄金周也是上市

公司经营的一面镜子。

首先，旅游业是观察经济的晴

雨表之一。 东方证券研究报告指

出，在板块权重绩优股中报披露及

出境企稳回升带动下，中秋节及国

庆节等旺季效应仍有释放空间，旅

游板块的相对收益将继续显现。 看

好三季度旅游大趋势，继续推荐酒

店、免税两大确定性成长性行业的

龙头机会， 同时积极优选个股，把

握景区及出境游的旺季复苏反弹。

其次，业绩的支撑也是餐饮旅

游板块应节大涨的基础。 据国金证

券统计，

2017

年上半年旅游业上市

公司营收整体同比增长

23%

，扣非

净利同比增长

31%

。 按照扣非净利

增速排序， 依次为酒店

>

出境旅行

社

>

餐饮

>

免税

>

主题公园

>

景区。具

体来看，酒店板块业绩高增长主要

由于行业复苏。 另外，受欧洲游市

场复苏影响， 出境游平稳增长，出

国游增速有所下降几近历年增速

之底。 景区板块则在多重影响相互

制衡下内生收入增速下滑，利润增

速相对稳定。 主题景区受益国内游

人次增长的业态红利，人次仍维持

高增速。 不过，不同公司业绩分化

较为严重。

第三，目前板块估值较低。 对

于旅游板块的爆发，方正证券研究

报告指出，从估值层面来看，在经

过前期估值消化后，当前休闲服务

板块动态

PE

为

36

， 处于相对低

位，配置价值较为显著。 截至

9

月

14

日，餐饮旅游板块今年以来累计

上涨

1.69%

，而近

20

日以来累计上

涨

7.55%

。今年前

8

个月，板块整体

略微下跌， 对应上证

50

今年来累

计上涨逼近

20%

，煤炭、钢铁、有色

金属、家电、食品饮料和非银金融行

业的同期累计涨幅均超过

20%

。

小长假，是观察上市公司业绩

的一面镜子， 也是关注上市公司

“品德”的一面镜子。为加强旅游市

场监管，提高旅游服务水平，去年

十一小长假国家旅游局首次发布

了十一假日旅游 “红黑榜”，“红黑

榜”涵盖景区、旅行社、旅游工作人

员、导游、游客五大类，全部榜单覆

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多家上市公司上榜。 这意

味着，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做好旅

游服务，上市公司有着义不容辞的

责任。 同时，上市公司还需要树立

更强的风险意识，切实保障旅游安

全，合法合规经营，才能防范市场

风险。 在掘金旅游产业的路上，上

市公司更不能忘记“风景和风险同

在，利润与责任共担”。

官兵/漫画

在朋友圈中游世界

刘凡

说到旅游， 笔者第一反应不是以前去过的

旅游景点， 而是朋友圈里时不时有人晒出的旅

游照片。在社交媒体时代，足不出户跟着朋友圈

就能游遍全世界了。 通常，美食、风景、小孩、宠

物是朋友圈晒图的最爱题材， 也是一个人生活

状态的直接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发展，旅游

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也在发生变化，这在朋友圈

里都有直接的反映。

记得社交媒体刚刚兴起的时候， 有个著名

的段子：梁朝伟闷了就去机场，买机票，随便买到

某班飞机，然后欧洲喂鸽子。 当时引得很多人艳

羡不已，大呼“这就是理想中的生活”。而现在，出

国旅游已经成为中国人普通生活的一部分。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迅速， 开放程度也在提

高， 持有中国护照能去的国家更多了。 另一方

面，社会飞速发展，收入高的人群增多，有实力

去国外旅游的人群基数也增大了。 出国旅游市

场的潜力被充分挖掘出来， 相应的旅游产品明

显增多，出国游的航班增多了，人们出国游的成

本下降，刺激了人们国外旅游的积极性。 因此，

和梁朝伟一样打“飞的”喂鸽子，是经济发展和

旅游行业飞速发展的体现。

近一两年， 出国游又有了新的花样———朋

友圈晒出的游学照明显增多。 比如刚刚过去的

暑假，笔者的朋友圈就被牛津、哈佛等世界名校

的游学照刷屏。小至二年级小学生，大的如高中

生，都带着点朝圣心理，在这些世界名校的标志

物前打卡， 树立要好好学习进入世界名校的远

大志向。

还有各种商务考察照纷纷晒出， 从参展到

去工厂考察， 中国人与国外先进公司的直接交

流和对话越来越多。 笔者注意到，日本、德国等

成为最热门的考察地。 这其中也反映了中国人

的一种期望， 即中国的工业发展制造已经发展

到一定阶段，接下来怎么走其实也摸不清，因此

朋友们纷纷去往日本这种精细化制造的国家，

希望能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

有需求就有产品，各种互联网工具、社交媒

体纷纷参与其中，纷纷参与旅游业。而且互联网

技术应用也飞速发展， 点点手机， 或者看朋友

圈，深度出国游的全套出游方案就能轻松搞定，

真是太方便了。

小小朋友圈， 可以管窥旅游这个大市场的

变迁。显然，中国人的出游已经从踏出国门看风

景到深度去国外体验、学习和交流。从旅游行业

来说，消费者的口味变了，行业也会相应变化。

旅游真是个与时俱进的行业， 转型慢了很容易

落在后面。

这一点在上市公司的业绩上也能得到印

证。 今年半年报中， 八成旅游上市公司业绩上

扬，证明旅游市场需求很大。但是分化现象也非

常严重。 表现好的如凯撒旅游、首旅酒店、北部

湾旅等公司净利润成倍增长， 涉及主题公园业

务的宋城演艺、 大连圣亚业绩双增 （营收及净

利），主题公园热度依旧不减。 而一些老牌传统

景区的上市旅游公司表现较弱，以西安旅游、丽

江旅游为代表的传统旅游企业正陷入瓶颈期。

对于一些老牌景区上市公司来说， 应该从单一

景点景区的建设管理向综合目的地统筹发展转

变，比如“发展自然

+

人文混搭”，深入挖掘景区

文化内涵；此外，从单一的依赖景区门票收入向

吃住行等多项消费收入转变刻不容缓。 随着消

费升级，传统旅游企业亟待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