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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景区“降价令”

景区“降价令” 落地满百日 牵出旅企五大困惑

证券时报记者 童璐 林淼

玉龙雪山的秋冬是大风季节。 能

不能登上海拔

4680

米的山峰欣赏冰

川，要看当天的天气能否允许索道正

常运行。 但比起气候，对以玉龙雪山

索道为盈利主体的丽江旅游（

002033

）

来说，对业绩影响更大、更难预测的

是：自去年

9

月接到“降价令”后，玉龙

雪山大索道票价降逾三成，接下来，原

票价里上交给地方政府的环保资金交

还是不交？ 如果交的话，交多少？

从

2018

年两会发布的《政府工作

报告》，到去年

6

月底国家发改委印发

具体降价意见，被外界称为“降价令”。

截至去年

9

月底，共

29

个省份

981

个

景区门票价格下降或取消，部分景区

索道、游船、环保车等政府定价的交通

工具定价也有所下调。

旅游是“诗和远方”结合的支柱产

业。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多地调研发

现，若以去年“十一”为界，新政百日

来，部分国有景区降价提质，推动全域

旅游、拉动内需、增加就业等方面的积

极意义已经显现。

但正因为本次景区价格调整具有

“史无前例”的重要意义，在具体调整

实施的过程中，既出现了部分景区“降

价不力”的问题，也浮现出操作上的实

际困难。而在降价预期之下，一些景区

管理中“权责不清”、“规定不明”的老

问题也开始逐步激化，引发连锁反应。

“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家景

区上市公司董事长向证券时报·

e

公

司记者吐露心声：降价是旅游产业转

型升级的必经之路，同时也倒逼企业

去厘清和政府、景区管委会、控股股东

方面的“权、责、利”关系，这些更是痛

点所在。

中国社科院

1

月份发布的报告指

出，目前仍有四成

5A

景区、八成

4A

景区门票没有降价。 山东出台政策明

确要“实现国有景区票价降

50%

”。 亦

有包括张家界（

000430

）副总裁金鑫在

内等多位旅游行业人士疾呼：期待地

方政府和景区主管部门在坚持降价的

同时优化决策，平衡公共资源和产业

运营的实际成本，统筹考虑中小投资

者的合理回报。

票价为什么难降？ 应该怎么降？

降了以后相关方面怎么办？ 这些疑问

在景区转型期更加明显。 正如行业资

深专家、前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副

司长高舜礼所叹：有些“热点”，实是

“焦点”、“难点”、“重点”。

降价缘何“超预期”

寒风中，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大

概花了近

1

小时排队乘坐玉龙雪山大

索道上行。 索道工作人员说，去年云

南进行了史上最严的“零负团”整治，

团队游客数量骤减，叠加调价因素，整

体比前几年少，但客流逐渐恢复。 云

南其他景区也莫不如是。

丽江旅游是全国第一也是目前唯

一被下调索道票价的公司。 在去年景

区降价的浪潮中，玉龙雪山大索道双

程票价从

180

元

/

人次降为

120

元

/

人

次，降幅

33%

。 结合

2018

年半年度业

绩看，这三条索道收入占丽江旅游六

成营业收入，是公司的利润基础。

从去年

9

月

21

日起，对“索道降

价是否合理”和票价中“环保资金”的

追问“刷屏”了丽江旅游的投资者互动

平台。 在风口浪尖中，公司仅表示，索

道本身属于政府定价范围，“公司向

省、 市相关主管部门和政府部门多次

申请、报告，说明公司情况，恳请维持

原票价不变”。

和已经确定的索道票价下调相比，

投资者更关心悬而未决的环保资金。丽

江旅游表示， 若新票价取消环保资金，

丽江旅游

2018

年度索道收入减少约

1200

万元；

2019

年度索道收入减少约

8000

万元。 若新票价继续缴纳环保资

金， 预计

2018

年减少索道收入

2200

万

元，

2019

年索道收入减少

1.2

亿元。

减掉的都是真金白银。 三个多月

仍不能确定降价后环保资金存废的丽

江旅游， 折射景区类上市公司困

境———这些公司高度依附于其所经营

的垄断性旅游资源，但又带着公众公

司独立自主市场化运作、追求股东利

益最大化的天然属性。

丽江旅游董秘杨宁婉拒了证券时

报·

e

公司记者的进一步采访。 他仅表

示有关环保资金的征收问题， 目前沟

通未有进展。

A

股公司中，除了黄山旅游、峨眉

山门票降价外， 桂林旅游宣布游船价

格下调约

20%

。 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

区一直实行门票和交通费 “一票制”，

环保客运业务也相应受到降价影响。

中央定调降价，执行要看地方。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上海财经大学教

授何建民等专家的看法是：除门票外，

部分景区出现索道、客运等“超预期”

降价， 是各地政府对景区降价的范围

和幅度要求的力度不同。

困难短期是存在的。金鑫坦言，降

价以后环保车出现了票价与运营成本

“倒挂”的情况。 目前公司正在向相关

部门争取车票和门票解除绑定， 对车

票重新核价。

降价“听证” 行不行

“假设一次降得太多，确实影响上

市公司短期利润，转型需要时间。 ”同

样含有索道业务的某上市公司财务总

监

Z

先生告诉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

今年

7

月， 该省物价部门调研景区门

票成本的同时， 也向公司问及了索道

成本情况，后期降价并未涉及索道。他

非常关心丽江旅游的索道降价进展，

认为带有风向标的意味。

最近被业内视为另一个“风向标”

的是： 山东省发改委去年底明确，“确

保

2019

年底前，实现全省国有景区门

票价格在

2018

年

1

月

1

日的基础上

总体降幅达到

50%

”。

“坚决把虚高的价格降下来”，山

东发展全域旅游的决心和毅力可见一

斑。但如何在坚持公益导向的情况下，

科学、 有序和公开透明地定出新的价

格，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挤掉”原来

票价中的水分，却有相当的难度。

“各地有各地的情况，票价到底定

多少合适， 应该做一番调查研究和测

算经营成本。”高舜礼认为，在全国、起

码是全省，应该统一有一套章法。

多家上市公司向证券时报·

e

公

司记者表示， 公司只是陆续收到调价

通知，本身并没有话语权，并不清楚具

体降价的执行， 甚至出现了公司部分

业务短期内“亏本”的情况。

“一开始，各省的态度是观望和互

相参照。 ”有业内人士举例，去年

8

月

为响应降价， 某省物价部门第一次讨

论出的门票降价方案降幅较小， 方案

被省政府“打回来了”，在参考其他省

份

10%-30%

不等的降价情况后，

9

月

物价局将门票降价幅度划定在了

15%

左右，方案终获过关。

此前国家发改委政策明确，景区门

票要履行定价成本监查或成本调查，听

取社会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做

出价格决策。 外地游客为主的景区，可

通过征求意见和创新价格听证方式，不

过，降价可“适用于简易程序”。

去年的降价是“扎堆”出现的。 去

年

8

月底，全国共有

21

个省份出台了

157

个景区降价，到

9

月中下旬，赶在

“十一”前，各省密集宣布景区降价，合

计降价数达到

981

个。统计数据显示，

如果不考虑发达区域门票基数相对较

低的可能性， 出现了越依赖旅游的次

发达地区票价降幅越大的倾向。 云南

降幅三成，新疆地区定价在

150

元

/

以

上的景区门票综合降价幅度达

30%

；

黑龙江五大连池降价

32%

。 但在经济

发达地区，千岛湖、普陀山的门票只分

别下降了

10%

和

13%

。

“门票涨价要召开价格听证会，降

价是否可以避免一刀切呢？”张家界副

总裁金鑫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金融系副教授贺俊

说，尽管景区是特殊商品，但不能为了

结果的公平，忽视了程序的正当性。

票价构成“变不变”

“不是不让景区公司赚钱。 ”一位

不愿具名的某省发改委人士坦言压力

很大：知名景区降得太少，如何给社会

“交代”？他认为，涉及到社会资本参与

的国有控股景区， 政府进行门票降价

听证合理但操作有难度：“运营成本也

许好核定， 但对参与票价分配的各方

来说，到底多少回报叫合理？ ”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调查发现，

一方面， 部分景区降价的幅度和范

围， 主要受省市政府相关部门决策；

另一方面，降价本身也影响区（县）等

地方政府财政，但整个票价的构成又相

当复杂。

资料显示，

2017

年国家发改委曾对

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进行过摸底调

研：当时

180

元的门票中，市、区、国家森

林公园管理处三级单位共提取

36.5

元

的“资源有偿使用费”和

51

元的“基础设

施建设费”，真正用于景区的“运营维护

成本”仅

71

元，占比不到

40%

，由市、区

管委会等

14

家单位参与门票分成。

因此， 国家发改委在降价文件中直

指了“降价难点”：从深层次看，一些地方

仍过于依赖门票经济， 部分重点国有景

区门票价格“额外负担”过重，推高了价

格水平，成为旅游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回溯丽江旅游案例， 目前最有争

议的环保资金来自于

2013

年玉龙雪

山索道从

150

元上调到

180

元时与当

地政府达成协议， 提价后当该索道票

销售收入超过一定基数时， 丽江市财

政局将按

13.89%

的固定比例提取环

保资金。

2017

年年报中，丽江旅游营收

6.87

亿元， 盈利共

2.04

亿元， 公司向

玉龙县捐赠

917.3

万元、提取了环保资

金

7003.76

万元用于地方环境保护事

业。目前大索道已降到

120

元

/

人，接下

来该如何处理？

此前峨眉山

A

曾公告，每年从景区门

票总收入中按照

8%

的比例提取“风景名

胜区资源有偿使用费” 作为峨眉山旅游

风景资源保护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

黄山旅游的情况不尽相同。 根据披

露， 目前每张黄山风景区的门票中明确

含有“遗产保护费”

29

元，向风景区管理

机构上交门票专营权使用费 （门票收入

减营业税及附加和票房成本后净额的

50%

），山上索道等其他业务还有“开发

维护费”等，归属于上市公司的门票收入

列示在公司年报“园林开发收入”栏中。

也就是说， 若门票降价而遗产保护

等费用不变， 上市公司从景区门票中获

得的营业收入和利润降幅将比门票价格

降幅更大。 国盛证券研究所根据

2017

年

的数据计算， 黄山风景区降价前门票共

收入

5.48

亿元， 其中上市公司收到

2.4

亿

元，占比约

43.7%

，管委会获得超过

55%

。

“可以把黄山门票里

29

元

/

张的‘遗

产保护费’ 理解为资源保护费， 这是

2014

年安徽省人大出台《黄山风景名胜

区管理条例》时定下的，计算方式是按照

230

元

/

人票价的

10%

，加上之前早年间

留下的

6

元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有接近

安徽省物价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证券时

报·

e

公司记者。

黄山旅游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

示，无法预估黄山风景区门票降价后，门

票中相关费用能不能同比例减少。

“老政策”能否解决新问题

黄山风景区难以处理“遗产保护费”

增减的原因之一，是制度上有“空白”地

带。

2018

年初，黄山市政府开始实施《

<

黄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

>

办法》

,

其中

提到 “管委会应当依法征收风景名胜资

源有偿使用费， 黄山风景区内经营者应

当缴纳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风

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具体征收范围、

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而且，门

票收入中的资源保护费和对景区内经营

企业收取的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等

将共同组成“生态补偿金”，生态补偿金

的管理和使用， 由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商

黄山区人民政府提出意见， 报市人民政

府批准后执行。 但目前黄山市政府层面

的新意见还没出台。

“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遗产

保护费”、“资源保护费”、“生态补偿金”、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这么多概念，就已

经让投资者搞不清状况， 遑论每种费用

的具体征收范围、标准。

在业内看来，收费体制不清，部分也

源于管理体制和相关法规的不畅，“老办

法”和“老制度”解决不了新问题。 张旅集

团纪委书记杨流爱就曾表示，张家界核心

景区保护开发的总体规划已制定了多年，

并未更新，近期公司想做一下产业开发和

基础设施的完善， 但在具体筹备的过程

中，“规划部门的手续就是办不下来”。

张家界副总裁金鑫则在为业绩发

愁。 “景区内的公路是我们在修，游客

中心排队的栅栏也归我们负责， 但本

身这些都不计入公司的固定资产。 基

础设施更多应该是政府责任， 甚至是

公益事业。 国企本来已经承担了更多

的‘社会责任’，如果降价只降国企，我

们和民营旅游企业之间竞争如何能公

平？ ”金鑫说。

“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旅游景区公

司都一直是‘戴着镣铐跳舞’。”一位多年

跟踪旅游行业的观察者表示， 虽然根据

国家规定，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与

经营者签订合同， 依法确定各自的权利

义务。 但实际来看，景区公司的“责、权、

利”如何划分，依然是模糊地带。

上市转型路多艰

降价后的“十一黄金周”数据显示，去

年国庆国内旅游增速十年来首次在双位

数以下。 峨眉山风景区共接待游客

14.3

万

人同比微降， 黄山景区共接待游客

18.96

万人增长

10.38%

，但对应门票收入

3061

万

元下降了

11%

。 九华山共接待

28.2

万人下

降

8.2%

，门票收入下降

15.2%

。

上述数据佐证了传统景区吸引力在

减弱，改革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大河

涨水小河满”， 歙县阳产景区的负责人

告诉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 黄山等知名

景区降价，带动了周边小景区休闲旅游

的客流。

“不降、缓降都不是办法。”中信建投研

究发展部副总裁贺燕青认为， 景区的公益

性和全域旅游的趋势是国内旅游发展的必

然趋势，降价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也能从一

定程度上倒逼传统景区的转型。

各传统景区公司也在积极调整。 目

前，黄山旅游一方面积极推动重组宏村，

提升花山谜窟等皖南优质景区， 借力杭

黄高铁通车深化加强和浙江联系； 另一

方面，推动黄山风景区扩容和内部酒店、

索道、餐饮等的内部挖潜。 张家界此前拟

发行可转债，募资投向相对休闲的“大庸

古城”项目。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 造成短期上市

公司股东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矛盾， 本质

根源在于目前我国景区发展的不成熟和

不完善。 也有业内人士在调研中提出：当

政府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减免景区相关票

价时， 可以适当给与参与的社会资本一

些减税、补贴或其他政策支持。

比如说，

*ST

藏旅（

600749)2017

年受

西藏自治区政府出台“冬游西藏”政策的

影响， 出现公司营业收入增加但经营活

动现金流量同比大幅减少的情况。 不过，

截至目前，西藏旅游还尚未公告

2017

年

相关补贴资金的到位情况。 近期西藏推

出国有

3A

级（含

3A

级）以上景区冬季免

费游览， 对西藏旅游等民营控股公司运

营的景区已不再做免票要求。

放眼当下

A

股，旅游这个被视为“诗

和远方结合”的大产业，虽然被券商多次

唱响“国企改革红利”，至今也没出现一

个巨头型的“大公司”。 近年来更出现一

些微妙的变化： 介入自然景区开发的民

营资本，主动调低了

IPO

上市的期望，有

的更放弃申请“

5A

级景区”等以避免出

现政府指导价；而国资控股的景区企业，

依然被地方政府寄托着上市的期望，井

冈山、普陀旅游等仍有

IPO

打算。

“这些年， 不少其他景区公司来交

流，感觉多数公司离上市还很远，主要都

是独立性不够、政企难分的问题。 ”一家

国企旅游上市公司董秘说，“假设景区门

票降得太多， 地方政府和风景区管理机

构收入大减， 会不会转移压力给景区内

的企业？ ”

景区降价推动行业改革：“一令即行”难在何处

证券时报记者 童璐

风暴眼往往最为平静。在去年

12

月

召开的一场旅游行业高端论坛上， 主办

方在最后的讨论环节设置了一道题目：

“如何应对景区门票降价的压力？ ”没有

一位嘉宾选择就这个话题公开发言。

绕过话题并非因为“不想谈”，而是

降价带来的连锁反应和背后的系列难

题，需要去慢慢厘清，而各方观点亦有不

同。证券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四位专家，

就景区门票的“降价之痛”和市场化改革

等方面发表看法。

高舜礼：景区降价

未必能一令即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资深旅游行业专家高舜礼认为，

对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实行降价有着积极

的意义。 之所以降价难， 主要有三个原

因：一是认识问题，二是景区有负担，三

是时间相对较紧。国有景区该不该降价？

这不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的问题，应由国有资源的所有方来决定。

高舜礼说， 如同国有企业的改革与

整合一样，也会有这样那样的认识问题，

也必然会涉及中央与地方、 部门与地方

以及多方面的利益调整， 但还是要向前

推进， 因为对国企改革有决定权的是其

所有者，而不是具体国企本身，暂时出现

的一些问题都应该理解。

高舜礼说，降价多少才合适，最好应

该有一套统一的算法，也就是所谓要“形

成门票定价的透明机制”。应该有相应机

构去督促落实， 才不至于拍脑袋或讨价

还价。

魏小安：

培育健康的成长环境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首席专家、原

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魏小安则不

赞成景区大降价的趋势。他认为，景区如

果免费， 会让一流的景区资源变成最差

的产品； 大幅降价会失去投资和维护的

积极性。中国旅游四十年，现在已经到了

旅游市场秩序和旅游质量历史上最好的

时期。 当下中国旅游行业健康发展的最

大短板，在于缺少健康的企业。

魏小安认为， 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

在产业素质和企业发展方面， 培育健康

的成长环境，引导健康的市场竞争，形成

“顶天立地”和“铺天盖地”相结合的产业

格局。企业是行业的根基。上市公司是公

众公司， 不要认为上市旅游公司是地方

国企的下属公司。

何建民：

正确界定市场和公共部分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旅游管理博导

何建民认为， 国内旅游业既是产业又是

事业，具有双重属性，是政府主导的市场

经济。各地发展程度不同，各地政府对景

区降价的范围和幅度要求的力度不同可

以理解。 如果景区投入资源全部是国有

的，政府代表国家要求降价合情合理。

但目前的问题，涉及到景区是“部分

利用了公共资源”，核心是要正确界定市

场部分和公共部分的关系。 如果完全公

共性的资源，应该实行国家公园制度，实

行全额财政拨款。目前的情况：尽管国有

景区的自然资源都是公共的， 但相关配

套设施等是由当地政府或者相关企业投

资，实际上是

PPP

模式，景区本身并非

是完全公共性的产品。

另外， 我国著名的以自然资源为依

托的景区，如黄山、九寨沟，大多在贫困

地区，发展旅游业实质是发展扶贫产业。

如果降价在执行中没有好好进行成本核

算的话，也会带来严重问题。

贺燕青：理顺景区的

管理、执行力和激励的关系

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副总裁、社会服

务行业首席分析师贺燕青说，虽没有统一

降索道价格或摆渡车价格的政策出台，但

后续门票继续降价和景区内交通降价的

预期比较确定， 部分上市公司超预期降

价，一方面体现主管部门对于政策预期的

判断和积极应对，对国家要求尽快实现旅

游景区公益性目标的践行。 另一方面，随

着全域旅游的推进，政府层面也希望通过

景区大力度降价吸引游客，有利于打造全

域旅游新形象，提升地区整体竞争力。

贺燕青认为，从长期来看，景区的公

益性和全域旅游的趋势是国内旅游发展

的必然趋势，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也能从

一定程度上倒逼传统景区转型。 对于目

前部分 “门票经济” 依赖较重的景区来

说，生存可能逐渐困难，但对管理机制灵

活、 创新和内容服务能力充足的景区公

司来说，则是很大的机会。由专业团队来

运营，是眼前相对可行的道路。 如何理顺

景区的管理、执行力和激励的关系，将是

短期内景区转型的相对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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