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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旅游业回温缓慢 酒店业促销补损失

证券时报记者 卓泳 罗曼

作为国民消费的重要板块， 旅游酒

店业在疫情下遭受到重大创伤。 艾媒咨

询报告指出，以

2019

年春节期间旅游收

入规模推算，

2020

年疫情给旅游业带来

的损失预计超

5000

亿元，相当于一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的

2%

左右。 而随着国内

疫情的逐渐缓和， 当前旅游酒店业恢复

情况如何？ 记者近期走访深圳地区的旅

行社和酒店了解到， 不少市民开始重启

出游计划，但旅行社依旧回温缓慢，而酒

店业也在加大力度促销， 力补疫情期间

的损失。

旅游业：

缓慢回温只求活下去

“疫情虽然还没完全结束，但不少人

已经憋不住了，要出去旅游了。 ”深圳某

大型旅行社门店工作人员小顾告诉记

者，公司在

5

月份开放了广东省省内游，

7

月份才开放国内游， 虽然客户不如往

年同期的多， 但总算在一点点弥补前半

年的空缺。

小顾告诉记者， 由于省内旅游许多

人会采取自驾出游的方式， 所以省内游

的客户量不是很大， 但国内游的一些路

线却很受欢迎。 “我们

7

月

27

日的云南

西双版纳线满了，云南线一直都在暑期

畅销的。 ”该人士表示，按照往年，新疆

线也很热，但今年新疆疫情反复，也被

取消了。

由于疫情在海外蔓延且仍未有缓和

迹象，国内旅行社全面取消境外游线路，

这对广大旅行社来说，则是重大的损失。

“省内游和国内游都没啥利润，单价低交

易额上不去， 旅行社主要的利润还是来

自于境外游，可是现在境外游被取消了，

旅行社只能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了。”小

顾叹息道。

小顾表示， 现在各大旅行社只有

一个愿望，就是：活下去。 “今年都不指

望业务会有多大起色了， 可能明年都

不会有，我们上半年都开始卖水果了，

能活着就行。 ”小顾告诉记者，今年上

半年自己的工资都少了很多， 更担心

的是，旅行社效益每况愈下的话，自己

会被裁掉。

记者了解到， 为尽快促进生意的恢

复，不少旅行社也专门针对客户的个性

化需要推出了定制游业务，“定制游刚

推出时反响还不错， 但现在也不怎么

行了”。

企查查给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

年

2

月到

4

月， 深圳市旅行社相关企业

注销吊销的数量从

5

家上升至

88

家，

4

月以后开始出现缓和， 注销吊销的相关

企业数量开始下降，分别是

5

月份的

49

家和

6

月的

61

家。

除了人们的出游意愿没有得到完全

复苏之外，部分景区也还没有完全放开

所有的项目设施迎客。记者在深圳几个

主要景点调查发现，尽管一些景区已正

式对外营业许久，但区内的山水景观、

项目表演， 以及部分展览体验馆仍未

对外开放， 原本专为维护排队秩序而

设置的栅栏孤零零地闲置着， 等候区

空无一人。

据记者了解， 为了尽快恢复旅游市

场，珠三角还推出了

2020

珠三角游览年

票，限量特惠

198

元

2

张，

99

元

1

张，一

票在手即可畅游珠三角多个景点。 其中

的景点包括世界之窗、锦绣中华、海上田

园、山水田园以及广州、东莞、佛山、中山

等多个城市的旅游景区。

酒店业：

低价促销力补损失

对于和出行旅游息息相关的酒店行

业而言，则仍在黎明到来前苦苦挣扎着。

记者日前实地走访了深圳罗湖以及福田

的酒店发现，当下，几乎所有酒店都通过

低价促销来提高酒店的入住率， 减少客

房闲置，缓解现金流紧张的问题。

作为深圳连接香港的重要陆地口岸

之一， 罗湖口岸每年出入境的旅客超过

8000

万，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通关口

更是人潮如织， 附近酒店的入住率也极

高。但如今尽管疫情得到缓和，附近酒店

也未曾满血复活。 深圳市爱飞国际旅行

社一位陈姓经理向记者表示， 附近一家

五星级大酒店入住率很低， 因为平常到

店客人以香港人以及东南亚客户居多，

但疫情使得罗湖口岸一直未能通关，客

源减少了大概

80%

。

记者现场看到该酒店人气冷清，一

位大堂经理向记者表示，“附近酒店的生

意都不好， 目前到店的客人基本都是国

内前来出差或者旅游的， 而且价格比较

便宜，现场预定

600

元

/

晚，如果平时这

个时候算是旺季，价格

1000

元以上了。”

而另外一家位于罗湖火车站附近的

商务酒店受到的打击更为严重， 该酒店

销售部经理

Ally

告诉记者，“我们总共

有

90

间客房，目前仅

30

间有客户预定，

入住率

33%

，此前预定的客户大部分都

为香港人，但现在香港疫情爆发，通关迟

迟未定，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现在只

能通过降价自救， 目前酒店每晚价格在

400

元左右。 ”

虽然疫情对福田区的酒店冲击较

小， 但如今该片区的酒店经营水平，仍

未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福田区彩田

路某国际酒店的销售部马经理称，目前

酒店入住率在

80%

左右，主要为北上广

来深出差的商务人士，价格在

650

元

/

晚

包含早餐。 “这个价格应该是福田星级

酒店最低的价格了，疫情之前，房间最

低价格也在

850

元

/

晚左右， 而且不含

早餐。 ”

为挽救疫情给酒店带来的损失，还

有不少酒店推出其他业务， 比如深圳东

海某酒店在疫情期间开通了微商城，将

酒店客房、餐饮、泳池健身房等一些核

心产品，打包成折扣礼品卡，通过网络

进行预售回笼现金流。 此外，上述罗湖

火车站附近的商务酒店一位礼宾部的

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现阶段酒店推出

了“洗衣外卖”以及餐食外卖业务，“目

前主要是企业包括一些会所的洗涤需

求占大头，再加上少量客人，也会有一

些社区的周边居民， 看衣服的材质收

费，羽绒服

80

元

/

一件，夏天的裙子

55

元

/

件

~70

元

/

件不等。 ”

调查：超四成人

有出游计划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 旅游出行是每

年的刚需，但疫情之下，着实让不少家庭

对此犹豫纠结。“我儿子在家里憋得不行

了，天天说要出去。 ”深圳市民袁女士近

期想趁着孩子放暑假带孩子出游一次，

一方面，她担心孩子的身心会憋坏，另一

方面， 又对出去住酒店有所顾虑，“跟我

们一同出行的老一辈， 对现在疫情之下

住酒店始终有顾虑。 ”

正值暑假， 许多家庭也有袁女士这

样的计划。 记者对疫情之后的出行意愿

做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有

43.59%

的

受访者表示，随着疫情缓和，有出游的计

划，但仍需要观望时间，只有

12.82%

的

人表示有计划，并且会近期立即出游。此

外， 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将会跟家人

和孩子一同出游。

而像袁女士及家长这样对住酒店有

顾虑的，在记者调查中也有超三成人士，

不过有

48.72%

的受访者表示，将视酒店

的类型而决定。在酒店的选择上，有

41%

的受访者会选择连锁酒店， 另有

33%

的

受访者会选择星级酒店。

在出游方式上， 高达

87%

的受访者

表示， 会采取自由行的方式出游， 仅有

10.26%

的受访者会选择跟团游。 而在旅

游目的地方面， 近六成人士会在周边游

玩，剩下的四成人士会在国内游玩，尽管

是自由出行， 也几乎没有人在这个时候

选择境外游玩了。

据记者了解， 尽管目前许多酒店联

合旅行社推出一些优惠套餐活动， 价格

上非常有优势， 但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

者会因为酒店和景点搞促销活动而加大

出行意愿，对于疫情后何时适合出行，适

合去哪里， 大多数受访者都有自己的判

断和计划， 短期内不轻易受促销活动的

影响。

全国股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谢庚：

持续优化市场生态 建设有活力新三板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全国股转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谢

庚昨日在精选层设立暨首批企业晋层仪

式上发表致辞。 他指出， 新三板将按照

“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要求，恪尽

职守，严格监管，持续优化市场生态，努

力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

的新三板市场。

谢庚表示， 设立精选层是新三板发

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节点，

精选层的设立并开市交易， 标志着本次

新三板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措施全部落

地实施。 设立精选层是全面深化新三板

改革的核心内容， 精选层公司将有效提

升融资并购交易效率， 并获得转板上市

机会；精选层也将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

全面改善包括创新层和基础层在内的市

场整体效应。

谢庚指出， 新三板改革是金融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是多层次资

本市场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

股转公司将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全面提

升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能力， 本次新

三板改革措施的全面实施只是起点，新

三板将以“错位发展、具有特色”为原则，

持续推进新三板改革创新， 使改革效应

得到更好释放。

谢庚指出，规范是发展的前提，风控

是创新的基础。 新三板将按照“建制度、

不干预、零容忍”的要求，恪尽职守，严格

监管， 持续优化市场生态， 努力建设规

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新三板

市场。

同时， 申万宏源董事长储晓明也在

现场表示，中介机构是直接融资的“服务

商”，也是资本市场的“看门人”，申万宏

源将以勤勉的精神和专业的能力积极投

身到本次新三板改革和精选层设立工作

中，在企业资源培育、询价定价、交易保

障、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各环节尽职履

责、严把质量关，确保发行材料真实、准

确、完整。 将和行业同仁一道，继续扛牢

保荐机构职责，守住风险底线，提升执业

水平和服务能力， 为新三板市场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不断贡献力量。

买方代表、 华夏基金总经理李一梅

表示，随着新三板精选层的顺利开板，越

来越多的公募基金和机构投资者将加入

精选层的投资大军。未来，新三板精选层

的流动性将大幅改善， 优质企业不仅能

获得投资者青睐， 还能够实现与自身行

业地位和成长性相匹配的估值水平。 最

终，新三板将吸引来更多更优质的企业，

形成良性循环， 充分发挥服务中小企业

和联通多层次市场的重要作用。

东莞升级楼市调控立竿见影，中介经理称：

“今天连看房的人都没有”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今天一整天，连看房的人都

没有。”房产中介邱经理站在店门

口，但一切好像都在他意料之中。

深圳推出楼市调控升级措施

后不久，临近的东莞也推出了号称

“史上最严” 的楼市调控措施，其

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将二手房纳

入限购范围，要求提供社保证明。

7 月 25 日正值周末，在凤岗

凤深大道和永盛大街交汇处，这

里可以说是凤岗最有烟火味的地

方：周边商铺林立人气很旺。记者

沿着永盛大街一直往北走， 发现

一个有趣的现象： 有路过的人站

在房产中介店门前驻足， 但里面

的中介经理却似乎无动于衷，这

要放在深圳， 中介经理立马就会

出来上前询问。

“那是因为调控新政刚刚出

台，深圳客被挡在门外，本地客也

想等等看， 所以几乎没有人来看

房。 ” 邱经理的门店就在永盛大

街， 他说，“就在调控新政出台

前， 我一天至少也要带三四波客

户去看房，特别是深圳 7 月 15 日

升级楼市调控之后， 来看房的深

圳客更多， 但今天一个客户都没

有，有些客户前几天有些犹豫，购

房资格就突然没了。 ”

多位购房者和凤岗周边小区

业主告诉记者， 之前来看房的人

多数还是来自深圳， 特别是看好

这边未来与深圳的公共交通接

驳， 包括地铁延长线和外环高速

等。“其实，像东莞凤岗这样的临

深片区，90%的房子都是被深圳客

买走。”邱经理说，“虽然说是东莞

楼市调控， 对于临深片区而言可

以说就是针对深圳客的调控。 ”

说起东莞楼市， 最近也因价

格上涨和调控等事件成为热门

词。记者在周边调查时发现，因为

二手房房价的上涨， 凤岗也出现

类似深圳的一二手房价格倒挂的

现象，锦龙又一城、三正卧龙山等

小区的二手房挂牌价已经达到每

平方米 3 万元， 临近深圳平湖和

大运的恒大绿洲、 大运城邦的二

手房挂牌价也达到每平方米 2.6

万元至 3.5万元之间。“东莞的一

手房早就被限购，所以深圳客都将

目光投向二手房， 价格都被炒起

来， 凤岗的许多小区最近一年的

价格上涨幅度接近 30%至 50%。 ”

当地多位房产经理告诉记

者， 深圳投资客此前购买东莞的

新房， 虽然需要提供社保但也有

可以操作的“灰色空间” ：先付定

金和首付， 与开发商签订购房意

向书， 随后在东莞代缴一年社保

之后才与开发商签订正式购房合

同。 “如果你有朋友在东莞有注

册的公司，这么做更为方便。 ” 邱

经理说。

那么， 这种操作方式现在还

能不能用到二手房身上？ “现在

查得很严， 外地购房者只能在一

个地方缴纳社保， 不能再同时操

作两份异地社保， 对于深圳客来

说， 总不能而放弃或断缴深圳的

社保。而且，这次新政提出个税不

再是购房资格的审核材料， 以前

个税缴纳很简单， 都不用挂靠工

作单位，现在这条路也被堵上。 ”

邱经理如是说。

“这边的租金回报率其实并

不高， 像这些卖到每平方米 3 万

元的小区，80 几平方米的两房租

金也就 2000多元。 ” 邱经理笑

说，“3 万的价格对于深圳客来

说也许觉得很便宜，但对于外地

来凤岗打工的人来说，那可不是

小数字。 ”

其实，现在东莞房价最高的

地方已经不是凤岗和塘厦等传统

临深片区， 而是松山湖和莞城片

区， 一些二手房的挂牌价已经达

到每平方米 5 万元。其中，松山湖

作为东莞的产业创新科技中心，

不仅承载着东莞未来经济发展的

方向， 更被寄予了厚望———引领

东莞创新驱动的主力。 在华为等

众多科技企业的进驻后， 松山湖

的房价也已经成为整个东莞的

“领头羊” 之一。

所以，不仅是深圳客，东莞楼市

正在发生着属于“自己” 的变化，

而最新的调控效果也还需时日。

卓泳 罗曼/摄 翟超/制图

二季度工业企业利润

增速逐月加快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昨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

半年及

6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情况数据。 国家

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

表示，今年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

增速呈现“前低后高、由降转升”

走势。分季度看，二季度工业企业

利润同比增长

4.8%

，一季度为下

降

36.7%

，尤其是

5

、

6

月份，利润

分别增长

6%

和

11.5%

，增速逐月

加快。

数据显示，

1~6

月份，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5114.9

亿元， 同比下降

12.8%

，

降幅比

1~5

月份收窄

6.5

个百分

点。按照行业看，二季度，

41

个工

业大类行业中，

37

个行业利润增

速比一季度加快（或降幅收窄、由

负转正）， 其中

25

个行业利润实

现增长。

其中，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

造业利润显著改善。二季度，装备

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31.8%

，一

季度为下降

46.7%

， 为回升幅度

最大的行业板块。其中，环保标准

切换、 基建项目加快推进带动汽

车、专用设备行业明显回升，二季

度汽车、 专用设备行业利润分别

增长

26%

、

63.5%

，而一季度分别

下降

80.2%

、

34.7%

。二季度，高技

术制造业利润增长

34.6%

， 为增

速最高的行业板块， 而一季度为

下降

17.1%

。其中，受订单转移到

国内以及内需增加影响， 电子行

业二季度利润增长

47.6%

， 而一

季度为下降

12%

。

消费品制造业利润增速有所

恢复。二季度，消费品制造业利润

同比增长

10.1%

， 一季度为下降

13.6%

。 其中，食品制造、纺织行

业回升较为明显， 二季度利润分

别增长

36.8%

、

19%

，而一季度分

别下降

27.4%

、

38.8%

。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降幅明显

收窄。二季度，受基建项目加快推

进、 主要大宗原燃材料产品价格

回升等因素影响， 原材料制造业

利润同比下降

17.9%

， 降幅比一

季度大幅收窄

45

个百分点。 其

中，受成品油价格回升、原材料为

低价库存原油双向影响， 石油加

工行业二季度实现利润

104.5

亿

元，而一季度为全行业亏损

247.0

亿元。此外，建材行业二季度利润

增长

6.5%

， 一季度为下降

34%

；

化工、 钢铁行业二季度利润分别

下降

13.5%

、

34.1%

， 降幅比一季

度分别收窄

43

、

21.6

个百分点。

朱虹强调， 尽管二季度工业

企业利润状况明显恢复向好，但

总体看，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

响，市场需求依然偏弱，企业生产

经营仍然面临不少困难， 上半年

累计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仍下降

12.8%

，且利润增长结构也有待进

一步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