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行业 2018 年信用风险展望
稳健发展 龙头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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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环境：国内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带
动休闲服务收入水平稳步提升，预期
旅游行业将继续实现高速增长。
国内旅游：休闲度假游需求持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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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下，旅游行业信用环境将稳步
提升。

概 要
2017 年以来，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推进，中国旅游
行业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必将对旅游需求增
长发挥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城乡居民收入将稳定增长，到 2020 年人
均 GDP 将达到 3500 美元，这将进入世界旅游行业公认的旅游行业爆
发性增长阶段；此外，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尤其是一带一路
政策的有力推行，将为我国旅游行业在国际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创
造更为有力的条件；随着对现行休假制度的完善和带薪休假制度的落
实，我国将形成巨大的国内旅游消费市场。2017 年，我国旅游企业
发行债券 80 余只，行业整体信用水平保持稳定。本报告将从消费环
境、国内旅游及出境游市场、政策影响、关注企业、信用质量等方面
展望 2018 年我国旅游行业的发展前景。
预计 2018 年，旅游行业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随着休闲
度假需求的持续提升以及出境游优惠政策的逐步落地，我国旅游行业
总收入将稳步增长；行业随着整合并购，结构趋于合理化，龙头企业
的盈利能力将进一步提升；此外，在政策支持及产业融合发展的背景
下，旅游行业信用环境将稳步提升，信用风险仍将处于较低水平，但
在债务管理趋严以及融资成本增加的背景下，旅游类企业的发债规模
预计将有所下降

国内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带动休闲服务收入水平稳步提升，预期旅
游行业将继续实现高速增长
截至 2017 年末，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已达到 24445 元,约
3814 美元,人均收入 36396 万元，约 5791 美元，同比增长 8.3%，正
处于消费升级阶段，其中，旅游休闲服务支出占比约为 11.65%。根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发布《中国旅游经济 2017
年运行分析与 2018 年发展预测》，2017 年，我国国内和入境旅游人
数已超过 51 亿人次，同比增长 16.44%；旅游休闲服务总收入超过 5.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01%；我国旅游行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就业的
综合贡献均已超过 10%。总体来看，受益于国内城镇居民的消费升级，
旅游行业稳健发展，预计 2018 年将继续实现高速增长，发展前景较
好。
图1

2003～2017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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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度假游需求持续上升，助推国内景区业务快速增长
2017 年，我国国内游人次约为 48.8 亿，同比增长 10.91%，收入
约为 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82%；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报告，
其中以休闲度假游为目的出行的游客占比超过 50%，高于观光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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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预计 2018 年休闲度假游在整体旅游市场占比将继续增长。我
国休闲度假游市场起步于人工景区，相对于观光游，其特点是开发住
宿业、零售业、餐饮业、娱乐业等增值项目，延展旅游产业链条，从
而增加旅游综合消费，其产品主要包括“旅游+亲子”的周边游、“旅游+
演艺”的文化旅游以及主题公园游等。从消费结构来看，传统的观光
游以餐饮、交通、景区门票以及住宿为主，而休闲度假游方面随着“旅
游+”以及文化 IP 概念的深入，体验性消费将有所增加，如文化娱乐、
主体住宿、旅游商品等。总体来看，受益于休闲度假游需求持续上升，
国内景区业务收入将保持快速增长。
图2

国内游客消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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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欧旅游年影响以及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我国出境游市场预
期能够回暖
相对于国内旅游群体，我国出境游体量一直较小，国内经营该板
块业务的旅游企业通过自有资源，依靠提供“住、吃、娱、购、游、
行、住”六大元素相关服务获取营业收入，2017 年我国出境游总人数
接近 1.2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4%，增速有所放缓。从出游目的地情
况来看，2017 年亚洲国家仍然是我国游客的首选，占比约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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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地区占比约为 30%。然而 2017 年以来，受萨德事件影响，中国
赴韩团体游客锐减，由于我国赴韩游客占我国出境总游客比例一直较
高，因此赴韩游客的锐减也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我国出境游游客的增
长。2018 年，一方面随中欧旅游年的到来，欧洲各个使馆逐步推出
的签证便利化措施将带动“中—欧”市场份额的提升，另一方面随着一
带一路战略的展开，东南亚市场将快速推进，以上将助力我国出境游
市场回暖。
旅游行业对外部环境敏感性较高，旅游企业仍将警惕安全和政策
因素等影响
旅游行业经营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重大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
势变化、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等因素，都会给旅游行业的发展带来
全面和局部的风险。2017 年 7 月，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上半年赴
欧洲旅游趋势报告》称，一带一路政策加速赴欧旅游，中国游客增长
65%，其中跟团游增长 81%。预计 2017 年中国赴欧洲旅游规模将达
550 万人次，欧洲为中国游客出国旅游的第 3 大目的地，仅次于东南
亚和东亚；同月，国家发改委等 14 部门联合印发《促进乡村旅游发
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7）》，提出 2017 年全国乡村旅游实际完
成投资达到约 5500 亿元，年接待人数超过 25 亿人次，乡村旅游消费
规模增至 1.4 万亿，
带动约 900 万户农民受益的发展目标。
总体来看，
旅游行业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较高，2018 年旅游企业仍将警惕安全
和政策因素等影响。
景区类企业整体收入保持平稳增长，受益于古镇持续的高热度，
中青旅、宋城演艺等企业盈利仍将保持快速提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7 年上半年，
我国国内旅游人数为 25.37
亿人次，同比增长 13.5%；国内旅游收入为 2.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8%。国内旅游人数及收入的变化可近似反映我国景区客流量和收
入增长趋势。2017 年以来，受益于休闲度假需求快速增长以及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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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加速建成，我国景区类企业整体收入保持平稳增长。
从关注企业来看，2017 年 1～9 月，峨眉山旅游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 4.41%；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5.47%，扣非后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 1.54 亿元，同比增长 5.47%，增速有所放缓，主要由于九寨
沟地震对游客心理以及短期内四川周边地区行程安排的整体性影响，
其中 2017 年第三季度，峨眉山旅游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46%，
业绩有所下滑；毛利率同比略有提升；资产负债率为同比下降 6.68
个百分点。2017 年前三季度，受益于乌镇景区客流量增速上升以及
门票价格上浮 20%～25%，中青旅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0.37%；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 5.97 亿元，同比增长 23.34%；毛利率同比增加 2.7
个百分点，业绩稳步提升。同期，宋城演艺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7.60%；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9.18 亿元，同比增长 20.18%；资产负债率同
比有所下降；宋城演艺 2017 年前三季度业绩大幅上升，主要得益于
人工景区千古情项目在三亚、丽江等地的成功复制，驱动其业绩的增
长；宋城演艺目前正处于建设期的项目主要包括漓江千古情、上海世
博大舞台、张家界千古情、澳大利亚传奇王国以及西安千古情，预计
总投资额 45.00 亿元，项目建设地旅游资源丰富，游客接待量有保障，
项目开业后客流量和营业收入有望进一步获得提升。
表 1 景区类关注企业截至 2017 年 9 月末主要财务数据（亿元、%）

企业名称

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毛利率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6.51

18.01

43.95

8.59

1.51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8.30

37.77

26.10

77.11

7.37

84.06

12.60

66.05

23.14

9.25

宋城演艺
数据来源：Wind

出境游行业集中度较高，随着出境游回暖，众信旅游、凯撒旅游
等上市公司市场份额及盈利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我国出境游市场巨大，出境游业务公司众多，行业集中度较高，
截至目前，途牛、携程因其服务类型丰富、用户覆盖活跃度较高等优
势占据一半以上市场份额，维持市场第一梯度地位。此外，出境游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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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国内经营出境游业务的旅行社众多，上市公司主要包括众信旅游、
凯撒旅游、腾邦国际以及岭南控股旗下的广之旅。
2017 年前三季度，受益于居民消费水平的升级以及“一带一路”
等战略的实施，出境游盈利能力整体略有上升。从关注企业看，2017
年 1～9 月，众信旅游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同比分别增张 10.6%和
下降 13.8%，实现扣非净利润 1.79 亿元，同比下降 13.1%，其中，第
3 季度相比上半年盈利增速有较大回落，主要由于众信旅游终止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未解锁的激励股份，确认了较多股
权激励计划加速行权费用，此外，企业起用新的办公大楼后房屋租赁
相关费用有较大幅度上升。众信旅游预计 2017 全年将实现归母净利
润 1.93 至 2.58 亿元，同比增速区间为-10%至 20%。盈利能力方面，
众信旅游前 3 季度毛利率和净利率同比分别提升 0.3 和下降 0.4 个百
分点。2017 年前 3 季度，凯撒旅游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同比分别
增长 24.1%和 44.1%，前三季度扣非净利润为 2.93 亿元，同比增长
21.3%。前三季度企业业绩增长保持稳健，下半年行业稳步复苏，凯
撒旅游有望持续受益行业回暖。
整体来看，我国出境游市场巨大，行业集中度较高，众信旅游、
凯撒旅游等上市企业盈利能力稳步增长，预计 2018 年，受益于自身
品牌效应以及“一带一路”政策推动行业回暖，二者的市场份额和盈利
能力将进一步增长，但同时仍要警惕地缘政治以及人民币贬值等因素
的风险。
表 2 出境游关注企业截至 2017 年 9 月末主要财务数据（亿元、%）

企业名称

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毛利率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众信旅游

47.04

52.64

10.00

92.24

2.23

凯撒旅游

56.20

58.19

18.12

62.40

3.77

腾邦国际

69.18

59.27

18.86

27.94

2.42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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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行业信用风险处于较低水平，在政策支持及产业融合发展的
背景下，旅游行业信用环境将稳步提升
根据 Wind 数据显示，旅游行业近几年平均资产负债率维持在
65%左右；不良资产比率仅为 1.8%；速动比率约为 0.94，略有下降；
现金流动比率维持在 8%～10%，由于旅游行业在建项目较多，有较
大的资本支出压力，旅游企业期末净现金流对流动负债的覆盖程度一
般。从发债情况来看，2017 年 1～11 月，旅游企业债券共发行 77 支，
同比下降 8 支，发行金额为 547.50 亿元，同比减少 81.00 亿元，发债
企业以综合性旅游集团为主，发债数量和发债规模同比均大幅减少；
债券以短期化债券为主，其中超短期融资券数量和发行金额均有所上
升，公司债券数量和发行金额均大幅下降。2017 年 1～11 月，旅游
企业债券仍以短期化为主，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数量和发行金额占比继
续提高，债券期限结构趋于短期化。从发债主体级别来看，2014～2016
年及 2017 年 1～11 月，旅游行业发债主体级别以 AA 级别及以上的
级别为主；AA-及以下的级别自 2014 年以来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总
体来看，发债主体逐渐向高级别集中。从级别变动情况来看，2017
年以来，21 家样本旅游企业级别整体维持稳定，1 家旅游企业级别调
高。总体来看，旅游行业企业融资渠道逐步向债券市场拓展，同时，
企业信用状况整体保持稳定，无违约情况。
综合来看，旅游行业信用风险处于较低水平，在政策支持及产业
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旅游行业信用环境将稳步提升，但在债务管理趋
严以及融资成本增加的背景下，旅游类企业的发债规模预计将有所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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