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免责条款部分 

多项政策支持带来行业利好 

—《<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任务分解表》点评 

事件：  

1 月 21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任务分解表的通知给各相关单位，对《国

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的工作任务落实到具体负责单位，并提出时间进度要求。 

点评： 

1、政策分解落实到具体部门，并提出时间要求，显示出国家对支持旅游行业发展的态度和决心。 

2014年 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树立科学旅游观、增强旅游发展动力、

拓展旅游发展空间、优化旅游发展环境和完善旅游发展政策 5 部分共 20 条意见。而时隔不到半年，国务院再次

发文，对之前文件中的 44 个子项目进行任务分解，并指列出具体的负责部门及时间进度表。该任务分解表涉及

到旅游局、环保部、交通部、外交部、文化部、教育部、商务部等多个部门，并且有时间要求，相对以往的文件，

操作性和针对性更强，显示出国家支持旅游行业发展的坚定决心。 

2、文件有利于促进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条款有利于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文中提出‚统一国际国内旅游服务标准‛、‚完善旅游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诚

信记录‛、“加强旅游市场综合执法，依法严厉打击‘黑导游’和诱导、欺骗、强迫游客消费等行为，依法严肃查

处串通涨价、哄抬价格和价格欺诈的行为，积极营造诚实守信的消费环境，引导旅游者文明消费‛等相关措施，

有利于规范整个行业朝着健康、安全的方向发展；此外，还提出‚在城乡规划中要统筹考虑国民休闲度假需求‛、

‚政府引导，推动设立旅游产业基金‛、‚鼓励职工结合个人需要和工作实际分段灵活安排带薪年休假‛、“国家支

持服务业、中小企业、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节能减排等专项资金，要将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和项目纳入支持

范围‛等其他措施，通过财政、科研和政策手段支持，促进行业长期发展。 

3、部分上市公司相对受益。 

其中，‚破除对旅行社跨省设分社、设门市的政策限制‛、‚推动体育旅游‛、‚积极发展邮轮游艇旅游、低空飞行

旅游，‛等政策要求在 2015年 6月底之前出台具体措施，具体的受益标的包括中国国旅、中青旅、众信旅游、国

旅联合和世纪游轮等. 

“抓紧建立景区门票预约制度，对景区游客进行最大承载量控制”要求在 2015 年 6 月底之前取得阶段性成果，

该政策有利于规范景区合理发展，为在线旅游提供业务机会，具体受益标的包括峨眉山、张家界、丽江旅游等景

区类上市公司和腾邦国际、中青旅等涉及到在线旅游行业的上市公司。 

‚在具备条件的口岸可按照规定设立出境免税店‛、 ‚在切实落实进出境游客行李物品监管的前提下，研究新增

进境口岸免税店的可行性‛，对免税行业构成利好，受益标的为中国国旅；‚增开旅游目的地与主要客源地之间的

列车和旅游专列‛、‚支持重点旅游城市开通和增加与主要客源地之间的航线 ‛等政策要求在 2015年底前取得阶

 

研究所 
证券分析师：周玉华  S0350513110001 

0755-83716906   zhouyh@ghzq.com.cn 

 

2015 年 1 月 21 日 评级：推荐 

 

行业研究 

 



                                                                    证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免责条款部分 2 

段性成果，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促进整个行业发展，尤其是景区板块相对受益，涉及的相关标的包括张家界、

峨眉山、丽江旅游、桂林旅游、黄山旅游等；‚制定旅游信息化标准，加快智慧景区、智慧旅游企业建设，完善

旅游信息服务体系‛，要求在 2015 年底之前取得阶段性成果，在线旅游行业相对受益，受益标的包括腾邦国际、

中青旅和中国国旅等。 

此外，‚采取有利于边境旅游的出入境政策”、‚加强旅游双边合作，办好与相关国家的旅游年活动‛等政策有利

于促进出境业务的发展，受益标的众信旅游、中国国旅、中青旅；‚励专业艺术院团与重点旅游目的地合作，打

造特色鲜明、艺术水准高的专场剧目‛ 对剧场类演艺项目给予支持，受益标的宋城股份和华侨城。 

 

图表 1  《意见》任务分解条款涉及到的上市公司 

 
工作任务 涉及到的上市公司 

1 
破除对旅行社跨省设分社、设门市的政策限制，鼓励品牌信誉度高的

旅行社和旅游车船公司跨地区连锁经营 

促进旅行社行业发展，受益标的中国国

旅、中青旅、众信旅游 

2 抓紧建立景区门票预约制度，对景区游客进行最大承载量控制 
规范景区合理发展，为在线旅游提供业务

机会 

4 
建立互联互通的旅游交通、信息和服务网络，加强区域性客源互送，

构建务实高效、互惠互利的区域旅游合作体 
整个行业受益，景区和在线旅游受益明显 

5 
采取有利于边境旅游的出入境政策，推动中国同东南亚、南亚、中亚、

东北亚、中东欧的区域旅游合作 

有利于出境旅行社业务发展，受益标的众

信旅游、中国国旅、中青旅 

6 加强旅游双边合作，办好与相关国家的旅游年活动 
有利于出境旅行社发展，受益标的众信旅

游、中国国旅、中青旅 

8 
推动体育旅游，加强竞赛表演、健身休闲与旅游活动的融合发展，支

持和引导有条件的体育运动场所面向游客开展体育旅游服务 
促进体育旅游发展，受益标的国旅联合 

10 
继续支持邮轮游艇、索道缆车、游乐设施等旅游装备制造国产化，积

极发展邮轮游艇旅游、低空飞行旅游 
促进游轮行业发展，受益标的世纪游轮 

12 

推动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合理利用民族村寨、古村古镇，

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旅游小镇，建设一批特色景

观旅游名镇名村 

整个行业受益，中青旅和三特索道相对受

益明显 

14 
鼓励专业艺术院团与重点旅游目的地合作，打造特色鲜明、艺术水准

高的专场剧目 

对剧场类演艺项目给予支持，受益标的宋

城股份和华侨城 

16 
规范整合会展活动，发挥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传统节庆品牌效应，

组织开展群众参与性强的文化旅游活动 
促进文化旅游发展，受益标的宋城演艺 

17 
支持传统戏剧的排练演出场所、传统手工艺的传习场所和传统民俗活

动场所建设 
整个行业受益，宋城演艺受益相对明显 

22 
整治规范旅游纪念品市场，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业街区，鼓励

发展特色餐饮、主题酒店。鼓励各地推出旅游商品推荐名单 

规范行业发展，丽江旅游、峨眉山和宋城

演艺相对受益 

23 
在具备条件的口岸可按照规定设立出境免税店，优化商品品种，提高

国内精品知名度 
免税行业利好，受益标的中国国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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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切实落实进出境游客行李物品监管的前提下，研究新增进境口岸免

税店的可行性 
免税行业利好，受益标的中国国旅 

25 

增开旅游目的地与主要客源地之间的列车和旅游专列，完善火车站、

高速列车、旅游专列的旅游服务功能，鼓励对旅游团队火车票价实行

优惠政策 

整个行业受益，尤其是景区板块，张家界、

峨眉山、丽江旅游、桂林旅游、黄山旅游

等 

26 
支持重点旅游城市开通和增加与主要客源地之间的航线，支持低成本

航空和旅游支线航空发展，鼓励按规定开展国内旅游包机业务 

整个行业受益，尤其是景区板块，具体标

的同条款 25 

27 规划引导沿江沿海公共旅游码头建设，增开国际、国内邮轮航线 促进游轮旅游，世纪游轮相对受益 

28 
制定旅游信息化标准，加快智慧景区、智慧旅游企业建设，完善旅游

信息服务体系 

促进行业信息化发展，在线旅游行业相对

受益，受益标的腾邦国际、中青旅和中国

国旅等 

资料来源：国务院网站，国海证券研究所 

4、投资建议：维持行业‚推荐‛投资评级。 

此次文件发布将前期具体任务分解，落实到部门，并给与时间限制，相较以往更具操作性。且两次发文相隔不到

半年，体现出政府大力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决心。有利于促进整体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结合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

我国居民旺盛的旅游需求，看好我国旅游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维持行业‚推荐‛投资评级，建议重点关注免

税、演艺、在线旅游和出境游等子板块发展。 

在涉及到的上市公司方面，我们认为受益此次政策相对显著的为中国国旅、众信旅游、中青旅、国旅联合和世

纪游轮；其次为宋城演艺、腾邦国际及峨眉山、张家界、丽江旅游和黄山旅游等景区类上市公司。 

5、风险提示：突发事件或自然灾害，政策不达预期 

 

图表 2  重点关注公司及盈利预测 

重点公司 
名称 

报表日股价 EPS P/E 
投资评级 

代码 2015/01/21 2013A 2014E 2015E 2016E 2013A 2014E 2015E 2016E 

601888.SH 中国国旅 46.93  1.33  1.59  1.92  2.27  35.29  29.52  24.44  20.67  买入 

300144.SZ 宋城演艺 30.12  0.55  0.67  0.90  1.11  54.76  44.96  33.47  27.14  买入 

600138.SH 中青旅 17.86  0.77  0.53  0.68  0.77  23.19  33.70  26.26  23.19  买入 

000888.SZ 峨眉山 A 21.00  0.43  0.70  0.84  1.01  48.84  30.00  25.00  20.79  买入 

000430.SZ 张家界 8.25  0.16  0.27  0.35  0.44  51.56  30.56  23.57  18.75  增持 

300178.SZ 腾邦国际 30.15  0.74  0.51  0.67  0.81  40.74  59.70  45.34  37.45  增持 

002033.SZ 丽江旅游 15.94  0.69  0.65  0.74  0.84  23.10  24.52  21.54  18.98  增持 

600258.SH 首旅酒店 16.48  0.51 0.5 0.63  0.75  32.31  32.96  26.16  21.97  增持 

资料来源：公司数据，国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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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任务分解表及带来的影响 

序

号 
工作任务 负责单位 时间进度 带来的影响 

1 

破除对旅行社跨省设分社、设门市的政策限

制，鼓励品牌信誉度高的旅行社和旅游车船

公司跨地区连锁经营 

旅游局 
2015年 6 月底前出台

具体措施 

促进旅行社行业发

展，受益标的中国国

旅、中青旅、众信旅

游 

2 
抓紧建立景区门票预约制度，对景区游客进

行最大承载量控制 

旅游局、住房城乡

建设部、环境保护

部、林业局等 

2015年 6 月底前取得

阶段性成果 

规范景区合理发展，

为在线旅游提供业务

机会 

3 统一国际国内旅游服务标准 
质检总局、旅游局

等 
持续实施 促进行业规范发展 

4 

建立互联互通的旅游交通、信息和服务网络，

加强区域性客源互送，构建务实高效、互惠

互利的区域旅游合作体 

旅游局、交通运输

部、公安部等 
持续实施 

整个行业受益，景区

和在线旅游受益明显 

5 

采取有利于边境旅游的出入境政策，推动中

国同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中东欧

的区域旅游合作 

公安部、外交部、

旅游局等 

2016年底前取得阶段

性成果 

有利于出境旅行社业

务发展，受益标的众

信旅游、中国国旅、

中青旅 

6 
加强旅游双边合作，办好与相关国家的旅游

年活动 

旅游局、外交部、

财政部等 
持续实施 

有利于出境旅行社发

展，受益标的众信旅

游、中国国旅、中青

旅 

7 在城乡规划中要统筹考虑国民休闲度假需求 

住房城乡建设部、

发展改革委、国土

资源部、旅游局等 

持续实施 整个行业受益 

8 

推动体育旅游，加强竞赛表演、健身休闲与

旅游活动的融合发展，支持和引导有条件的

体育运动场所面向游客开展体育旅游服务 

体育总局、旅游局

等 

2015年 6 月底前出台

具体措施 

促进体育旅游发展，

受益标的国旅联合 

9 发展森林旅游、海洋旅游 
林业局、海洋局、

旅游局等 
持续实施 

推动森林旅游和海洋

旅游发展 

10 

继续支持邮轮游艇、索道缆车、游乐设施等

旅游装备制造国产化，积极发展邮轮游艇旅

游、低空飞行旅游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交通

运输部、质检总

局、旅游局、民航

局等 

2015年 6 月底前出台

具体措施 

促进游轮行业发展，

受益标的世纪游轮 

11 

依托当地区位条件、资源特色和市场需求，

挖掘文化内涵，发挥生态优势，突出乡村特

点，开发一批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乡村旅

游产品 

旅游局、发展改革

委、农业部等 
持续实施 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12 

推动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合理

利用民族村寨、古村古镇，发展有历史记忆、

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旅游小镇，建设一批

住房城乡建设部、

发展改革委、农业

部、文化部、旅游

持续实施 

整个行业受益，中青

旅和三特索道相对受

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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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 局等 

13 

加强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鼓励旅游专业

毕业生、专业志愿者、艺术和科技工作者驻

村帮扶，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旅游局等 
持续实施 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14 
鼓励专业艺术院团与重点旅游目的地合作，

打造特色鲜明、艺术水准高的专场剧目 
文化部、旅游局等 持续实施 

对剧场类演艺项目给

予支持，受益标的宋

城股份和华侨城 

15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大

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积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中央宣传部、

旅游局等 

持续实施 促进红色旅游发展 

16 

规范整合会展活动，发挥具有地方和民族特

色的传统节庆品牌效应，组织开展群众参与

性强的文化旅游活动 

文化部、商务部、

旅游局等 
持续实施 

促进文化旅游发展，

受益标的宋城演艺 

17 
支持传统戏剧的排练演出场所、传统手工艺

的传习场所和传统民俗活动场所建设 

发展改革委、文化

部、旅游局等 
持续实施 

整个行业受益，宋城

演艺受益相对明显 

18 

将研学旅行、夏令营、冬令营等作为青少年

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国情教育的重要

载体，纳入中小学生日常德育、美育、体育

教育范畴 

教育部 
2015年 6 月底前出台

具体措施 
促进整个行业发展 

19 

建立小学阶段以乡土乡情研学为主、初中阶

段以县情市情研学为主、高中阶段以省情国

情研学为主的研学旅行体系 

教育部、旅游局等 持续实施 促进行业发展 

20 

支持各地依托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大型公

共设施、知名院校、工矿企业、科研机构，

建设一批研学旅行基地。鼓励对研学旅行给

予价格优惠 

教育部、发展改革

委、旅游局等 

2015年 6 月底前出台

具体措施 
促进行业发展 

21 
传承和弘扬老字号品牌，加大对老字号纪念

品的开发力度 
商务部、旅游局等 持续实施 促进行业发展 

22 

整治规范旅游纪念品市场，大力发展具有地

方特色的商业街区，鼓励发展特色餐饮、主

题酒店。鼓励各地推出旅游商品推荐名单 

商务部、旅游局等 
2015年 6 月底前出台

具体措施 

规范行业发展，丽江

旅游、峨眉山和宋城

演艺相对受益 

23 
在具备条件的口岸可按照规定设立出境免税

店，优化商品品种，提高国内精品知名度 

财政部、海关总

署、税务总局、旅

游局等 

持续推进 
免税行业利好，受益

标的中国国旅 

24 
在切实落实进出境游客行李物品监管的前提

下，研究新增进境口岸免税店的可行性 

财政部、海关总

署、旅游局、税务

总局等 

2015年底前取得阶段

性成果 

免税行业利好，受益

标的中国国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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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增开旅游目的地与主要客源地之间的列车和

旅游专列，完善火车站、高速列车、旅游专

列的旅游服务功能，鼓励对旅游团队火车票

价实行优惠政策 

铁路局 
2015年底前取得阶段

性成果 

整个行业受益，尤其

是景区板块，张家界、

峨眉山、丽江旅游、

桂林旅游、黄山旅游

等 

26 

支持重点旅游城市开通和增加与主要客源地

之间的航线，支持低成本航空和旅游支线航

空发展，鼓励按规定开展国内旅游包机业务 

民航局 
2015年底前取得阶段

性成果 

整个行业受益，尤其

是景区板块 

27 
规划引导沿江沿海公共旅游码头建设，增开

国际、国内邮轮航线 

交通运输部、旅游

局等 
持续实施 

促进游轮旅游，世纪

游轮相对受益 

28 
制定旅游信息化标准，加快智慧景区、智慧

旅游企业建设，完善旅游信息服务体系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质检总

局、住房城乡建设

部、旅游局等 

2015年底前取得阶段

性成果 

促进行业信息化发

展，在线旅游行业相

对受益，受益标的腾

邦国际、中青旅和中

国国旅等 

29 

加强旅游道路特别是桥梁、隧道等交通安全

和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对客运索道、大型游

乐设施等旅游场所特种设备定期开展安全检

测 

交通运输部、公安

部、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质检总局、

安全监管总局等 

持续实施 强化行业安全性 

30 

完善旅游安全服务规范，旅游从业人员上岗

前要进行安全风险防范及应急救助技能培

训。旅行社、景区要对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

的旅游者进行风险提示，并开展安全培训。

景区要加强安全防护和消防设施建设 

旅游局、安全监管

总局等 

2015年 6 月底前取得

阶段性成果 

整个行业得到规范发

展 

31 
重点景区要配备专业的医疗和救援队伍，有

条件的可纳入国家应急救援基地统筹建设 

旅游局、卫生计生

委、安全监管总局

等 

2015年底前取得实质

性进展 
促进景区规范发展 

32 完善旅游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诚信记录 

旅游局、商务部、

工商总局、公安

部、税务总局等 

持续实施 促进行业规范发展 

33 

加强旅游市场综合执法，依法严厉打击‚黑

导游‛和诱导、欺骗、强迫游客消费等行为，

依法严肃查处串通涨价、哄抬价格和价格欺

诈的行为，积极营造诚实守信的消费环境，

引导旅游者文明消费 

旅游局、工商总

局、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商务部等 

持续实施 促进行业规范发展 

34 

推动景区景点进一步做好文明创建和文明旅

游宣传引导工作，加大景区文明旅游执法力

度，杜绝乱刻乱画、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等

行为 

中央宣传部、旅游

局等 
持续实施 促进景区规范发展 

35 
鼓励职工结合个人需要和工作实际分段灵活

安排带薪年休假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 
持续实施 促进整个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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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国家支持服务业、中小企业、新农村建设、

扶贫开发、节能减排等专项资金，要将符合

条件的旅游企业和项目纳入支持范围 

财政部 持续实施 资金支持行业发展 

37 政府引导，推动设立旅游产业基金 
财政部、发展改革

委、旅游局等 
持续实施 促进整个行业发展 

38 

进一步细化利用荒地、荒坡、荒滩、垃圾场、

废弃矿山、边远海岛和石漠化土地开发旅游

项目的支持措施 

国土资源部、旅游

局等 

2015年 6 月底前出台

具体措施 
支持行业发展 

39 

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以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与其他单位、

个人共同开办旅游企业，修建旅游设施涉及

改变土地用途的，依法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国土资源部、旅游

局等 

2015年 6 月底前出台

具体措施 
促进行业整体发展 

40 
加强旅游学科体系建设，优化专业设置，深

化专业教学改革，大力发展旅游职业教育 
教育部、旅游局等 

2015年底前取得阶段

性成果 
促进行业整体发展 

41 
加强与高等院校、企业合作，建立一批国家

旅游人才教育培训基地 

旅游局、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等 

2015年底前取得阶段

性成果 
促进行业整体发展 

42 
鼓励专家学者和大学生等积极参加旅游志愿

者活动 
教育部、旅游局等 

2015年 6 月底前出台

具体措施 
促进行业整体发展 

43 
把符合条件的旅游服务从业人员纳入就业扶

持范围，落实好相关扶持政策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旅游局等 
持续实施 促进行业整体发展 

44 
支持旅游科研单位和旅游规划单位建设，加

强旅游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 
旅游局、教育部等 持续实施 促进行业整体发展 

资料来源：国务院网站，国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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