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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速递 

大东海 A (000613.SZ) 

1 月 14 日公告速递《2014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公司 2014 年度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2020

万元（-14.62%），净利润 249 万元（去年同期净亏 220 万元），EPS0.0068 元/股，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2.99%。 

西藏旅游 (600749.SH) 

1 月 14 日公告速递《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司本次筹划的资产重

组初步方案为：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从事景区开发经营业务的海南三道圆融旅业有

限公司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重组方案为准。为

保障本次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投资者利益，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申请，公司股

票将自 2015 年 1 月 14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 30 天，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

审议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及时公告和申请股票复牌，预计复牌时间不晚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 

锦江股份 (600754.SH) 

1 月 14 日公告速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6 日收到实际控制人

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来的《授予选

择权的函》，锦国投同意授予本公司受让卢浮集团 100%股权的选择权。该收购事项由于涉及

境外收购、且该项目规模较大，需要时间进一步尽职调查和研究，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

公司正在对公司是否行使上述选择权并受让卢浮集团 100%股权展开进一步论证。 

世纪游轮 (002558.SZ) 

1 月 14 日公告速递《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由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交易涉及的相关内容和问题仍需进行协调、沟通和确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准备

工作尚未全部完成，为保证公司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已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长股票停牌时间，公司预计在 2015 年 3 月 13 日前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或报告书）并申请股票复牌。 

宋城演艺 (300144.SZ) 

1 月 14 日公告速递《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本次解

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358,957,79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4.36%；实际可流通数量为

289,904,211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1.98%。解禁后总股本数不变，仍为 557,775,000 股。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5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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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2015 年峨眉山旅游营销媒体通气会在成都召开 

http://travel.people.com.cn/n/2015/0113/c41570-26378335.html 

资料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成都 1 月 13 日电，今天，以“拥抱大峨眉·共享新旅游”为主题的 2015 峨眉

山旅游营销媒体通气会在成都雪芽大酒店举行。人民网、中国网、腾讯网等全国近百家媒体

代表到场参见。此次会议是新一年峨眉山旅游营销系列会议之一，与各媒体分享峨眉山在过

去一年中的旅游情况、介绍峨眉山智慧旅游营销体系、分享 2015 峨眉山旅游 12 个关注点

等等。 

会上，峨眉山旅游营销公司总经理何群介绍了峨眉山 2014 年推广亮点，以及率先落实

的国家旅游局提出的智慧旅游营销体系任务。2014 年峨眉山网络推广持续构建大峨眉网络

营销体系，集中优势力量加大网络信息的全覆盖，全年内容宣传丰富多彩、主题活动层出不

穷，创意营销聚焦火爆。牢牢抓住春节、三八，清明、端午、五一、国庆、冰雪温泉节等节

庆营销；结合“冰雪奇缘”、“私人订制”、 “雾霾天气”、“峨眉山冬季盛宴、半价门票、免

费滑雪”等网络热点营销；提升峨眉雪芽、峨眉雪芽大酒店、万年雪芽坊、红珠山 7 号楼、

洪雅大峨眉旅游环线等子品牌营销；实施“东西南北中、自驾峨眉峰”、“马年拜普贤”、“私

人定制去峨眉”、“峨眉山说走就走的旅行”、“两天一夜峨眉新生活”等活动营销；微电影“抓

捕”、“食话实说”、“吕良伟的峨眉禅修”、“识途网的百万大放送”、“2 天 1 夜峨眉新生活”

等视频营销；持续做好识途旅游网的主题产品推广。其中网络营销创造了旅游业界的许多第

一，包括首次与完美世界公司强强联手开启网游世界的整合营销，创立第一个以风景区命名

的游戏服务器——“峨眉山”号服务器；推出了四川省智慧旅游的试点项目——“随身导”；

成为全国首个 5A 风景区代表率先开通百度直达号@峨眉山；峨眉山做为旅游目的地一年内

连续举办三个全国性的智慧旅游峰会。通过大规模的网络炒作，实现了景区官网全球排名始

终位于全国风景区榜首，百度“峨眉山”关键字新增收录篇次大幅增加，成为 80 后、90 后

长期关注的焦点。 

何群总经理还介绍峨眉山 2015 年将持续打造大峨眉网络营销体系和服务体系、建立爱

峨眉旅游达人俱乐部、持续打造和提升大峨眉区域旅游新品牌、共建共享峨眉山旅游营销大

数据库、全面整合和发展大峨眉区域的旅游资源与旅游产业，并将通过大数据的分析与利用，

针对游客的消费轨迹与心理需求，与旅游经销商共享与分享，创新产品设计，完善服务体系，

组建自驾旅游联盟，并将借势成绵乐城际铁路的开通，面向全国重点客源地城市推广高铁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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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 

携程：景酒事业部 2015 年以 7 倍增长为目标 

http://www.traveldaily.cn/article/88129 

资料来源：环球旅讯 

携程景酒事业部 CEO 姚海川认为，携程目前在景酒业务上有众多核心优势，系统和资

源是结构性优势的重点，SDP 系统实现了半自动的动态打包技术，这是结构性优势之一，

目前只有携程一家在运用该技术，这会有效的提升生产的效率，让今后不会出现产能的瓶颈，

同时结合丰富的底层资源，可以让用户享受可信赖的价格之余，更添 DIY 的乐趣。其次资源

是携程的最大优势，我们目前在资源的丰富度上是最多的、高端酒店的议价权是最大的，议

价能力和广义库存产生的红利将会继续为携程景酒的产品核心竞争力提供充足动力。 

姚海川说，从数据显示，携程景酒的 SKU 已经超过同行 2 倍多。业绩方面，在 2014

年 6 月份景酒团队刚刚组建时，同行在这个产品上大约是携程的 2.5 倍左右，携程景酒事业

部用了大约 6 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追赶。据透露，截至 14 年 12 月，其当月产量已经全面领先

于行业。而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将携程景酒未来一年的增长目标设定在 7 倍，这一目

标并不是拍脑袋，而是充分的考虑到携程目前在行业的地位及今后可预期的投入，包括对景

酒的资源、技术、市场等相关投入。姚海川坦言，在携程内部创业，压力和幸福感都是非常

大，没有做到市场上的绝对第一（超过半壁江山），就是失败。 

据透露：携程景酒未来将会新增三大业务：现付景+酒、国际+景酒及平台业务。现付景

+酒预计会新增超过 30 万可用酒店资源，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预订不同的产品；国际

景+酒将会整合全球超过 50 万家国际酒店资源和数万 TTD（things to do）资源，为用户提

供海外的景点+酒店产品，这些业务的增加将会使资源的丰富度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更能

为用户带来更多更丰富的选择。大平台是携程的核心战略之一，其中机票、酒店及度假都已

经实施平台化战略，姚海川透露目前景+酒平台也正在进行平台系统的开发，未来，依靠携

程精准的流量，将会吸引线下线上数万代理加入此平台，建立起周边自由行的超级市场，为

用户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平台化战略也将使携程景酒从产品数量到价格上

都建立起结构性优势。 

携程将与日本邮便合作为中国游客配送特产 

http://www.cntour2.com/viewnews/2015/01/13/11SRXyJBS7qTe9
e3mXR30.shtml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新闻网 

日本邮政旗下的日本邮便将与中国大型旅行公司携程旅行网合作，在月内启动为访日中

国人配送日本特产的服务。在中国游客通过互联网提前购买日本特产之后，日本邮便将负责

配送到其住宿的酒店。在访日中国人之间，为了专心旅游和给自己购物等，希望节省特产采

购时间的呼声很强烈。 

将经销的特产除了各地区的特产之外，还包括备受中国游客欢迎的日本化妆品、家电和

日用品等。服务开始时的商品将为数十种，将根据需求不断增加。中国游客可在预订旅游时，

通过携程旅行网运营的购物网站购买特产。之后特产由日本邮便采购并配送到游客入住的酒

店。成为该服务利用对象的酒店最初预计包括东京、大阪和札幌约 3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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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政府观光局(JNTO)统计显示，去年 1～11 月，访日外国游客人数达到约 1218

万人，其中中国人占 200 万人以上。 

中青旅：联手黑龙江旅游局推“冰雪列车”
http://www.fawan.com.cn/html/2015-01/13/content_535085.htm 

资料来源：法制晚报 

上周，黑龙江旅游局来到北京进行冬季推介，并与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对接，

确定了双方密切战略合作，共同塑造“冰雪之冠·黑龙江”全新品牌，抢占中国冰雪旅游至

高点的携手合作目标。 

当日现场，双方共同策划推出“冰雪列车”冬季旅游新品，据了解，黑龙江省旅游行业

将借助中青旅的遨游网、入境网，及中青旅各地门店全力营销“哈尔滨——亚布力滑雪旅游

度假区——中国雪乡”精品线路。 

今后，双方将重点围绕黑龙江旅游品牌塑造、精品旅游线路开发、国内外客源地市场营

销、互联网推广等进行合作，将黑龙江打造成为国际知名、国内著名的旅游目的地。 

腾邦国际：欣欣旅游规划建设旅游 ERP 系统 

http://www.travelweekly-china.com/33245 

资料来源：旅讯 

很多在欣欣旅游开店的旅行社都有这样的感触，开店收客越来越难。主要的原因不在于

流量减少了，而是入驻欣欣的旅行社会员增加了，欣欣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业界的同行对欣

欣的认可和口碑不断地吸引同行入驻，与老会员产生了竞争。据悉，截至目前入驻欣欣旅游

的会员就已将近 8 万多家旅行社。 

据欣旅通旅游 B2B 项目负责人戴斌介绍：“欣旅通是目前国内唯一构建 B2B2C 的生态

体系的平台，完美的实现 B2b 和 B2C 的无缝对接。采购分销管理一键操作更加简单快捷。

更有海量的一手旅游资源，供应商齐全，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旅游同业采购与分销平台。”欣

欣旅游顾问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通过顾问与游客的交流来创造服务价值，是新型的“脸商

经济”。更是自媒体时代的大势所趋，旅游顾问与游客建立良好的关系，在良好的服务的基

础上极大地增加游客的粘性，为下次合作奠定基础。 

旅行社开源节流有欣旅通之类的 B2B 平台，收客更有欣欣旅游顾问这样的旅游定制游

的玩法，此外，据欣欣旅游的相关人士透露，2015 年欣欣旅游还在规划建设旅游 ERP 系统，

即旅游信息化管理系统，届时旅行社将完全通过信息化来武装自己，由内而外全面转型升级

成为“新型的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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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行情 

1月 13日市场走势简要回顾。2015年 1月 13日中信餐饮旅游行业跑赢大盘（沪深 300）

1.07 个百分点（+1.08%vs+0.01%）。涨幅前三分别为：金陵饭店（+5.56%）、腾邦国际

（+3.68%）、东方宾馆（+3.19%）。 

图 1：2014/01/13 旅游行业主要上市公司股价表现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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