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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速递 

曲江文旅 (600706.SH) 

12 月 30 日公告速递《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审议通过：1.关于修

改《公司章程》的预案；2.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大雁塔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

议案，借款金额 1 亿元，期限一年，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

司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前期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大雁塔支行借款 1 亿

元将于 2015 年 2 月全部到期，此次 1 亿元借款为续贷。 

云南旅游 (002059.SZ) 

12 月 30 日公告速递《关于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实施情况

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2014 年 12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及《上市公司股份未到帐结构表》、《证券持有

人名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已受理上市公司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发行新股数量为 53,386,181 股（包括向交易对方杨清等 17 名自然人

及中驰投资定向发行股份数量 36,624,277 股，以及向财通基金等 4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股份数量 16,761,904 股。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

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国旅联合(600358.SH) 

12 月 30 日公告速递《董事会 2014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司审议通过：1.《设

立国旅联合体育发展公司的议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为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为与体育有关的经营活动；2.《修订<公司章程>暨变更公司住所的

议案》；3.《公司为汤山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贷款额度为人民币 2.2 亿元，贷款

期限为 5 年；4.《公司出售金鹰物业并授权董事会及经营班子办理相关事项的议案》；5.《提

请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召开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15 日。 

12 月 30 日公告速递《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司审议通过：1.《汤

山公司与南京东百就转让颐尚天元股权签订补充协议的议案》；2.《公司更换 2014 年度财务

审计和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3.《公司向国旅集团借款展期 3 个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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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天酒店(000428.SZ) 

12 月 30 日公告速递《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审议通过：1.《关于

公司 2015 年度向部分银行续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合计授信额度为 22.1 亿元；2.《关于

调整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调整后本次非

公开发行对象为湖南华信恒源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本次发

行的股票，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发行价格为 5.51

元/股，发行数量为 30,0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65,300 万元。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2

月 30 日起复牌。 

行业新闻  

韩国拟明年大幅简化中国团队游客签证手续 

http://www.traveldaily.cn/article/87678 

来源：环球旅讯 

据韩国《亚洲经济》报道，韩国政府计划明年大幅简化中国团队游客的签证发放手续，

并将推进示范免除到韩国修学旅行的中国学生签证。韩国政府相关人员 28 日称，政府内部

认为非常有必要大幅简化中国团队游客签证发放手续，明年将积极推进相关方案。 

据悉，如果该方案得以通过，30 人以上规模的中国团队游客们就可由旅行社一次性通

过电子系统申请签证，发放签证所需时间也将得到大幅缩短。 

7 月份中韩首脑会谈时，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就阶段性扩大两国签证免除

范围达成协议，并将 2015 年与 2016 年指定为中国与韩国旅游年。两国领导人期待 2016 年

的两国人员往来数迎来 1000 万名时代。此次简化中国团队游客签证发放手续方案可被视为

实现这一期待值的第一步。 

公司新闻 

TripAdvisor：与 Bing 合作推出酒店预订功能 

http://www.travelweekly-china.com/33066 

来源：旅讯 

日前，Bing(必应)公布了两项功能更新，他们与 TripAdvisor 合作推出了新的酒店预订功

能，并更新了移动搜索结果，增加了深度链接和时间标记等信息。现在当用户在 Bing.com

上搜索酒店时，他们能够看到 22 个国家和地区、14 种不同语言的酒店点评和信息、选择入

住日期并查看价格，这一切都由 TripAdvisor 提供支持。 

可使用必应的酒店预订功能的 22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英语和西班牙语）、英国、

加拿大（英语和法语）、澳大利亚、日本、法国、德国、墨西哥、巴西、西班牙、意大利、

印度、俄罗斯、奥地利、荷兰、比利时、土耳其、瑞士、挪威、波兰、瑞典、香港。必应还

更新了移动搜索结果，增加了补充信息、URL 导航、深度网站链接、时间标记和非 HTML

网页的文件类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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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信旅游：推北欧游独家深度产品 

http://www.travelweekly-china.com/33063 

来源：旅讯 

隆冬时节出境游市场冬季主题产品预定量持续走高，温泉、滑雪等传统冬季旅游项目成

为主角。众信旅游在此时节不仅推出了丰富多样的冬季旅游产品，更携手北欧旅游局打造极

光破冰之旅独家深度产品，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 

据众信旅游欧洲产品相关负责人介绍到，众信旅游长期与北欧旅游局保持密切的合作关

系，在 2014 年更着力为广大游客带来前所未有的特色旅游线路。在 2015 年春节期间，众

信旅游成功打造“寻奇之旅赏极光炫彩天幕 猎破冰船极地冒险北欧 10 日”线路，产品一经

上线咨询量高居不下，更在短短 1 个月内收客量达到 80%，创造了北欧极光产品的销售神

话。该产品将于 2015 年 2 月 14 日西方情人节当天到达欧洲大陆的最北端—北角，众信旅

游还贴心安排游客在北角选购纪念品、邮寄明信片，在最浪漫的日子在最北端的地标前留下

美好难忘的纪念。此外，更独家安排在中国春节除夕当天，乘坐专业级破冰船开启全球唯一

的 4 小时破冰之旅，从而让游客度过一个独一无二的春节大年夜。此外，近年来为极光高发

期，该线路大部分行程均在北极圈范围，极光观赏率高达 90%。巧妙的行程安排将传统中国

节与北欧极光之旅完美融合，这也是众信旅游首度打造配合国人最佳时机赴北欧赏极光线路。 

除极光奇景外，春夏两季也为北欧的最佳游览时节。众信旅游提早上线的初春北欧线路

将带领游客感受极昼的独特及奇妙，搭乘峡湾小火车深入延绵绿色的山林中，远眺山顶的积

雪美景，体验不一样的北欧春景。此外，预计于 2015 年春季上线的众信旅游独家北欧垂钓

线路及三峡湾线路更将为北欧旅游市场注入新鲜血液。有数据显示，在 2012 年北欧游从多

年平缓增长后出现突飞猛进的增长态势。近年来，赴北欧中国游客年增长率高达 100%。且

整体赴北欧游客收入水平偏高、多为出境游经验丰富的中高收入白领群体。未来，凭借众信

旅游多年来运作北欧线路的丰富经验，加之 2015 年全新的深度性、多元化体验，将迎来赴

北欧旅游的又一新的增长点。 

腾邦国际：欣旅通向旅行社推多重返现优惠 总额达 3000 万 

http://www.cntour2.com/viewnews/2014/12/29/qPigYPoKq8rg4vL6zZLT0.shtm

l 

来源：中国旅游新闻网 

旅游特惠不该只是游客的专利，旅行社也该享有特惠福利。为回馈旅游同行对欣欣的长

期支持，厦门欣欣旗下的欣旅通旅游同业平台正如火如荼酝酿一场同业“返利运动”。据悉，

欣旅通旅游同业平台此次“返利运动”即为欣旅通平台采购返现第一季，由平台联合全国近

百家一手旅游资源供应商发起，除了有同业结算低价特惠，更是给足了欣旅通分销商会员现

金返利的采购优惠。活动从 1 月 1 日持续到 2 月 28 日，会员在欣旅通旅游同业平台上采购

指定区域旅游度假产品(机票、酒店、门票等单项服务除外)均可获得一定比例的返现金额，

返现比例最高 8%。返现金额在交易完成后立返至欣旅通账户余额，可用于采购平台所有产

品。返现总额达 3000 万，全部由欣旅通旅游同业平台出资，返完即止。 

中国旅游进入了新时代，线上旅游偷偷抢客，B2C 网站罔顾行规，O2O 巨头来势汹汹

竞争激烈，中小旅行社的生存问题越来越严峻。据此，欣旅通 B2b 项目负责人戴斌介绍，“欣

欣一直致力于帮助中小旅行社突出重围，腾邦国际斥资 1.95 亿收购欣欣旅游 65%股份后，

欣欣不断将腾邦机票、小额贷款和互联网理财等优质资源融入平台。目前，欣旅通旅游同业

平台酒店频道、机票频道已全新升级上线，平台已接入腾付通支付工具。此次返现活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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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腾邦后的第一次大型让利活动，一方面是为一手旅游资源批发商提供免费的、活跃的营

销阵地，另一方面更是想为辛辛苦苦的中小旅行社争取更多利润空间。” 

作为国内首个贯通 B2b2C 的一体化平台，欣旅通目前已汇聚 7 万多家分销商，是全国

最大的中小旅行社聚集地，累计询价超过 13 万次，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同业分销渠道。分

销商会员在欣旅通平台既可直面一手资源批发商，以最优价格直接采购最优资源，又可一键

上架到欣欣网店及欣外网站，直接展示、销售，实现即时价格与动态库存。 

快的打车：据传 D 轮融资近 8 亿美元 

http://www.36kr.com/p/218239.html 

来源：36 氪网 

据可靠的行业人士向 36 氪爆料，快的打车 D 轮融资近 8 亿美元，估值达 40 亿美元。

投资方除了阿里巴巴和老虎基金以外，还有其他两家大型基金。但此消息截止发稿还未得到

快的确认。若消息属实，打车大战第二季即将拉开帷幕，同时这将是快的打车在一年之内继

B 轮和 C 轮之后获得的第三次融资，而快的打车 2014 年的融资总额则超过了 10 亿美元。

当 36 氪就上述消息询问快的打车时，快的打车方面表示对于传言不予评论。 

由于目前国内打车市场已形成两强争霸的局面，在经历了年初疯的狂补贴大战之后，快

的打车和滴滴打车除了在北京、杭州等地各有优劣，其他市场继续保持着平分秋色的胶着状

态。因为优势市场不同，统计方法不同，用户感知也不尽相同，所以尚无可靠的第三方数据

能给予准确的市场份额。据艾瑞数据统计，截止到目前，快的打车已经覆盖国内包括香港在

内的 358 个城市，占据国内打车软件行业 61%的市场份额。今年 7 月份，快的打车推出了

针对中高端用户的一号专车，目前服务也已快速覆盖了国内 50 多个城市。  

上述知情人士认为，快的打车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发展旗下一号专车的业务。由于拥有

更清晰的商业模式，专车市场也将面临比出租车市场更加激烈的竞争，在这个新兴市场上，

腾讯支持的滴滴专车刚刚完成其 F 轮，而百度刚刚投资 Uber。毫无疑问，在 BAT 三巨头均

涉足这一市场后，国内的专车市场也将迎来一场激烈的价格大战。在范围更大的国际市场，

继 Uber 以估值 400 亿美元融得巨资，并将重心向亚太市场之外，印度的 Ola 和东南亚的

GrabTaxi 也都获得了软银的巨额投资。  

与此同时，熟悉国内行业的一些人士也指出，国内出租车市场最近 2 个月，竞争强度加

剧的苗头也非常明显，很多城市的司机反映快的打车和滴滴打车针对司机补贴的强度已经和

年初的补贴大战接近。如今行业内各家公司弹药粮草都已到位，打车大战第二季的帷幕已经

拉开，大战将一触即发。  

12 月 29 日行情 

12 月 29 日市场走势简要回顾。2014 年 12 月 29 日中信餐饮旅游行业跑输大盘（沪深

300）2.46 个百分点（-2.18%vs+0.28%）。涨幅前三分别为：西安饮食（+5.59%）、三特索

道（+2.01%）、首旅酒店（+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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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4/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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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