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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全域旅游  开创旅游业新格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

高，人们对旅游的需求不断

高涨，旅游消费也日趋大众

化和日常生活化。然而，由

于我国旅游业软硬件设施发

展较为缓慢，旅游产品过于

单一，庞大的旅游消费需求

与缺乏多样性的有限供给之

间差距较大，尤其是旅游产

品和旅游服务的品质，已远

远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需求。

因此，为解决当前旅游业发

展困境，国家大力推进旅游

业从景区点旅游向全域旅游

的战略性调整，把发展全域

旅游作为迎接大众旅游时代

旅游消费新要求和调整地区

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经济发

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

大力支持下，旅游业得到了

迅速的发展。政策方面，以

全域旅游为中心，中央及各

级政策就涉及旅游业的方方

面面给予了大力扶持，详细

制定了各项“旅游+”发展

战略，努力推动以旅游业为

优势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多领

域的协同发展，积极改善旅

■  杜永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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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环境，让游客不仅乐在景

点，更乐在旅途。

从旅游业发债企业来

看，行业企业财务状况较

好，盈利能力较强，资产负

债率较低，流动性较为充

裕，行业整体信用风险偏

低。未来，在国家政策的大

力支持下，旅游业将保持良

好的发展态势，持续释放旅

游业经济、社会、环境的综

合效益，带动和促进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程的大力推进，我国人均

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旅游

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从

“小众旅游”步入“大众旅

游”的时代，加之政府各旅

游战略的有序推进，旅游业

随之迅猛发展，国内旅游、

入境旅游稳步增长，出境旅

游快速发展，旅游已然成为

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

重要力量。

2015年，我国旅游总

收入达到4.13万亿元，约占

当年GDP总量的6.0%，连

续多年保持上升趋势。据国

家旅游局公开数据，预计

2016年我国旅游总收入将

达到4.69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其中，国内旅游总

收入3.9万亿元，同比增长

14%，入境旅游收入1200亿
美元，同比增长5.6%；出境

游消费达到1098亿美元，同

比增长4.2%；旅游服务贸易

顺差102亿美元，较上年扩

大11.5%。另外，据联合国

世界旅游组织测算，2016年

我国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综合

贡献率达11%、对社会就业

综合贡献超过10.26%，与

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

国家旅游局最新数据

显示，国内旅游市场高速增

长，入境和出境旅游市场

稳中有进。2016年，预计

全年国内旅游44.4亿人次，

同比增长11%；国内旅游总

收入3.9万亿元，同比增长

14%。入境旅游人数1.38亿
人次，同比增长3.8%；出境

旅游人数1.22亿人次，同比

增长4.3%，我国继续保持世

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和

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国的地

位。

另外，据国家旅游局预

计，2017年全年国内旅游

人数48.8亿人次，同比增长

10%；国内旅游收入达4.4
万亿元，同比增长12.5%。

总体来说，得益于GDP 
及国民收入水平持续增长，

加之人们旅游消费观念的不

断增强，我国旅游业处在高

速发展期，同时政府也在政

策方面对旅游业给予了大力

支持，预示着我国旅游业的

接待规模和国际竞争力将会

大幅提升，在国际旅游大舞

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

旅游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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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  2011~2016年我国GDP、旅游业总收入及其增长率和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国家旅游局公开数据，新世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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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推动旅游

业进一步快速发展，我国旅

游业政策主要围绕着“515
战略”、“旅游+”战略、

“全域旅游”战略、“一带

一路”旅游合作战略铺展开

来，《“十三五”旅游业发

展规划》等相关政策文件均

围绕全域旅游开展工作部

署，加大了政策扶持的力

度。

所谓全域旅游，是指

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带动促

进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从原来孤立的点向全社

会、多领域、综合性的方向

迈进，让旅游的理念融入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随着国

家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日趋重

视，各项扶持政策不断推

出，2017年3月，国务院更是

将全域旅游概念首次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上升为国家层

面的旅游发展战略方向，预

示着我国推进“全域旅游”

的步伐将更加务实、坚定。

在2016年全国旅游工

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局长

李金早提出，要推动我国旅

游从“景点旅游”向“全域

旅游”转变，一年多以来，

国家旅游局围绕全域旅游先

后发布了《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认定标准》、《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验收标准》、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导则》等多个文件，为全域

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政策保障。

2 0 1 6 年 1 2 月，国务

院发布《“十三五”旅游

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

“十三五”时期，我国旅游

业发展将以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为主题，必须创新发展

理念，转变发展思路，加快

由景点旅游发展模式向全域

旅游发展模式转变，促进旅

游发展阶段演进，实现旅游

业发展战略提升。

2 0 1 7年 3月，李克强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

出，完善旅游设施和服务，

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全

域旅游。同时，国家旅游

局还发布《“十三五”全

国旅游公共服务规划》和

《“十三五”全国旅游信息

化规划》，旨在加速推进旅

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及旅游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全面提高旅游公共信息服务

水平，推动旅游公共服务信

息化、品质化、均等化、

全域化、现代化、国际化发

展。6月，国家旅游局发布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导则》提出，坚持融合发

展、创新发展，丰富旅游产

品，增加有效供给，第一次

明确提出推动旅游与13个领

域融合发展，将为全域旅游

示范区完善产品体系提供行

动指南。

全域旅游也得到了各

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截至

2016年末，随着国家各项

旅游支持政策的不断实施及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全

面启动，国家旅游局在首批

262家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单位的基础上，再新增100
家创建单位，不仅囊括了旅

游业发展的重点区域，还覆

盖了全国31个省区，加速了

区域资源的整合，同时，设

立旅游发展委员会的省区市

已达20个，13个设区市、34
个县已成立旅游警察。

另外，随着以旅游厕

所革命为重点的旅游公共服

务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目

前，全国已新（改）建旅游

厕所5万余座，大大缓解了

景区一厕难求、厕所设施简

陋的局面，游客对旅游投诉

与质监服务的评价也达历史

新高。如今，在国家政策的

大力支持下，全域旅游已经

形成上下协同、深入推进的

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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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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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旅游行业公开

发行债券主体共计28家，其

中，AAA 级主体2家，AA+
级主体3家，AA级主体21
家，AA-级主体2家。

截至2017年6月30日，

这2 8家主体评级发生变动

的有5家，其中，陕西华山

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和三湘印

象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

等级由AA-级上调至AA级，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

由AA级上调至AA+级，华天

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评级

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贵

州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评级展望由稳定

调整为负面。总体来看，旅

游发债企业信用级别较高，

行业整体信用状况稳中向

好。

从这28家企业2017年
一季度的财务情况来看（图

表 2 ），资产总额均值为

240.24亿元，旅游业作为

轻资产行业，除华侨城集团

公司、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

司和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三家公司资产规模

较大外，其他企业资产规模

均较小；资产负债率均值为

58.76%，除开元旅业集团

有限公司、福州文化旅游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旅

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

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4家
企业资产负债率略高外，其

他企业均在合理范围内；销

售毛利率均值为35.43%，

整体毛利率较高；因旅游业

受季节和节日的影响较大，

2017年一季度是旅游业的

淡季，很多旅游业企业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和净

利润较少，甚至为负，而从

2016年全年表现来看，上

述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净额和净利润均值分别为

6.53亿元和4.51亿元，总体

保持较高水平。

总体来看，旅游业企业

整体财务状况较好，盈利能

力较强，资产负债率较低，

流动性较为充裕，行业整体

信用风险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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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已发债企业信
用状况及财务分析

发行人名称
最新主体

评级
资产总额
（亿元）

资产负债
率（%）

净利润
（亿元）

销售毛利
率（%）

净资产收
益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亿元）

华侨城集团公司 AAA/稳定 1968.62 70.90 7.88 38.38 1.22 -93.01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AAA/稳定 755.66 62.65 -0.86 37.88 -0.93 10.32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AA+/稳定 451.51 71.87 -1.46 16.64 -1.46 -21.86 

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

游圈投资有限公司
AA+/稳定 349.06 60.19 0.08 12.45 0.06 1.48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AA/稳定 291.32 51.16 -1.13 42.90 -0.87 -3.38 

扬州瘦西湖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AA/稳定 225.91 56.88 0.09 14.46 0.12 -2.29 

嘉兴市湘家荡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AA/稳定 187.49 54.52 -0.03 70.09 -0.03 -1.00 

开元旅业集团

有限公司
AA/稳定 167.80 74.94 0.61 15.38 1.32 2.14 

武汉旅游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AA/稳定 151.35 45.13 -0.18 43.04 -0.16 -0.99 

河北旅游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AA/稳定 148.41 50.64 0.12 38.11 -0.09 -1.26 

龙城旅游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AA/稳定 134.27 67.71 -1.28 10.46 -3.18 0.99 

图表2  2017年第一季度公开发行债券旅游企业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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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具有浓厚的多产

业融合发展特色，特别是步

入大众旅游新时代以及随着

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的提出，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成为未来

产业发展的新高地。

2 0 1 7 年 以 来 ， 随 着

《“十三五”全国旅游公共

服务规划》、《“十三五”

全国旅游信息化规划》、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导则》等一系列支持全域旅

游相关政策的不断推进实

施，全域旅游必将以新模

式、新理念推动旅游业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科学发

展、全面发展，持续增加旅

游有效供给，引领“旅游

+”相关产业不断升级，切

实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

旅游需求。目前，国家旅游

局已公布了两批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在全域旅游示范

区内先行先试国家信息化相

关政策，以全域旅游开创旅

游发展新格局。

目前，我国已实现从

旅游短缺型国家到旅游大国

的历史性跨越，成为世界第

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和全球

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国。旅

游业已全面融入国家战略体

系，走向国民经济建设的前

沿，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

柱产业。就旅游业发债企业

而言，企业财务状况较好，

盈利能力较强，资产负债率

较低，流动性较为充裕，行

业整体信用风险偏低。未来

在国家各项政策的支持，旅

游业发展将保持良好的发展

态势，持续释放旅游业经

济、社会、环境的综合效

益，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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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名称
最新主体

评级
资产总额
（亿元）

资产负债
率（%）

净利润
（亿元）

销售毛利
率（%）

净资产收
益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亿元）

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AA/稳定 133.57 56.23 -0.67 22.49 -1.60 0.31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AA/稳定 123.24 47.77 0.75 35.44 1.33 -15.65 

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AA/稳定 121.25 79.20 -0.35 36.52 -1.95 0.07 

无锡灵山文化旅游集团

有限公司
AA/稳定 99.84 59.39 0.24 48.84 0.62 1.04 

福州文化旅游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AA/稳定 96.21 76.08 0.02 63.46 0.08 -0.41 

天津市旅游(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AA/稳定 84.03 74.85 0.01 17.93 0.08 2.59 

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集团有限公司
AA/稳定 76.30 37.09 -0.03 48.01 -0.07 -2.46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AA/稳定 71.73 65.19 -0.68 59.40 -2.66 -3.04 

黄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AA+/稳定 67.63 33.55 0.56 43.51 1.27 0.71 

陕西华山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
AA/稳定 52.32 47.44 -0.28 6.09 -1.05 -0.43 

安徽九华山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

AA/稳定 52.23 55.66 0.41 50.84 0.92 0.62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AA-/稳定 88.46 67.47 -0.93 59.04 -2.25 -0.04

贵州旅游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AA-/负面 79.79 59.06 -0.41 13.74 -1.26 0.05

均值 — 240.24 58.76 0.09 35.43 -0.45 -5.00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整理

旅游业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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