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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8            证券简称：首旅酒店         编号：临 2018-031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上半年度业绩现场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首旅酒店”）

于 2018 年 9 月 4 日上午 9：30 至 10：30 在北京唐拉雅秀酒店三层会议室举办了

“首旅酒店关于 2018 年上半年度业绩现场说明会”，公司董事、总经理孙坚先生，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李向荣女士，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段中鹏先生接待并回答

了投资者咨询的问题。 

(一)董事、总经理孙坚先生对公司当前市场情况及公司战略发展的说明概要 

1、市场情况： 

根据公司的长期经验，酒店行业有三个特征，一是有周期，二是有季节，三

是受事件影响大。 

从行业整体来看，市场还是很健康的。 单个月份数据受单个事件影响比较

大，单看月度数据意义不大。我们认为整体而言，增长是稳定的，没有太大的变

化。 

2、公司情况： 

从首旅如家自身来看，我们继续沿着既定的战略方向往前走，整体经营表现

是积极正面的。过去的半年和未来半年首旅如家经营发展可能的大的变动有两点： 

第一，经过前面两年左右的多品牌扩张，到今天为止确立了核心家谱。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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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品牌体系有 20 多个品牌，包括两部分，一是标准化住宿产品，从高端到中

高端到中低端再到低端，对以如家精选、如家商旅、和颐至尊等为代表的中高端

产品进行重点发展；二是非标准化产品，柏丽艾尚，漫趣乐园，如家小镇等，未

来不排除还有一些新的探索，但主力已经形成。我们在不断细分市场，即使在中

端领域，也在探讨一二线和三四线产品的不同。此外还有注重社交的 YUNIK 产

品，目前经营效益非常好，但是还需要时间的验证和发展。 

第二，在整体发展战略上，从自我发展、合作发展、并购发展三方面推进： 

首先，自我发展方面： 

加快中高端发展是主轴。到目前，如家和颐品牌+如家精选+如家商旅开店

总数 424 家。近年来锦江集团并购了铂涛和维也纳两个集团，所以锦江集团旗下

整体中高端酒店数量领先；华住收购桔子水晶之后也新增了 300-400 家中高端门

店。 就并购前原有的各集团，我们和各家的同类型核心中端产品的发展速度和

规模基本相同。从今年 4 月份开始，我们重新对组织架构进行改造，在保持集团

整体性的同时，对每个事业部发展的独立性更加突出，在过去的 4 个月，数据上

也可看到各品牌发展速度有所提升。 

加快轻资产化是长期趋势。 首旅如家目前加盟比例为 75%， 相比于其他几

个竞争对手还有很大上升空间，今年比去年已有明显上升。 

加快升级改造。今年首批 1 万间新的如家 NEO 产品升级换代已经完成，未

来会继续进行第二批、第三批工程。今年首批被改造的产品推出后，经过 3 个月

观察，经营数据的提升是非常可喜的，给公司充分的信心，未来投资更多的房间

改造项目。在不同程度的改造试验中，也确立了准确的升级改造方式。 

其次，合作发展方面：未来公司将结合上下游，探索带有主题化、有明确目

标性的合作可能性。未来会看到有一些新的合作出来，都会充分加强对未来发展

的机会和渠道。 

此外，并购发展也是公司一直在关注的事情：如家和首旅在私有化的过程中，

发生了桔子水晶、维也纳和铂涛三件重组事件，但当时公司处于重组期间，没有

办法进行重组。过去也一直在关注，但是由于市场非常好，标的估价偏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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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长远的发展和股东的利益，公司没有并购。在当前资本市场发生下行变化的时

候，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并购的机会。 

(二)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李向荣女士对公司 2018 年上半年的经营数据进行

了简要的说明 

2018 年上半年集团整体收入 40 个亿，略有增长，利润总额增长 27.7%，归

母净利增长 41.2%。营收持平主要是因为战略原因，大力发展轻资产的特许业务，

只把加盟管理费计入营收的加盟营收有较好提升，直营店有一些关店，而一家直

营店的收入可能相当于 10 多家加盟店的管理费收入，所以收入的规模增长较慢。 

如家酒店集团 2018 年上半年利润水平大幅提升。2018 年上半年如家酒店集

团营收达 33.3 亿，基本持平，归母净利达 3.38 亿元／+29.2%。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首旅如家酒店集团酒店数量为 3,788 家，房间数量

383,396 间；如家酒店集团酒店数量达到 3,631 家，房间数量达到 354,952 间。 

归母净利增长的动力主要是 RevPAR 的增长。如家集团 2018 年 1-6 月全部

酒店 RevPAR 比 2017 年 1-6 月增长 4.9%，其中 ADR 增长 8.1%，较大提升了直

营酒店利润率。直营酒店的经营杠杆较高，直营酒店利润的增长帮助总体利润率

提升 129bps 。此外，特许收入占比提升 1.4%至 18.8%，高利润的特许酒店收入

增长帮助总体利润率提升 85bps。 

成熟酒店 RevPAR 连续十一个季度保持增长，2018Q2 增速达 4.3%，主要得

益于房价增长，2018Q2 ADR 增速达 7.0%。 

首旅酒店存量业务稳步提升。南山景区入园累计人次较去年增长 6.4%，及

北京地区酒店 RevPAR 在今年上半年保持高增长态势，推动利润增长。 

2017 年 6 月底特许酒店占比达 72.03%，到 2018 年 6 月底是 75.21%，增长

了 318bps。新开店速度也比去年加快，今年上半年总开店数 219 家。关店 143

家，其中 17%的关店是用来改造升级，52%是因为城市市政建设要求和租约到期

关店，26%是经营不佳或不符合管理标准，剩下 5%是直营店转特许店。 

待开业酒店储备数创近年新高，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已签约或待签约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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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酒店数达 612 家，增长快速， 创近年来新高。 

经营现金流稳定健康。2018 年 1-6 月产生经营现金流 7.7 亿元。偿还银行贷

款 5.0 亿元，进一步降低财务费用。  

会员发展迅速，过亿平台，自有渠道坚实。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集团会

员量达 10,433 万，通过自有渠道预订的比重达 81%。 

 

    二、说明会投资者咨询的主要问题及回复概要 

1、公司 2018年预计全年营收 87-88亿，是否有变化？ 

答 ：目前保持不变。 

2、全年改造目标如何？改造后对同店提升如何？ 

答： 6月底之前完成了 102家，改造基本不会在旺季进行，所以 7-10月旺

季里不再进行改造，会在淡季改造，以减少对经营的影响。11 月之后会继续推

动第二批如家 NEO 的改造，至少有 50 家店会在年底前开工。已经改造的门店表

现非常不错，总体有约 15%的 RevPAR提升，给予了公司充足的信心。 

3、上半年到期物业压力大，下半年压力小一点收入趋势如何？ 

答：营收上半年做到 40个亿，下半年因为有 3季度是旺季，营收会高一些，

整体趋势表现估计差别不大。 

4、入住率略有下滑，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二季度 ADR 上涨 8.1%，对 OCC 会有一定压力，公司战略是通过提升品

质和服务来拉动价格，目前 OCC还是在 85%左右，公司认为入住率水平还是不错，

更加希望提升价格，做好收益管理，并做适当客源结构调整。 

5、目前要加大并购是否是因为市场景气度下滑？ 

答：并购是个发展战略，但是不同市场环境有所区别。第一是估值角度来看，

不同市场环境下买方和卖方对于估值的考虑是不同的，市场好的时候因为大家博

弈空间很小，目前的市场可以看到估值上更加趋于理性。第二是经营市场角度而

言，全球来看并购容易在市场下滑的时候发生，因为收购标的可能在经营上存在

困难。从酒店行业本身来说，现在景气度还是稳定的。我们希望寻求在结构上互

补，在覆盖广度和深度上有帮助的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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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经济型升级完成后 ADR能高多少？ 

答：升级改造优化会改善品质、体验度进而改善价格。RevPAR大概有 10%-18%

的提升机会。 

7、目前经济数据不太理想，假设未来经济增速放缓，酒店如何平衡发展？

下半年和明年开店计划如何考虑？ 

答：从酒店目前表现来说，没有看到被经济下行影响的迹象。商务市场比较

稳健，旅游市场表现强健。酒店投资者最终看的是投资回报率，酒店行业在过去

十多年也遇上经济不好的时候，但并没有影响酒店投资者的信心，因为酒店的投

资回报率还是比较高的，也比较稳定，现金流也好。 经济型酒店即便在经济不

景气时也有比其他行业略好的投资回报率，回报期 4-5年，相比于其他很多行业

还是具有吸引力的，这是一个同时期不同行业投资回报比较的问题。下半年和明

年加盟开店计划还将努力提高。 

8、上半年税率从 37%到 30%，是什么原因？是否可持续？ 

答：连锁酒店在全国各地都有门店，且大多是独立计税的法人实体，盈利公

司需要缴税，亏损店的亏损不能合并抵税，造成公司的综合税率较高。上半年实

现盈利的店越来越多，不能抵税的亏损店和亏损额越来越少，带来综合税率的下

降。随着 RevPAR进一步提升，综合实际税率还会继续下降。 

9、后续的偿债计划情况？ 

答：上半年现金流 7.7亿，资本支出主要用于改造、升级和维护，剩余资金

主要用来偿债，下半年还会继续用自由现金流进一步还贷，财务费用会越来越低。 

10、往后的资本性支出计划？ 

答：全年计划在 10亿以内。 

11、RevPAR加速，二季度扣非净利增速相比一季度放缓是什么原因？ 

答：主要是一季度比较基数小，整个上半年增长趋势很好。 

12、现在和加盟商接触心态上是否会有变化？ 

答：每年公司会有加盟商会，8 月初在青岛召开了关键 100 家加盟商会议，

这些加盟商基本上都有 3-5家以上的酒店加盟。每年会有两次交流，从目前来看，

加盟商还是很积极的。在产品更新换代后看到收益是比较吸引人的。另外随着物

业租金提升，以及产品品质对消费者体验和房价价格的影响都促使加盟商认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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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花资金投入打造提高产品的品质。 

13、根据 STR数据，6 月份和 7月份酒店供给增速略快于需求增速，这对未

来行业的 OCC和 ADR 会有什么影响？ 

答：中端酒店供给的增速肯定很快，大家都在发展这块。另一方面，高端酒

店的发展也很快，大多数项目在 15、16年开展，经过 2-3年的建设期，会在 18

年显示出大量增加。 需求六月和七月受今年部分省市放假时间延后和世界杯影

响，需求延后，也临时影响了当月的需求增速。可能看一个稍长期间的比较会更

合适些。 

14、大家都在快速进军高端酒店领域，在一些三线城市扩张速度都很快。是

否会担心短期内中高端酒店供给增速大于需求会有一定压力？ 

答：从商业角度而言：一个好的市场机会，在资本大力推动后必然会出现供

给过快的问题。从地区而言：经济发达的地区和良好的位置抗风险能力强，低线

城市抗风险能力弱。从产品品质而言：要看是纯粹为数量而发展，还是同时能保

证产品品质和运营能力。可能三四年后回头看，当前发展起来的很多酒店并不属

于中高端产品，质量并不达标。公司经历过经济型酒店高速发展和放缓的时期，

有些地方并不适合开中高端酒店。目前主要市场上中高端产品还是比较稳定的，

但如果过度开店而不注重品质把控，这种行为是应该警惕的。 

15、上半年有 1 万间房间进行了装修，装修的固定成本有多少？下半年这些

店开业后能否保证 200-300的 RevPAR？ 

答：NEO3.0 升级改造分为大改，中改和小改，上半年改造平均每间房的改

造装修投入为 15000 元左右。开店前会产生租金和人工等在建费用。因为这些店

都是开在全国不同地区，RevPAR 的绝对值不同，总体预计 RevPAR 会有 10%-18%

的增长。如果在 11、12 月开店，基本上当年不会产生收益，只有费用；如果在

上半年开业，基本上新增的收益是可以覆盖其负面影响的，对全年的利润无负面

影响。年底还会再改造一批店，这部分店就要到明年才能实现收入和利润贡献。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6 日 


	OLE_LINK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