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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驾车人次将出现多个高峰，1
月20日起， 境外自驾人数预计
将不断攀升，在除夕（1月24日）
达到顶峰且维持一段时间高位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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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收入大增 光线传媒仍难脱业绩窘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成今年春节境外自驾游新热点

喜忧参半

光线传媒1月19日晚间发布的2019年度

业绩预报显示，报告期内，光线传媒预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亿-11.5亿元，

较上年同期的13.7亿元相比，同比下降

16.26%-34.46%。

尽管整体来看，下滑的数字似乎显示着

光线传媒在过去一年的发展不尽如人意，然

而具体到相关业务可以发现，该公司并非未

取得相应进展，尤其是电影业务，反而是实现

了亮眼的表现。

报告期内，光线传媒参与投资、发行或协

助推广并计入本报告期票房的影片共18部，

包括《疯狂的外星人》《哪吒之魔童降世》《我

和我的祖国》《误杀》等，累计报收总票房

138.67亿元。其中，《疯狂的外星人》以22.13亿

元票房成为2019年2月喜剧片的月票房冠军，

《哪吒之魔童降世》则刷新了国内市场动画电

影的票房纪录，并以超50亿元票房位居2019

年电影票房总榜的首位。多部电影实现的高

票房，也令光线传媒的电影业务利润较上年

同期大幅增加。

相较于电影取得的成绩，光线传媒在电视

剧业务方面的表现则略显暗淡。公告显示，光线

传媒在报告期内确认了《八分钟的温暖》《逆流

而上的你》《听雪楼》《遇见幸福》的投资、发行

等收入，但电视剧业务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此外，光线传媒方面在业绩预报中指出，

公司预计2019年度非经常性损益约为7200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95.66%，主要是上年同

期公司出售所持有的新丽传媒股权产生的投

资收益较多所致。公司预计2019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是报告期内公

司电影业务收入大幅增加所致。

多因素影响

面对多部爆款电影也仍未能让光线传媒

实现2019年整体业绩同比增长的情况，有声音

认为，这离不开影视大环境的影响，此外该公

司此前的投资动作也导致其上年的业绩基数

大幅上升，影响到后续的业绩同比变动情况。

以光线传媒出现收入下滑的电视剧业务

为例，新元文智创始人刘德良表示，过去一年

影视市场整体表现不是特别理想，光线传媒

难免也受到影响，这是市场调整的表现，且与

2018年电视剧整体市场在上升不同，2019年

增长幅度不大。

与此同时，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

院院长魏鹏举指出，从某种意义上，相较于电

影，电视剧面临的挑战更大，业绩压力也会更

大，“目前网剧的发展非常迅猛，对于传统电

视剧而言，已形成非常大的竞争力，且很多网

剧是基于互联网平台优势，而这也是光线传

媒相对而言缺少的方面。此外，与电影属B2C

领域不同，电视剧无论是传统形式还是网剧，

总体来说是B2B的商业模式，如果没有第二

个B端的有效支持，电视剧行业确实会面临更

大的竞争压力”。

除了影视大环境的影响外，在业内人士

看来，此前光线传媒曾对外出售新丽传媒股

权从而获得较高投资收益的背景，也给未来

保持业绩增长带来了挑战。

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3月，光线传媒与

林芝腾讯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并以33.17

亿元的对价将持有的新丽传媒27.64%的股份

出售给林芝腾讯，初步测算，光线传媒取得的

投资收益约为22.66亿元（未扣除所得税）。随

后据光线传媒2018年年报显示，当年该公司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前一报告期

增长68.47%，主要原因便是处置新丽传媒股

权确认的投资收益较多所致。

“通过投资获得收益是上市公司常见的

资本动作之一，但一次性获得大额的投资收

益，虽然短时间内可迅速提振业绩，但也对今

后保持增长态势带来压力，再加上影视行业

本身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会导致

后续业绩出现同比下滑的情况。”投资分析师

许杉如是说。

延伸产业链

随着2019年的离去以及2020年的到来，

影视公司也开始制定新一年的发展计划。对

于光线传媒在2020年的业务规划，北京商报

记者向光线传媒发去采访函，但截至发稿未

得到回复。

刘德良认为，依照目前的情况，光线传媒

一方面需要保持内容上的优势，每年度都能

够推出优秀的、市场票房比较理想的产品；另

一方面，则是在有类似“哪吒”的优势IP后，尽

可能将影视IP在其他领域进行转化，提高营

业收入的来源。同时，因为光线传媒其实已经

不是一个单纯的制片公司，还有一些相关的

业务，因此在做好核心业务的同时，也要去延

伸自己的产业链，扩大收入。

北京商报记者观察发现，在进行IP衍

生开发方面，光线传媒已开始有所布局，除

了《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后推出相关衍生

品外，去年12月光线传媒在回复投资者提

问时也曾透露，即将在春节档上映的《姜子

牙》已经授权相关公司进行衍生品的开发

和制作。且近段时间，《姜子牙》还与《哪吒

之魔童降世》《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相关

IP进行联动营销，也进一步扩大了IP的影

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影视市场的调整期还

未真正结束，且在2019年十大电影票房排名

中，已有不少制片公司作为后起之秀出现，并

占据不小的份额，而老牌制片公司所占的份

额有所下降，这也会给相关公司带来发展上的

挑战。

在魏鹏举看来，光线传媒未来的发展要

扎实稳进，一方面需要抓主流电影，另一方面

在影视剧制作方面要积极地和互联网、网络

平台合作，这已是未来的大趋势。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伍碧怡

多家酒店登黑榜

新年伊始，文旅部再次对五星级酒店进

行整顿。据文旅部最新公布的暗访检查结果

显示，部分五星级饭店的卫生和消防安全问

题严重，必备项缺失、设施设备陈旧、服务不

规范问题突出，其中9家饭店被取消五星级

旅游饭店资格，另有6家酒店被要求限期整

改12个月。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今年文旅部首次公

布全国五星级酒店暗访调查结果“黑榜单”，

而在这份“黑榜单”中，就包含3家喜来登酒

店。其中海南海口喜来登酒店被摘星，而四

川天府丽都喜来登饭店、贵州贵阳喜来登贵

航酒店则被要求限期整改12个月。

实际上，自2019年2月以来，文旅部一共

先后组织过4次针对五星级酒店的暗访调

查，一年内先后共有29家五星级酒店被“摘

牌”，其中包含温德姆、希尔顿、皇冠假日等

国际品牌，但总体来看，喜来登属于登黑榜

最多的国际品牌之一。

对于此次被“点名”，北京商报记者采访

了喜来登酒店方面，该酒店方面表示，因问

题涉及若干家单体酒店，酒店品牌方需要进

一步向各酒店了解情况，稍后回复。不过截

至记者发稿，对方未予以回复。

华美顾问机构首席知识官、高级经济师

赵焕焱表示，面对卫生等问题突出的五星级

酒店行业，重拳整顿已经成为常态。而多家

喜来登酒店“榜上有名”，则进一步暴露出该

酒店在扩张管理中不到位等问题。

频现卫生问题

事实上，除了登上文旅部的黑榜，近一段时

间，全国不少地区喜来登酒店也问题频出。

2018年11月，多家高端酒店被曝存在用

同一块抹布、顾客用过的浴巾等擦拭杯子、

洗手台、镜面等乱象，在涉事酒店中，就包含

南昌喜来登酒店。之后，该酒店被立案调查，

最终经有关部门抽检调查结果显示，南昌喜

来登酒店存在部分工作人员清洁不规范，并

被给予2000元罚款处理。

此类卫生问题不止一起，据公开报道显

示，2019年2月，深圳大梅沙京基喜来登酒店

（后因合同到期，该酒店管理方更换为洲际品

牌）也被曝出杯子存放不当等卫生问题；

2019年9月，福州中庚喜来登还因食品安全

问题登上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黑榜；2019年

11月，长沙运达喜来登酒店因游泳场所水质

卫生问题被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通报。

有酒店投资人士表示，喜来登作为商务

酒店经典品牌，近年来口碑有所下降。一些

酒店设施陈旧，且服务人员并没有体现出该

有的服务态度。此外，该投资人还坦言，在其

接触的诸多品牌中，近年来喜来登品牌质量

有所降低，甚至一些硬件设施还不如国内同

级别的酒店。

扩张下现隐忧

在各地酒店频出卫生问题的背后，也进

一步透露出喜来登扩张下的隐忧。仅2019

年，多家喜来登酒店就在国内开业，甚至该

品牌还将触角伸向了西北市场———银川。而快

速扩张的背后，人才不足的问题更加凸显。

一家酒店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坦言，

近年来一些外资酒店迅速在国内落地开花，

由于新开酒店在每个岗位上都需要成熟的

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因此高薪“挖同行”成

为行业的一个趋势。由于酒店管理人才有

限，因此一些酒店破格提拔或加速晋升管理

人员，从而导致目前酒店市场整体管理人员

素质不及以往。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品牌，出现一

些个别问题也在合理范围内，但较多的集中

在喜来登品牌上，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型

国际品牌在经营本土化的过程中遇到问题。

由于历时较长，在品牌质量、人力资源等方

面出现了供给不足、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从

而导致问题频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

游科学学院院长谷慧敏直言道。

此外，谷慧敏还进一步表示，除品牌外，如

连锁业主在经营过程中遇到资金问题、管理混

乱，或是业主战略定位与品牌出现冲突等问

题，也会导致各类“漏洞”频发，抹黑品牌形象。

“目前来看，一些国际品牌进驻中国后

还处于发展之中，尤其在打入二三线城市方

面，还存在后续人力资源、效益供给不足等

问题。”谷慧敏表示，“在目前各大品牌激烈

竞争的背景下，随着加盟连锁酒店的接连落

地，问题数量也在随之攀升，因此管控好旗

下‘分店’，在保证数量的同时维持质量，才

是竞争的关键。不过短期来看，绝非易事。”

谷慧敏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在春运返
乡大潮渐渐升温的同时，有不少中国游客

却选择了在境外自驾旅游过节。1月20日，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和境外租

车平台租租车联合发布了《2020年春运

境外驾车出行指南》（以下简称 《指

南》）。根据《指南》披露数据显示，近五

年，春运期间我国游客境外自驾出行颇

为集中，预计今年这一人群规模将上升

至160万人次。《指南》还指出，虽然今年

春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仍占

据境外自驾游热门目的地前十位，但同

时，塞尔维亚、比利时、格鲁吉亚等“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也正逐步成为春节假期

自驾出行新热点。

近年来，自驾出行快速在出境游市场

中普及。据统计，2015-2019年期间，我国

境外自驾游人次年均增长率达67.93%，这

其中，春节、国庆假期又成为了每年我国

居民境外自驾游出行高峰期。具体到今年

春节，《指南》预测，中国居民境外驾车人

次将出现多个高峰，“1月20日起，境外自

驾人数预计将不断攀升，在除夕（1月24

日）达到顶峰且维持一段时间高位状态；

正月初三（1月27日）开始，随着假期临近尾

声、返程高峰出现，境外驾车人次将减少；

而元宵节后三天，我国游客将再次在境外

出现自驾游小高峰，峰值预计在2月11日前

后出现。”租租车联合创始人李斌向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

根据《指南》发布的春节境外自驾游客

画像，“80后”已成为这一人群的主体，占我

国居民境外自驾游总人数比重为45.16%，

而“70后”和“90后”则分别以27.65%和

17.62%位居第二、第三位。而提及境外自驾

游的消费结构，李斌表示，7天内短期行程

仍是主流，预计今年春运期间，选择1-3天

境外自驾的中国游客占比为34.18%，4-6

天的在29.27%。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春节期间，我国游

客的境外自驾游目的地选项开始出现了一

些新变化。“虽然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西班牙等仍是主流选择，但‘一带一路’沿

线一些新兴旅游目的地也将成为今年春

节的新热点。”李斌介绍，塞尔维亚、比利

时、芬兰、塞浦路斯、格鲁吉亚、摩洛哥等

地已对华实施了更便利的签证或机动车

驾驶证互认换领政策等，因此，这些国家

和地区的自驾游产品也愈发受到我国游

客的关注。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虽然越来越

多的中国游客在出境旅游过程中青睐自驾

行，但由于我国尚未加入联合国《道路交通

公约》，且这类产品刚刚兴起，各种监管、投

诉反馈制度仍不够完善，保险等配套产品、

服务也还不健全，国内外机动车驾驶相关

法律法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境外自

驾旅行仍存不小的风险。中国旅游研究院

产业所副教授张杨也表示，出境自驾“最后

一公里”的问题就是驾照，虽然互相认可的

进程正在加速，但问题的解决仍需要行业

共同推进。

年初多店登黑榜 喜来登酒店的管理之殇

1月19日晚间，光线传媒正式发布2019年度业绩预报。然而，曾在2019年参

与并推出《疯狂的外星人》《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多部爆款影片的光线传媒，虽然

电影业务利润大涨，却依然未能摆脱业绩下滑的窘境，并较上年同期减少超过一

成。在业内人士看来，光线传媒的业绩下滑既与该公司此前出售新丽传媒股权等

业务布局有关，同时也代表了影视行业进入调整周期的发展现状。

重拳整顿下，多地喜来登酒店被查出卫生等问题，让这个国际高端品牌蒙上了一层阴影。1月20日，北

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在文旅部最新一轮暗访调查结果中，3家喜来登酒店上榜，成为登上黑榜最多的国

际品牌，其中海南海口喜来登大酒店还被摘星。实际上，自2018年11月酒店行业发生“抹布擦杯子”事件之

后，各地不断有喜来登酒店出现问题。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作为国际品牌，近年来屡次出现卫生等方面问

题，很可能与其快速扩张有关。

光线传媒2015-2019年业绩表现

2019年
归属净利润
9亿-11.5亿元

2018年
营业收入

14.9亿元

归属净利润
13.7亿元

2016年
营业收入

17.3亿元

归属净利润
7.41亿元

2017年
营业收入

18.4亿元

归属净利润
8.15亿元

2015年
营业收入

15.2亿元

归属净利润
4.0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