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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报告摘要 

全球客流领先的影视娱乐主题公园。环球影城起源于好莱坞的

电影拍摄片场，逐步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影、电视制片基地及以

电影题材为主的主题公园，拥有大量知名电影 IP。控股股东 Comcast

是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公司，亦是美国第二大互联网服务供应商，

全资持有好莱坞环球影城、奥兰多环球影城和日本大阪环球影城，

授权云顶集团经营新加坡环球影城。 

北京环球影城即将于明年 5月正式开业。北京环球影城分三期

建成，由北京市国资与 NBC 环球合资经营，其中中方持股 70%，首

旅集团是第一大股东。一期总投资超 500亿，占地 120公顷，包括

主题公园、城市大道、两间酒店及配套设施，即将于 2021 年 5 月

正式开业。 

国内主题公园行业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依赖于高速发展

的经济以及庞大的人口基数迅速发展起来，2019年华侨城集团、华

强方特、长隆集团游客量排名进入全球主题公园集团十强，但与国

外龙头公司相比，存在 IP 打造环节薄弱，差异化竞争不足，产业

链条短，盈利模式单一等问题。上海迪士尼是国内引入的首个国际

知名主题公园，开业 4年来，对当地旅游经济的拉动明显。 

环球影城给现有旅游市场带来机遇和挑战。北京市旅游市场近

年来持续稳定增长，但主题公园产品供应不足。北京欢乐谷从区位

和获客能力上与环球影城存在竞争关系，但也存在缺少 IP，差异化

不足的问题，且在文化 IP 输出以及管理等方面与国际品牌尚存一

定差距。首旅集团根植京城旅游商贸服务行业，环球影城在其控股

下有望融合中国文化与主题公园的国际基因，打造国内首屈一指的

影视娱乐王国。 

带动周边产业链升级，承接景区溢出效应。预计环球、客流

1200-1500 万人，创造营业额 250 亿至 300亿元。景区直接拉动北

京市旅游收入提升 4-5%，撬动旅游周边产业年增量超过千亿元，带

动周边地区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和通州区城市化进程，拉动周边商

业地产价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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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首旅集团作为环球影城第一大股东，本身又是北京

旅游商贸龙头，产业链布局完整，旗下上市公司一方面受益于环球

影城开业带动下的旅游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借助大股东的优势，参

与环球影城产业链，承接环球影城带来的流量。重点推荐：王府井

（环球影城度假区内开设免税与免税结合的综合体），全聚德（环

球影城城市大道开设 1500 平餐饮项目），首旅酒店（布局环球影

城周边区域，受益于环球影城开业带来的住宿需求）。此外环球影

城有望与北京市周边优质差异化景区产生协同效应，共享客流，推

荐中青旅（古北水镇承接环球影城客流溢出）。 

风险提示：存在环球影城延期开业的风险；开业后客流不达预

期的风险；疫情反复造成景区停业，客流锐减的风险；天气原因、

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的客流下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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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主题公园行业龙头环球影城 

（一）影视娱乐航母——环球影城 

1、环球影城的起源和发展 

环球影城起源于好莱坞的电影拍摄片场。1912年环球影城的前身环球电影制片公

司在纽约成立，此后公司不断买进好莱坞北部的土地，搭建摄影棚和外景场地，并邀

请游客参观电影制作。在经历了多次并购重组之后，1963年公司将部分摄影棚对外开

放收取门票，受到游客的欢迎。1964年7月好莱坞环球影城正式开业，公司将部分摄制

棚改为游览项目，并增加了大型游乐设备，逐步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影、电视制片

基地及以电影题材为主的主题公园。 

大股东深耕传媒和旅游行业。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的控股股东是美国最大的有线电

视公司，亦是美国第二大互联网服务供应商Comcast，公司旗下主要业务包括Comcast 

Cable和 NBC 环球。2015年，Comcast以167亿美元从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手中收购 NBC 环球的所有权，获得其环球影视及主题公园板块业务。NBC环球旗

下业务主要分四部分，分别是有线网络、广播电视、电影娱乐和主题公园，其中主题

公园业务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环球影城。 

 

图表1：环球影城控股股东的业务范围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NBC环球经营主题乐园主要有三种模式：全资拥有自主经营、合资经营和授权经营。

目前全球共有5个以环球影城命名的主题公园，其中好莱坞环球影城、奥兰多环球影城

和日本大阪环球影城均为NBC环球全资持有。新加坡环球影城由云顶集团旗下的云顶新

加坡有限公司全资拥有，NBC环球授权使用环球影城的名字和其他知识产权用于游乐设

Comcast 

NBC环球 Comcast Cable 

有线网络 广播电视 电影娱乐 主题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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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景点和旅游商品。2021年即将开业的北京环球影城为NBC环球与中方合资经营，其

中NBC环球持股30%。 

园区各有特色，主题公园以外的业态丰富。好莱坞环球影城主要由主题乐园和好

莱坞环球城市大道组成。奥兰多环球影城度假村面积最大，包括两个主题乐园： 

UniversalStudios Florida（环球影城）以及Universal’s Islands of Adventure（冒

险岛，1999年开业），一个水上乐园Volcano Bay（火山湾水上乐园，2017年开业），另

有一个餐饮购物娱乐综合体Universal CityWalk (环球城市大道）和一家参股环球主

题酒店，此外公司还在新建一个名为Universal’s Epic Universe的主题乐园。日本

环球影城以主题乐园为主。新加坡环球影城位于度假胜地圣淘沙岛，占地面积最小。 

 

图表2：现有环球影城项目基本情况 

现有项目 开业时间 占地面积 
2018年客流

量（万人次） 
经营模式 门票价格 

好莱坞环球影城 1964年 7月 212公顷 915 自主经营 109-129美元(合 RMB763-903） 

奥兰多环球度假区 
1990年 6月 1000公顷 1071 

自主经营 
单园 109美元（合 RMB763）,双园

164美元（合 RMB1148） 

日本大阪环球影城 2001年 3月 54公顷 1430 自主经营 7800日元（合 RMB510） 

新加坡环球影城 2011年 5月 20公顷 440 授权经营 81新币（合 RMB409) 

北京环球影城 
预计 2021年 5月 总占地 400公顷，

一期 120公顷 

 
合资经营 

 

资料来源：各项目官网，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图表3：奥兰多环球度假区 

 
资料来源：度假区官网，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2、并购知名动画工作室获取丰富娱乐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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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影城的IP来源多样化。环球影城部分IP来自关联公司环球影业，自产IP往往

场景化比较强，科幻色彩浓厚，比如侏罗纪公园，E.T.等。自有IP外，公司还通过与

第三方合作授权的方式获得了大量知名IP的使用权，如各园区都有的“哈利波特魔法

世界”来自华纳兄弟的授权，变形金刚、终结者来自派拉蒙的授权。但使用授权IP往

往有一定的局限性，IP在授权时通常会严格细分使用权限的边界。例如哈利波特魔法

世界主题乐园的使用授权给了环球影城，但华纳兄弟保有其他哈利波特IP的权益，游

客可能会在其他乐园中看到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购买魔法棒等，环球影城中的哈利

波特IP就丧失了其独特性。 

公司不断通过并购获取知名IP。为了实现IP更大比例的自由化，公司通过并购获

得了很多知名IP。2008年NBC环球收购照明娱乐，获得了小黄人的IP。2016年4月NBC环

球集团以38.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梦工厂动画公司。梦工厂动画作为上游IP的顶级制造

商，打造了功夫熊猫、怪物史莱克等知名IP。收购梦工厂动画后，公司IP的使用和开

发将更为便利，NBC环球也曾透露过“计划复活史莱克以及梦工厂的众多现有IP”的壮

志雄心。 

除了动画IP外，环球主题乐园还计划在公园中提供基于任天堂游戏IP的项目。任

天堂拥有许多风靡世界的游戏，很多游戏人物如精灵宝可梦、超级马里奥都是耳熟能

详的IP。2015年5月环球影城与任天堂成业务合作，投资400亿日元在大阪环球影城建

设任天堂主题公园，计划今年东京奥运会前开园，目前开业时间受疫情影响延迟。 

 

图表4：环球影城IP来自自有和授权 

游乐项目 IP IP 来源 

Despicable Me Minion Mayhenm 小黄人 照明娱乐-Comcast 

Shrek 4-D 怪物史莱克 梦工厂-Comcast 

Revenge of the mummy 木乃伊归来 环球影业-Comcast 

E.T. adventure E.T. 环球影业-Comcast 

Jurassic Park 侏罗纪公园 环球影业-Comcast 

The Wizarding world of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 华纳兄弟 

Springfield:Home of the Simpsons 辛普森一家 20世纪福克斯-迪士尼 

Marvel Super Hero Island 漫威英雄（无敌浩克，蜘蛛侠） 漫威-迪士尼 

Transformers;The ride-3D 变形金刚 派拉蒙 

Terminator 3-D 终结者 派拉蒙 

Super Nintendo World 马里奥 Nintendo Co., Ltd. 

功夫熊猫盖世之地 功夫熊猫 梦工厂-Comcast 

资料来源：网络资料，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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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球影城客流及收入利润情况 

全球客流量名列前茅的主题公园品牌。环球影城以美国好莱坞出品的、风靡全球

的热门电影作品为主题背景，在不同的主题场馆中大量使用高科技仿真手段，创造出

或宏大或逼真或惊险刺激的视觉、听觉、触觉感受，深受不同国籍、不同年龄、不同

文化背景游客的喜爱。2018年以前，环球影城集团连续多年客流接待量排名全球第三，

2019年环球影城四大园区合计接待游客5124万人次，全球排名第四。 

 

图表5：环球影城集团客流量排名居前  图表6：环球影城总营收持续稳定增长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营收近年保持平稳增长。环球影城的收入主要包括三部分：1、门票收入；2、游

客在园内的食品、饮料等商品零售收入。3、特许经营权收入。环球影城的营收在

2014-2017年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期，增长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新增景区对客流的吸

引力提升，带来更多的客流和更高的人均消费。比如2010年奥兰多冒险岛新增“哈利·波

特魔法世界”景区，受到游客欢迎，此后2014年奥兰多环球影城新增了“哈利·波特-

对角巷”景区，同年在大阪环球影城新增“哈利·波特魔法世界”景区，2016年在好

莱坞环球影城新增“哈利·波特魔法世界”景区。哈利波特系列图书和电影受到全球

大批读者和观众的喜爱，哈利·波特景区也给环球影城带来了持续的客流增长。另一

方面，2015年11月NBC环球收购大阪环球影城51%股权，带来2016年营收48.1%的高增速，

实际上如果不考虑并表影响，当年营收增速仍高达12.7%。 

 

图表7：环球影城不断推出新景区吸引客流 
开放时间 新增项目 

2010年 6月 18 日 奥兰多冒险岛的“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向游人开放 

2012年 奥兰多和好莱坞环球影城新增变形金刚 3D对决之终极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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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7月 8 日 奥兰多环球影城的“哈利·波特主题公园——对角巷”正式开放！ 

2014年 7月 15 日 日本环球影城斥资 450亿日圆扩建的哈利·波特园区开幕 

2014年 好莱坞环球影城最新的神偷奶爸小黄人 3D动感之旅采用 3D高清技术 

2016年 4月 7 日 好莱坞环球影城内的“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开园 

2017年 5月 奥兰多火山湾水上乐园开业，当年接待 150万游客。 

开业时间待定 日本环球影城与任天堂合作“超级任天堂世界” 

预计 2023 年开业 奥兰多第四个主题公园“史诗宇宙”(Epic Universe) 

资料来源：度假区官网，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运营成本与支出和营收基本保持同步。主题公园板块运营成本和支出主要包括主

题公园运营，包括维修和维护及相关管理费用；食品、饮料和商品成本；劳动力成本；

以及销售和营销成本。2019年收入增加主要来自于新景点以及日本的客流回升，2019

年费用增加，主要是因为公园和景点的运营成本增加。近5年来主题公园业务调整后

EBTIDA利润率在41.4%-44.3%之间小幅波动,盈利能力持续稳定。 

 

图表8：营收增速与运营成本与支出增速基本同步  图表9：调整后EBTIDA利润率小幅波动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受疫情影响Q2主题公园营收减少94%。受新冠疫情影响，四家环球影城均于2月底

到4月初陆续暂停营业，截止到8月底，除好莱坞环球影城外，其他三家已经重新开放，

但对游客的来源地、游览时间仍有较大限制，游客的消费信心也远未恢复。从收入上

看，上半年主题公园营收9.56亿美元，同比下滑65%，其中Q2主题公园营收仅8700万美

元，同比下滑94%。从利润上看，上半年，净调整后的EBITDA为-3.23亿美元，2019年

同期为10.88亿美元。 

 

图表10：环球影城各园区受疫情影响及恢复情况 
疫情影响 停业 开业 游园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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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环球影城 2月 29日 6月 19日 游客居住地限制 

好莱坞环球影城 3月 14日 关闭  

新加坡环球影城 4月 7日 7月 1日 目前仅周四至周日下午 2:00 至晚上 9:00开放 

奥兰多环球影城 3月 14日 6月 5日 每周五至周日上午 9点开始营业，下午 7点闭园； 

资料来源：各度假区官网，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二）北京环球影城开业在即 

北京环球影城与奥兰多环球影城度假区结构相似。北京环球影城位于北京通州区，

规划占地4平方公里，规划分三期建成，目前在建的第一期投资超500亿元，占地120公

顷，包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城市大道、环球大酒店、诺金度假酒店、停车楼、员工

住宿生活区等项目，计划2020年建成、2021年正式开园；第二期计划建设中国主题公

园，引进孙悟空等国内经典主题。第三期考虑建设水上乐园。两个主题公园+一个水公

园的结构与奥兰多环球影城度假区相似，三期总投资在700亿-1000亿区间，将超过奥

兰多主题公园，成为全球最大环球主题公园。 

北京市政府是北京环球影城实际控制人。北京环球影城由北京首寰文化旅游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寰投资”）和 NBC 环球共同出资组成项目公司北京国际度假

区有限公司，其中首寰投资持股70%，NBC 环球持股30%。首寰投资是由首旅集团（持

股51.93%）、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持股25%）等国企合资设立的平台公司，北

京市政府间接持有100%股权，是实际控制人。 

 

图表11：环球影城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北京环球影城预计2021年5月正式开园。北京环球影城一期将于2021年春季试运

营，并在5月正式开园，预测每年可接待客流量1200万人次至1500万人次之间。园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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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7大景区，包括好莱坞大道、变形金刚、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水世界、侏罗纪大冒险、小黄人乐园等，其中功夫熊猫景区是专为北京环球影城打造

的具有“中国式传奇体验”的景区。 

两家配套酒店合计1200间客房。一期开业的还有两家配套酒店——环球影城大酒

店及诺金度假酒店，首旅集团与凯宾斯基酒店集团合资成立的北京凯燕国际饭店管理

有限公司负责两家酒店的运营管理。两家酒店均设有专属入园通道，游客可快速便捷

地通过酒店进入主题公园游览。环球影城大酒店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采用西班牙复

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内部配有大量电影元素装饰，可提供800间客房，定位四星级家庭

度假酒店，酒店一层为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主入口。诺金酒店主打中式园林风，是以圆

明园皇家休闲园林及建筑为灵感来源打造的五星级休闲度假酒店，可提供400间客房。 

 

图表12：北京环球影城效果图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图表13：北京环球影城一期平面布局图 

http://ipoipo.cn/


 
行业深度报告 

P12 环球影城开业渐近 打造影视主题娱乐王国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二、国内主题公园的发展状况及竞品分析 

（一）本土主题公园发展迅速，品牌打造有待升级 

本土主题公园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迪士尼、环球影城等国际著名主题公园品

牌起步于20世纪中叶，对比之下国内主题公园行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相对较晚，

但是依赖于高速发展的经济以及庞大的人口基数，本土主题公园迅速发展起来，并在

全国范围内铺开。根据2020年7月美国主题娱乐协会(TEA)与AECOM经济咨询团队联合发

布的《2019年主题公园和博物馆报告》，中国的华侨城集团、华强方特、长隆集团游客

量排名进入主题公园集团十强，其中华侨城集团在2019年超过环球影城，位列全球第

三。此外，三家集团的客流增速也是遥遥领先国外同行，可以预见在未来三者的排名

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图表14：环球影城各园区受疫情影响及恢复情况 

排名 2018 游客量 增速 2019 游客量 增速 

1 迪士尼集团 15731.1 4.9% 迪士尼集团 15599.1 -0.8% 

2 默林娱乐集团 6700 1.5% 默林娱乐集团 6700.0 0.9% 

3 环球影城 5006.8 1.2% 华侨城集团 5397.0 9.4% 

4 华侨城集团 4935 15.1% 环球影城 5124.3 2.3% 

5 华强方特 4207.4 9.3% 华强方特 5039.3 19.8% 

6 长隆集团 3400.7 9.6% 长隆集团 3701.8 8.9% 

7 六旗集团 3202.4 5.3% 六旗集团 3281.1 2.5% 

8 雪松会娱乐公司 2591.2 0.9% 雪松会娱乐公司 2793.8 7.8% 

9 海洋世界娱乐集团 2258.2 8.6% 海洋世界娱乐集团 2262.4 0.2% 

10 团圆公园集团 2090 1.5% 团圆公园集团 2219.5 6.2% 

资料来源：《2019年主题公园和博物馆报告》，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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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打造环节薄弱，差异化竞争不足。迪士尼、默林、环球影城等头部主题公园集

团都有均拥有闻名全球的核心IP，自主IP为主题公园带来强大的流量，而持续的IP创

作更是主题公园保持强劲增长的动力。我国主题公园的数量虽然迅速发展壮大，但也

存在着严重的同质化现象，没有强大的IP形成竞争壁垒。华强方特的IP“熊出没”是

国内比较成功的案例，但相对于头部集团丰富多样的IP来说还是稍显单一。华侨城集

团旗下的欢乐谷2016年斥资3000万购买了“饼干警长”国产原创动漫IP并加以重点打

造，但知名度始终差强人意。 

产业链条短，盈利模式单一。国外大型主题乐园，收入主要包括门票、餐饮和衍

生品消费3个部分，比例一般为3：3：4。例如迪士尼乐园的运营实际上是一个产业链

组合，主要盈利点包括门票、餐饮、住宿，以及通过出售具备知识产权特点的旅游纪

念品获得二次盈利。而本土主题公园多为相对缺乏文化内涵的纯粹依靠门票收入模式，

有关数据统计，门票收入占国内主题公园整体收入八成以上，文化创新力还有很大提

升空间。 

 

（二）上海迪士尼——首次引入国际主题公园巨头 

客流超千万，开业首年实现盈利。上海迪士尼是首个进入中国的国际化大型主题

乐园，2016年6月16日开业后，受益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强大消费能力，

2017年客流达到1100万，并在开业后的第一个财年实现小幅盈利。 

 

图表15： 迪士尼客流情况  图表16：上海市国内旅游人次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迪士尼带动上海旅游客流的增长。迪士尼的开业后，成为本地居民休闲娱乐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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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游客来沪旅游的首选目的地。2016-2017年上海市分别接待国内旅游人次2.96亿

/+7.4%，3.18亿/+7.5%，增速较2013-2015年平均3.2%的增速有明显提升。迪士尼乐园

对客流的拉动有两方面的特点：1、从全年来看，对上海本地游客的拉动效应更加明显，

2016-2018年本地客流增显著高于外地。2、对节假日客流的拉动起关键作用，2016年

国庆节乐园游客对全市新增游客贡献为60.6%，2017年春节乐园游客对全市新增游客贡

献为90%。  

 

 

图表17：上海市国内旅游收入  图表18：迪士尼拉动本地游客增速高于外地游客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迪士尼拉动上海旅游收入增速大幅提升。2016-2018年，上海市的国内旅游收入增

速保持两位数增长，较2013-2015年平均-2%的增速有明显提升。迪士尼客单价超千元，

除了在园区的直接消费外，游客在园外的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消费都会带动当

地旅游经济的增长。 

主题公园对当地旅游经济的溢出效应显著。根据2017年的《上海迪士尼项目对经

济社会发展带动效应评估》，受迪士尼项目开园的带动影响，2016年上海全市旅游产业

增加值比重增加，实现旅游业增加值1689.7亿元，占GDP比重上升至6.2%，旅游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6.9%，高于2011-2015年2.1%的平均增速4.8个百分点。 

迪士尼乐园带动周边知名景点游客的上升。迪士尼能够与周边原有知名旅游景点

形成互补，构成旅游目的地集群，有效延长外地游客在沪的停留时间。2016年上海东

方明珠接待人数465.86万人次，比2015年增加了67.49万人次，同比增速16.9%。 

 

（三）京津冀周边主题公园竞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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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大型主题公园供给不足。京津冀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大型主题公园仍

然比较匮乏，主营游乐项目，能够与北京环球影城形成竞争的主要有北京地区的北京

欢乐谷、石景山游乐园，天津地区的方特欢乐世界和天津欢乐谷。从地理位置上看，

北京欢乐谷和环球影城均位于北京东南方向，距离18公里，区位相近，主营相似，竞

争较强。 

 

图表19：京津冀地区大型主题公园汇总 
 景区 开业时间 占地面积 门票价格 投资额 景区级别 

北京 欢乐谷 2006 年 7月 56公顷 299元 20亿 4A 

北京 石景山游乐园 1986 年 30公顷 10元（游玩项目单独收费） 
 

4A 

天津 方特欢乐世界 2014 年 7月 40公顷 280元 25亿 4A 

天津 欢乐谷 2013 年 7月 35公顷 200元 27亿 4A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图表20：京津冀地区主题公园位置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北京欢乐谷知名度高，客流量排名靠前。欢乐谷是华侨城集团旗下的知名主题公

园品牌，主要布局在一线及核心省会城市。北京欢乐谷占地56公顷，由峡湾森林、亚

特兰蒂斯、失落玛雅、爱琴港、香格里拉、甜品王国和欢乐时光七个主题区组成，拥

有52台（套）游乐设备。2019年游览人数516万，同比增长29.6%，在亚太地区主题公

园客流量排行榜中位列第11名,在中国大陆地区主题公园中仅次于长隆海洋王国和上

海迪士尼，排名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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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更新提速，客流增速提升。2006年开业以来，北京欢乐谷持续推出新项目，

分别于2010年推出二期·欢乐时光区、2014年建成三期·爱琴港区之奇幻海洋馆及欢

乐世界。2016-2017年欢乐谷经历了游客下滑，门票收入下降的低谷期。随后公司加速

项目更新，2018年开放了四期·甜品王国区，2019年6月开放了五期·香格里拉区，密

集的更新带动了2018-2019年客流增速大幅提升。未来公司计划在2021年推出六期·光

影乐园，2024年推出七期·远古文明亚特兰蒂斯。 

 

图表21：北京欢乐谷客流情况  图表22：北京欢乐谷园区地图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缺少成熟IP，项目差异化有待提高。很多本土主题公园都提出打造IP， 2016年欢

乐谷斥资3000万从江通传媒购买了“饼干警长”国产原创动漫IP。2018年北京欢乐谷

以“饼干警长”为内容核心开设了甜品王国园区，但实际的效果和知名度较差。由于

缺少成熟IP作为内容创意的基础，欢乐谷游乐设施雷同度比较高，与国际主题公园相

比，在文化IP输出以及管理等方面尚存一定差距。 

 

三、主题公园的发展核心要素 

（一）IP+科技是主题公园的核心竞争力 

IP是是主题公园发展的核心动力。IP是主题公园内容创意的源泉，是粉丝的情感

寄托，能够引起消费者共鸣并提升游客的到访率，粉丝愿意为IP消费打卡，从而可以

拉动主题公园的整体销售业绩。 

IP制造和输出是影视娱乐产业链的核心。无论是迪士尼还是环球影城，其本身都

拥有巨量成熟IP，这些IP可以来自自有、收购和合作授权。IP的变现主要有四个方面：

1、影视发行：通过电影票房、影视点播、DVD售卖变现。2、互动媒体：通过获取网络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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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网络游戏充值、APP应用开发变现。3、休闲娱乐：通过主题公园、度假区出售

门票、商品、餐饮变现。4、商品开发和授权：通过自营或者授权的方式将知名IP应用

到商品中，获取高于商品价值的IP价值。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变现，IP的制造和输出都

是整个产业链最核心的环节。 

 

图表23：主题公园产业链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高科技的运用能够放大IP价值。优质IP与高科技技术相结合，才能打造出游客喜

欢的、具有沉浸式、带入感、交互体验式的大型主题公园项目，因此科技的运用对主

题公园的展示效果非常重要。通过自动控制、计算机图形学、机器人设计及声、光、

机、电一体化等技术高科技手段，将IP精华及项目创意完美展现，才能感动游客，更

好发挥IP价值，产生更大市场价值。 

 

（二）区位周边客群决定消费能力 

主题公园消费水平相对普通旅游景区更高。上海迪士尼的门票根据不同季节、节

假日售价399-699元不等，北京环球影城尚未公布票价，但参考其他园区门票价格应该

在500左右，园区内餐饮、商品往往售价较高，如果想快速省时的游玩还需要额外购买

Fastpass票，所以不考虑住宿、大交通费用的情况下，人均消费可能超过1000元。 

选址一线城市，辐射区域周边。考虑到人均消费水平和城市周边经济发展水平，

以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欢乐谷为代表的主打体验性、参与性的大型休闲度假型主

题公园主要分布在一线、次一线城市。一线城市贡献的本地游客比重大，消费能力强，

周边城市辐射力强大，有利于主题公园通过开放新园区、事件营销等方式引导游客重

复游玩。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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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是维持公园生命力的关键 

持续创新有助于主题公园提升客流量和重游率。持续的更新能够给游客带来新鲜

感，头部主题公园都是在持续创新中维持客流增长的。大阪环球影城在开业首年客流

达到1100万，“开业效应”过后2002年客流开始下滑，公司在2003年推出了蜘蛛侠景区，

带动客流短暂提升，但由于蜘蛛侠项目花费过大，导致其后数年没有新项目上线，客

流持续走低。2010年起，公司开始加大新建力度，精准定位游客群体，有针对性的举

办营销活动，2012年新增了“环球奇境乐园”应对低龄儿童娱乐设施不足的问题，吸

引家庭游客。2014年斥资450亿日元打造哈利·波特园区，2017年小黄人主题园区

“Minion Park”开业，受益于持续的改建扩建和有效的营销策划，大阪环球影城客流

保持稳中有增。 

 

图表24：日本环球影城客流与园区拓建密切相关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四、环球影城对国内旅游市场影响深远 

（一）北京旅游市场现状 

旅游人次持续增长，聚合效应明显。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

融合了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和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对旅游人群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连

续多年来，北京市旅游人次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2018年北京市旅游总人次达到3.11

亿人次/+4.53%，其中国内旅游者3.07亿人次/+4.56%（包括外地来京1.9亿人次，北京

本地游客1.17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5556.2亿元/+8.47%；入境旅游者400.4万人次

/+2%，旅游外汇收入55.2亿美元/+7.52%。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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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5：北京市旅游人次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图表26：北京人均旅游消费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北京人均旅游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平均值。2018年北京人均旅游消费1810元，

全国人均旅游消费926元，北京旅游者的消费水平是全国平均消费的近两倍。消费水平

的差异主要受两方面影响：1、供给端：北京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消费水平相对较高， 

2、需求端：北京本地游客及外地来京游客普遍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 

 

图表27：外地来京游客消费构成  图表28：入境旅游者消费构成 

 

 

 
资料来源：北京市统计局，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北京市统计局，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游客在交通、住宿、餐饮、购物花费占比超8成。分析来京旅游者和境外旅游者在

北京的消费构成，可以看到游客在景区游览上的花费相对有限，而消费的大头主要集

中在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四方面。其中外地来京游客最大的支出项是购物，其次

是餐饮和住宿，而境外游客最大的支出项是以机票为主的交通费用，次之是购物和住

宿。可以推断，环球影城开业后，大批的跨省客源和境外客源涌入，除了带来门票收

入外，对北京当地的餐饮、住宿、零售等方面将带来极大的拉动作用 

历史文化类景区优势显著，主题公园类景区匮乏。目前北京市共有5A级景区8个，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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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级景区64个，以名胜古迹、自然风光和主题博物馆为主，适合亲子休闲度假的场景

较少，其中适合亲子出游的主题公园类型的场景更是非常有限，比较知名的有2006年

开业的华侨城旗下的北京欢乐谷和开业超30年的石景山游乐园。作为一个常驻人口超

2000万，年旅游人次超3亿的超一线城市，北京目前的主题公园行业发展水平很难满足

市场需求，环球影城选址北京正是看到了这一市场空白，也看到了北方地区高端主题

公园匮乏的实际情况。 

图表29：北京5A和4A级景区 

景区 
级

别 
景区 级别 景区 级别 景区 级别 景区 级别 

北京故宫博物院 5A 北海公园 4A 香山公园 4A 云居寺 4A 北京野生动物园 4A 

东城区天坛公园 5A 北京动物园 4A 中央广播电视塔 4A 石花洞 4A 京东大溶洞 4A 

海淀区颐和园 5A 北京海洋馆 4A 紫竹院公园 4A 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4A 景山公园 4A 

八达岭长城-慕田

峪长城旅游区 
5A 

北京延庆百里山水

画廊景区 
4A 

八达岭水关长城景

区 
4A 

北京平谷青龙山旅游

区 
4A 

北京张裕爱菲堡

国际酒庄 
4A 

昌平区明十三陵 5A 首都博物馆 4A 凤凰岭自然风景区 4A 圣莲山旅游度假区 4A 中山公园 4A 

西城区恭王府 5A 陶然亭公园 4A 世界公园 4A 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4A 潭柘寺 4A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5A 北京欢乐谷 4A 南宫旅游景区 4A 北京国际鲜花港 4A 红螺寺 4A 

海淀区圆明园 5A 中国科学技术馆 4A 北宫国家森林公园 4A 居庸关长城 4A 雁栖湖旅游区 4A 

孔庙 4A 中华民族园 4A 世界花卉大观园 4A 银山塔林风景区 4A 北京丫髻山 4A 

北京十渡风景名胜

区 
4A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

园 
4A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 
4A 

小汤山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 
4A 

青龙峡旅游度假

区 
4A 

龙潭公园 4A 中国紫檀博物馆 4A 八大处公园 4A 天龙源温泉家园 4A 黑龙潭旅游区 4A 

明城墙遗址公园 4A 朝阳公园 4A 石景山游乐园 4A 龙脉温泉度假村 4A 中国航空博物馆 4A 

京东石林峡风景区 4A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 4A 蟹岛绿色生态农庄 4A 桃源仙谷自然风景区 4A 金海湖风景区 4A 

什刹海风景区 4A 北京市植物园 4A 戒台寺 4A 温都水城 4A 龙庆峡旅游区 4A 

玉渊潭公园 4A 京东大峡谷旅游区 4A  
 

 
 

  

资料来源：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二）中方控股有利于更好的本土化 

首旅集团根植京城旅游商贸服务行业。首旅集团由北京市国资委100%控股，是以

旅游商贸服务业及相关产业为核心的战略性投资运营集团，构建了集“食、宿、行、

游、购、娱”六大旅游要素于一体的旅游商贸服务产业体系，集团资产规模已超千亿

元，在《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和全国大型旅游集团排名中位居前列。目前，旗下

拥有“首旅酒店”“王府井”“首商股份”“全聚德”四家上市公司。 

 

图表30：首旅集团产业体系及代表公司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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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美国运营模式原封照搬可能导致水土不服。环球影城在北美取得成功后开始向亚

洲复制，日本环球影城最初延续了美国影视主题公园的模式，但“开业效应”过后客

流持续下滑，直到2010年公司对主题公园的游客构成进行了重新定位，主力客群从20

岁的喜欢刺激的年轻客人调整为30多岁家庭为单位的群体，增加园内低龄儿童的游乐

区域，策划了大型主题活动，新建了哈利波特主题区，带动了主题公园客流的逆转。 

国资控股有助于引入中国文化，增强游客认同感。在中方股东的主导下，北京环

球影城一期的中国元素约占35%，中国元素会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在场面设计上，很

多的演出、巡游，包括晚上的烟火。还有视觉方面，包括中国特色的建筑形式，餐饮、

商业等。在直接的游乐项目上，考虑到游乐项目的原创都是在美国，中国文化的融入

会比较少，但未来在影城二期的建设中会有所加强。 

 

（三）带动周边产业链升级，承接景区溢出效应 

环球影城带动周边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为了方便游客便捷的到达环球影城，北京

市在地铁、城际铁路、高速公路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配套工作。目前，直达环球影城

的地铁7号线东延线及八通线南延线已正式开通，终点站“环球影城站”已建设完成。

城际铁路联络线也规划途经此站，未来可在此换乘，直达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影城

园区紧邻京哈高速与东六环路，通州区政府还新建、改造3处立交节点与京哈高速、东

六环路连接，实现高速公路直接进出。 

预计每年接待游客1200-1500万人。对比上海迪士尼（投资55亿美元，占地118公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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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北京环球影城投资65亿美元，占地120公顷，在基础投资上更胜一筹。预计环球

影城开业后的客流接待能力和营收能力不逊于上海迪士尼。上海迪士尼开业以来每年

接待人数在1100-1200万人，考虑北方地区大型主题公园的稀缺性以及知名主题公园带

来的人流聚集效应，预计环球影城开业首年吸引600-700万客流，其后每年接待客流

1200-1500万人。 

直接拉动全市旅游收入提升4-5%。根据腾讯旅游的《旅游消费新升级》报告显示

上海迪士尼人均消费超过2000元（包括上海迪士尼酒店的餐饮），预计环球影城开业后

客单价在2000元/人左右，成熟后每年营业额约250亿至300亿元。2019年北京市实现旅

游总收入6224.6亿元，增长5.1%。环球影城250-300亿的营业额直接拉动北京市旅游收

入增长4%-4.8%，叠加北京市旅游收入每年5%以上的自然增长，2021-2022年北京市旅

游收入增速有望达到8-10%。 

撬动旅游周边产业年增量超过千亿元。环球影城项目为北京地区带来大量人流的

同时，带动当地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运转，使区域经济发展更具活力和竞争力。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分析称，环球影城这类主题公园通常消费辐射半径达5公里左

右，将直接提升周边区域价值，同时也会带动休闲、餐饮、住宿、度假等多种业态的

发展，估算每年带来产值增量超千亿元。 

推动通州区城市化进程，带动周边商业地产价值提升。未来主题公园发展，可在

园外通过商业地产项目的运营，形成迅速聚拢人气的商圈，丰富主题公园之外的购物、

餐饮、民宿等基本消费形态，实现园内、园外消费业态的最佳选择和配置，延长游客

停留时间，形成主题公园城区的概念。随着主题公园的开业以及周边配套设施的完善，

周边土地价值将有大幅提升空间。数据显示，2011年上海迪士尼动工时，川沙地区平

均房价为1.1万元/平方米左右，2020年则上涨至接近3.7万元/平方米。 

 

五、投资建议 

（一）王府井 

首旅集团旗下商贸零售板块龙头。首旅集团持有王府井47.17%的股份，是王府井

的控股股东。王府井是北京历史悠久的商贸零售企业，覆盖百货、购物中心、奥特莱

斯及超市四大主力业态。目前在全国范围共运营 54 家大型综合零售门店，总经营建

筑面积 302.8 万平方米，涉及全国七大经济区域 33 个城市。 

持有国内第八张免税牌照，受益消费回流。2020年6月王府井拿下免税牌照，迅速

搭建免税业务核心团队，集团总裁尚喜平亲任挂帅，全力推进免税业态落地。公司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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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口岸免税店（机场等）、市内免税店、离岛免税店上全力发展，免税的重点区域将在

北京，其次为海南岛离岛免税。此外，公司将积极拓展国家已经允许开设市内免税店

的核心城市市内免税店，比如西安、成都等地。目前，公司在北京口岸（首都机场、

大兴机场）和海南岛的免税业务正在积极推进中，同时在环球影城内布局了市内免税

店。 

环球影城度假区内打造有税和免税结合的商业综合体。今年9月18日，王府井公开

披露在通州环球影城度假区内布局了商业项目，该项目以有税加免税业务为主，打造

奥特莱斯、商业街区等多业态融合的一体化综合体。该目将分阶段开业，预计一期项

目会迎来开业节点。近期国务院在给北京市的批复中提出：优化市内免税店布局，统

筹协调在机场隔离区内为市内免税店设置离境提货点，落实免税店相关政策。环球影

城人流密集，游客构成多样化、国际化，是设置市内免税店的有利位置。 

市内免税政策有望今年落地，盈利能力远超有税零售业务。从年初23部委联合印

发的《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看，市内免税购

物政策的放宽为期不远，将在市内免税店设置、购物人群、购物限额等方面有较大升

级。市内免税店在引导海外消费回流，形成消费内循环上意义重大。参考中免三亚市

内店店超20%的净利率（含批发加回），持有免税牌照，开设市内免税店将大幅提升公

司的盈利能力。 

 

图表31：王府井北京地区门店情况 
门店 地址 面积（万平） 开业时间 物业性质 

北京百货大楼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53-255号 10.6 1955 自有 

北京东安市场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138号 1.1 1998 租赁 

北京长安商场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5号 2.9 1990 自有 

北京双安商场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38号 3.9 1994 自有 

北京右安门王府井购物中心 北京市西城区万博苑 7号楼 2 2015 自有 

北京赛特奥特莱斯 北京市朝阳区香江北路 28 号 4.4 2017 自有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深耕北京零售市场，打造京城国际化消费区域标杆。公司起步于王府井大街北京

百货大楼，目前在北京地区拥有六家门店，包括4家商场、1家购物中心和1家奥特莱斯。

近日国务院《关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

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的批复中提到“支持王府井步行街在营造国际化消费环境和

优质营商环境、打造国际化消费区域等方面先行先试。”公司在王府井大街拥有北京百

货大楼和东安市场两家百货门店，有望获政策优先扶持。王府井大街是外地游客打卡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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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游之地，随着环球影城的开业，公司有望受益于环球影城带来的游客增量。 

 

（二）全聚德 

中华老字号餐饮品牌，承接宴请需求。全聚德是首旅集团旗下餐饮板块龙头，首

旅集团控股48.82%。公司主营业务为餐饮服务及食品加工、销售业务，其中餐饮服务

营收占比约7成。旗下拥有“全聚德”、“仿膳”、“丰泽园”、“四川饭店”等品牌。截止

2019年底公司在北京、上海、杭州、长春等地拥有餐饮门店共计118家，其中全聚德品

牌门店110家。 

布局环球影城，预计每年贡献利润近千万。公司在环球影城城市大道开设有一家

门店，面积在1500平方米，考虑到广大年轻人占消费群体的主流，其装修风格既融入

环球影城的城市大道、主题公园等诸多元素，该店拟将快餐、正餐、外卖、露台等用

餐形式有机结合，打造定位更加年轻化的全聚德门店。假设客单价100元/人，每日进

店2600人，全年营业365天，则年贡献营业收入9500万元，参考行业10%左右的净利率

水平，预计该店年贡献利润约950万。2019年公司扣非后净利润2030万元，其他经营情

况不变的情况下环球影城店有望拉动公司利润提升47%。 

市内门店受益于北京市游客总量的提升。公司在北京拥有约20家门店，部分门店

位于王府井、前门、和平门等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游客打卡必去的地段，环球影城带

来的客流量有望拉动公司业绩增长。 

餐饮、食品双轮驱动，推进食品新产品研发。过去全聚德的包装食品以烤鸭为主，

品种相对单一。今年以来公司正在推动包装食品的升级换代，加快糕点产品、休闲零

食、京味小吃、精品伴手礼及季节性产品的创新营销推广工作。上半年公司推出了定

位民生市场的酱鸭、熏鸭产品和针对年轻化、便捷化的消费市场打造的鸭休闲零食产

品，推动食品销售增长。 

加速线上推广，多角度提升转化率。公司加速新零售布局，为了应对疫情影响，2

月份全聚德北京门店全部上线饿了么、美团线上外卖平台，二季度北京直营门店线上

外卖比一季度增长150%。包装食品方面，尝试通过直播带货等销售新模式，吸引新粉

丝，唤醒已有粉丝，促成购买转化。此外，公司通过线下外摆业务重点打造社群私域

流量，建立了多个社区微信群，微信会员不断增加。 

 

（三）首旅酒店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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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旅集团旗下住宿行业龙头。首旅集团持有首旅酒店60.12%的股权，是首旅酒店

的控股股东。首旅酒店旗下拥有近 20个核心品牌，40 多个产品，覆盖“高端”、“中

高端”、“商旅型”、“休闲度假”、“社交娱乐”全系列的酒店产品，可以全方位满足消

费者在个人商务和旅游休闲中住宿需求。 

产品覆盖高中低档，在高端酒店市场具有明显优势。根据2019年年报，公司在北

京拥有289家门店，公司预定平台实时显示开业261家，包括高端酒店21家（其中五星

级9家，四星级6家），中高端酒店50家，经济型酒店146家和云酒店40家。2018年北京

市共有五星级酒店67家，四星级酒店113家，首旅酒店旗下五星级占比13.4%，四星级

占比5.3%，在高端酒店市场占有较高市场份额。 

环球影城内客房供应不足，大量住宿需求外溢。预计环球影城年接待1200-1500万

人，日均接待3-4万人。参考《上海迪士尼项目对经济社会发展带动效应评估报告》，

迪士尼开园一周年时，乐园接待的外地游客占总接待游客数量的 65%，游客平均在园

时间达到 10 小时，上海全市星级酒店入住率达到 70%。估算北京外地游客占比不低

于50%，园区内两大酒店仅1200间客房，大量的住宿需求向景区外景点溢出，利好北京

市整体酒店市场。 

龙头酒店集团运营管理能力优秀，有望承接更多溢出客流。今年疫情对酒店住宿

行业影响深远，足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游客的消费习惯。龙头酒店公司管理更规范，

在防疫、消杀方面更值得信赖，未来酒店消费向头部集中，行业低端供给出清，连锁

化率提升是长期趋势。首旅如家作为首都知名知名的连锁酒店龙头，有望更多的承接

环球影城开业后的溢出住宿需求。 

 

（四）中青旅 

古北水镇与环球影城形成互补，有望受益流量溢出。古北水镇是依托司马台长城

遗址打造的集观光游览、休闲度假、商务会展、创意文化等旅游业态为一体旅游度假

目的地，与环球影城产品差异化较高。两者作为北京的特色景区，通常会受到外地来

京游客青睐，也会成为旅行社打包旅行线路的重中之选。参考上海迪士尼开业当年东

方明珠客流增速高达16.9%，古北水镇有望受益于环球影城带来的海量客流。 

 

六、风险提示 

存在环球影城延期开业的风险；开业后客流不达预期的风险；疫情反复造成景区

停业，客流锐减的风险；天气原因、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的客流下滑风险。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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