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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OCUS NEWS 要闻

《延安保育院》荣获第九届
     陕西省艺术节“文华奖”

近日，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组委会公布了第九届陕
西省艺术节获奖名单，陕旅旗下大型红色历史舞台剧《延
安保育院》荣获“文华剧目奖”。《延安保育院》凭
借丰厚的历史底蕴、深刻的精神内涵、精湛的舞台艺
术以及优质的品牌形象，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剧目自
2011 年首演至今，已累计演出 3800 余场，接待游客
210 万人次。

近日，首家十四运会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在陕西体育宾
馆正式开业。十四运会组委会新闻宣传部和市场开发部驻会
领导，陕旅旗下体育集团负责人等，共同为首家官方特许商
品零售店揭幕。

首家十四运会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首批上架产品 40 余
款，品类丰富、设计多元，涵盖商务礼品、办公文具、首饰配饰、
箱包帽子、金属徽章等。十四运会特许商品的研发设计秉承“讲
好十四运会故事、传递陕西时代风貌”理念，立足陕西璀璨
的传统文化、伟大的革命圣地精神、蓬勃的现代朝气与开放

的心怀与胸襟，对传统体育文化加以提炼，对民族体育精神进行萃取，融入全新创意与时代风尚，围绕“全
民共享”的市场定位，致力于通过特许商品让百姓共享这一国内最高规格的体育盛会。

1 月 19 日，陕旅集团 2021 年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总
经理任公正出席会议并讲话，总会计师余民虎主持会议。总部
各部室、集团重点单位主要负责人现场参加会议，其他企业通
过“掌上陕旅”同步观看会议直播。

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传达学习了省国资委对落实安全生产工作的最新要求，通
报了集团系统 2020 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并部署 2021 年重点任
务。任公正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抓好安全
生产、确保安全稳定责任重大。他要求，安全管理人员要提高
站位，充分把握当前安全生产、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强化疫情防控举措，做好日常及春节
期间防疫工作，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强化应急值守，扣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

陕旅太华旅游索道票务部荣获

近日，陕旅旗下太华旅游索道公司票务部被团省委授予“陕西
省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太华索道票务部是直接面向游客的一线窗
口岗位，自 2013 年成立以来，平均每年为 241 万游客提供文明服务，
累计服务游客 1445 万余人次，其中咨询引导 1150 万余人次，扶
老携幼、助残圆梦登顶华山达 400 余次。票务部始终坚持把创建“青
年文明号”活动作为凝聚青年、团结青年、带领青年建功立业的
有效形式，结合工作实际不断推动华山旅游品牌形象提升。

  面试

通过初选的演员将会在初试截止一周内收到面试邀请邮件，包含
具体面试地点，时间和内容，请及时查收。

线上初选

1 声乐：一分钟以内自我介绍 + 带伴奏演唱一首音乐剧歌曲

2 舞蹈：一分钟现代 / 流行舞 + 一分钟中国古典舞

3 中文简历（最好附英文版）

4 正面半身照一张

以上资料请发送至邮箱：sosrauditions@qq.com
邮件标题：《丝路之声》+ 面试角色 + 姓名

十四运会首家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正式开业

陕旅集团召开 2021 年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陕旅集团荣获
  第五届“龙雀奖” 

1 月 20 日，第五届中国文旅大消费年度峰会暨“龙
雀奖”颁奖盛典在上海启幕。陕旅集团被评为“2020 年
度最佳省级文旅集团”，旗下骏途网被评为“2020 年度
最具创新力数字文旅集团”。“龙雀奖”是文旅行业最
具影响力的专业奖项之一，陕旅集团凭借数字文旅层面
的突出表现，与腾讯文旅、钉钉、中国联通等国内知名
企业一同获奖。

王晓亮率队赴平凉市调研
1 月 13 日，陕旅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王晓亮率队赴平凉市调研，与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平凉市委书记郭

承录，平凉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奋彦就崆峒山景区项目投资合作事宜座谈交流。 
郭承录代表平凉市委市政府对王晓亮一行表示欢迎，对陕旅集团长期以来的发展表示认可。他指出，当前正

处于双方合作发展的关键时期，要以战略眼光谋划、以超高水平运营，加快崆峒山景区开发建设步伐，谋求长远发展，
实现地企互利共赢。王奋彦高度肯定了陕旅集团经营管理团队的工作实绩，再次表明了平凉市与陕旅集团合作的
诚意与决心。他表示，平凉市委市政府将针对景区经营发展和项目建设中的问题加强协调、积极解决，持续深化
与陕旅集团的合作。王晓亮代表陕旅集团就推进崆峒山项目合作与景区发展、企业纪检工作等进行深入交流。他
表示，陕旅集团将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支持崆峒山景区发展建设，为平凉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荣誉喜讯

“陕西省青年文明号”称号



3解密 DECIPHERING

中金旅板块是陕旅集团专业性的文化旅游金融板块，涵
盖私募股权基金投资、资产并购重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财务咨询、商业管理等业务。承担了陕旅集团对全国优质旅
游景区和文旅资源进行投资规划、运营管理、旅游金融及旅
游人才培育等的重要职能，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有效助力。

中金旅所管理的陕西旅游产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陕
旅基金”）通过参与圣地河谷 • 金延安、陕煤债转股、陕
建债转股、品质西安等子基金的形式，成功撬动保险资金、
券商资管计划、银行理财计划等社会资本 440 亿元，并直接
投资了圣地河谷 • 金延安、白鹿原影视城、大荔同州湖、
竹林畔滑雪场、佛坪万禾秦岭瑞士小镇、宁夏沙坡头水镇、
北京新旅界传媒等多个文旅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同时，陕旅国开基金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参与管理了继
“陕旅基金”之后的第二支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西安旅游发
展基金”，基金规模 5 亿元。另外苏陕演艺基金、铜川文旅
发展基金、威海文旅产业基金等跨地域文旅产业基金也在落
地当中。公司成为陕西省首个管理规模突破百亿的私募基金
管理人，并获得第二届中国文旅产业年会“年度最具实力政
府文旅基金管理平台”、2019 年度中国经济年度峰会“中国
私募基金影响力品牌 100 强”等多个奖项。

中金旅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更承担起了
省政府赋予的旅游基金重在帮扶、引领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
行业社会责任。

诞生于 2014 年
陕西首只旅游产业基金

在陕旅集团，有一支朝气蓬勃、务实精干的年轻队伍。
这支队伍中共党员过半，本科及以上学历者超九成，具备海
外留学经历者有 20%。这支队伍不仅继承了陕旅人 20 年来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宝贵精神，而且具有新生代忠于梦想、
真抓实干的特质，他们就是中金旅团队。

时光上溯到 6 年前，2014 年 9 月 5 日，省政府“关于
我省旅游业发展有关问题的第 104 次专项会议”召开。会议
纪要明确要求陕旅集团牵头，以 5 亿元政府拨款为种子基金，
发起成立——“陕旅基金”。同年 12 月，陕旅集团和国家开
发银行陕西分行等签署了《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确立了加
强合作、支持陕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合伙设立陕西旅游产业
基金的合作框架。中金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载起运作陕西首
只旅游产业基金以及搭建陕旅集团金融平台的历史使命。

2015 年 5 月 27 日，陕西国开旅游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公司正式成立，并于同年 7 月 17 日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成为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

那时的中金旅，员工人数不超过两位数，平均年龄不足
30 岁。虽然一切从零做起，但团队凭借陕旅集团十余年文旅
项目运作能力及深耕文旅行业的成功经验，作为一支具有证
券、银行、金融背景的高素质队伍高点起步。公司组建的高

□ 阳朔如意峰索道项目
索道全长 2200 米，高差 305 米，总投资约 1.5 亿元。由陕西

国开基金公司设立阳朔如意峰骏景私募基金，对项目企业进行股
权投资。

投资金额 3,600,000 元

□ 白鹿原影视城项目
白鹿原影视城是以我国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长篇巨著《白鹿

原》为蓝本，在原址基础上建造的以影视拍摄服务为主，兼具观
光旅游、文化娱乐、休闲度假等功能的综合性旅游区。景区占地
70 万平方米，陕旅基金对项目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用于项目一期
运营及二期建设。

投资金额 95,000,000 元

□ 西安恒大童世界项目

西安恒大童世界是专为少年儿童打造的全室内、全天候、全
季节世界顶级童话神话主题公园。立足华夏文明，以中国历史名著、
神话传说及世界经典童话为背景，采用全球顶级游乐设施设备及
技术，缔造无限欢乐的奇幻童世界。项目总占地 1200 亩，总投资
约 50 亿元，规划建设期 3—5 年，预计 2022 年正式开业

              投资金额 70,000,000 元

管团队，拥有多年基金管理经验，熟悉金融市场环境，并与
多家金融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公司依托陕旅集团省级
旅游国企平台，致力于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并投资于符合国
家行业发展政策、具有较大市场发展空间的项目主体，引导
社会投资趋向，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并为投资者创造收益。天时、地利、人和皆在，使中
金旅的发展之路越发平坦、宽阔。

产业化发展“两板斧”
1. 以旅游为根本

一方面公司积极响应行业主管部门的号召，在“着力实现
体制机制突破，推动旅游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导向下，通过从
公开资本市场募集资金，有效解决项目资本金问题，发挥金融
杠杆作用，撬动银行信贷等多渠道融资，在战略、资金、产品、
营销、管理五大领域为旅游景区赋能。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当
前旅游项目因缺乏统筹运作而导致落地性不强的问题，公司打
通各环节之间的专业壁垒，强化项目的落地能力。为此，以投
研立项、战略定位、策划规划、产业运营等专项业务单元，为
地方政府和投资方提供全链条、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2. 以金融为工具

在 20 年深耕文旅行业的历程中，陕旅人发现由于存在
信息不对称和专业壁垒，资源方和资本方的低效率匹配成为
常态。针对于此，“陕旅基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助力资
源方和资本方达到高度匹配。同时，“陕旅基金”充分发挥
省政府引导优势，打好金融工具的组合拳，为新项目、新产
品的开发提供资本支持，助力旅游本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未来发展
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带动

作用。加快旅游业发展，是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和产业结
构调整的必然要求。

依托陕旅集团多年来在项目运作和管理方面积累的丰富
经验，陕西旅游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投资旅游演艺、体育旅游、
乡村旅游、特色小镇、游学等领域，并在健全风控体系、市
场化征集项目、产学研结合、团队建设等方面发力，继续发
挥产业基金的引导示范作用和杠杆放大效应，积极拓展融资
规模，对接资本前沿，创新业务模式，以市场化手段和专业
化运作促进社会资本投资旅游业，立足西安、面向全国，尽
早落成包括铜川旅游产业基金、威海旅游产业基金、苏陕大
运河产业基金等众多旅游产业基金，塑造陕西旅游发展基金
品牌，真正实现陕西旅游产业做大做强。

与此同时，陕旅基金板块也将跟随陕旅集团向投资型、
科技型企业转型的大方向，加大在旅游大健康、康养、高新
科技、航天、先进制造业的布局，力争在不远的将来，投资
出一批优秀的上市公司。

□ 圣地河谷·金延安项目
项目占地 14 平方公里，总投资预计 100 亿元。一期已经建成

并运营。由陕西国开基金公司担任一般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投

资于项目建设。

投资金额 330,000,000 元

“陕旅基金”搭建资金平台 撬动社会资本
从 4 亿到 464 亿，仅 5 年 

中金旅自 2015 年成立以来，经过近五年的积极探索和快速发展，拥有下属子

公司 12家。中金旅板块先后获得 2个私募股权基金牌照、1个融资担保业务牌照

和 1个融资租赁业务牌照。旗下陕西国开旅游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累计发起设立

基金类产品 14个，累计基金投资项目 31个，基金管理规模已由最初的 4亿元的种

子基金，发展成为 464亿多元的管理规模 , 成为陕西省及西安市两大旅游产业基

金的管理人，切实有效地推动了我省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本期推介：  华山西峰观光大索道、壶口瀑布、诸葛古镇、《红色娘子军》、陕体集团

4 INFORMATION 资讯

作为陕西文旅产业的领军者，陕旅集团始终秉承“深度挖掘历史文化，打造精品项目”的理念，将陕西独

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蕴于多元的产业布局与形式中，深入践行文旅融合，打造文旅标杆项目，实现了省

内“王”字型产业布局和海南、广西、四川等地的项目落地，旗下景区、演艺、旅游服务等一批项目建设颇有成效，

优势显著、特色鲜明，缤纷亮点汇集成一幅幅属于陕旅的锦绣画卷。

文旅亮点绘就锦绣画卷留影陕旅
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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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第一条技术参数创“五个之最”的客运索道 

  索道界首个中省摄影家协会联合授牌的采风创作基地

华山西峰观光大索道 世界上唯一一条利用崖壁开凿硐室作为站房的客运索道

  第十四届全运会官方网络旗舰店运营主体

  陕西国际体育之窗 — 第十四届全运会赛事指挥和新闻媒体中心

  2020“i 奔跑”荧火主题夜跑 — 国内首个 4 城同发、5G 直播的夜跑赛事

“一带一路”陕西中国台协杯 · 陕旅集团 2020 全国斯诺克团体锦标赛—2020

  我要上全运“陕体杯”2020 年陕西网球公开赛 — 陕西省影响力最大、

  陕西奥体体育技术标准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 目前西北地区唯一一家具有

陕体集团 第十四届全运会特许运营商

  世界上唯一的旱地行船原创地

《黄河大合唱》— 黄河沿岸唯一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

《黄河之水天上来》— 全球首创以黄河为主题的“弧幕 3D 动感”电影

  壶口直升机低空旅游 — 黄河沿线唯一可从空中观赏壮美壶口的旅游服务项目

壶口瀑布 世界上唯一的金黄色大瀑布

米可升降全色透视 LED 冰屏         

  陕南最大的汉服文化体验旅游目的地

  全国唯一一座由皇帝下召修建的官祠武侯祠

《出师表》— 中国首部大型全景开合剧场奇幻三国秀

  金鹰奖最佳导演奖获得者金铁木，国家五个一工程奖                                                                                                                               

  50 亩实景山体配置 1800 平方米万泉河水面、模块化

  全息投影、激光点亮、裸眼 3D、三维爆破、280 平方

诸葛古镇 全国唯一一座展示诸葛主题文化的景区

《红色娘子军》
真实再现红色娘子军
“为海南解放而战”的故事

获得者程池

可移动舞台、大型可移动观众座席

  全世界唯一一株古旱莲

  诸葛古镇·青舍客栈 — 陕南最美民宿

年国内最高规格斯诺克团体赛事、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国性斯诺克团体赛事

水平最高、奖金最高的网球赛事   

有体育标准检测资质的专业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