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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二十大·奋进新征程

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陕旅
集团党委高度重视、认真安排，组织

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收听收看大会盛况，集
团媒体矩阵连续发布多篇文章进行宣传学习，

并利用多种形式在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中开展学习活动，
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热潮。10月 25日，集团召开党委（扩大）

会，传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精神，同时进行了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扩大）会，专题学习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会议要
求，系统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
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周
密部署，统筹开展全方位、
多角度宣传和宣讲活动，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
来，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
奋进姿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
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党的二十大报告，科学审视当今世界
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战略谋划，对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
了全面部署，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报告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的优秀作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文化产业
体系和市场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坚持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为我们奋进
中国式现代化、谱写文化产业新篇章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
行动指南。

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党的
二十大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立足行业、深耕行业，为人民群
众提供更加高品质的文化和旅游产品、服务，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过去的十年，陕旅集团作为陕西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引领者，
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责任和使命，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发掘和用好丰富文化资源”的重要指示，坚定
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赓续发展、传承升华。十年来，集团
以“文化 +”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在文化演艺创作、文化产
业园区建设管理等多领域积极探索，先后输出了《延安保育院》
《红色娘子军》《延安十三年》《丝路之声》等全新文旅演艺
作品，培育了白鹿原影视城、圣地河谷·金延安、丝路欢乐世
界等一批行业领先的品牌和项目；积极推进文旅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创新发展旅游消费“数字经济”“夜经济”，打造
了多个国家级和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以数字化转
型为战略建设数字产业平台，构建陕旅数字生态圈，推出以“夜
谭·白鹿原”为代表的一批数字体验文旅产品，旅游业态不断
丰富、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品内容不断升级，持续以高质量
文旅赋能人民美好生活，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使命开启新征程。未来，陕旅集团
将心怀“国之大者”、厚植人民情怀，继续推动文化产业和文
化产品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与金融、文化与
科技、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深入挖掘旅游目的地历史和文化
元素，通过科技手段进行多元化应用，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
解读，将三秦大地优秀的传统文化、黄土文化、丝路文化等通
过景区、演艺等载体更加生动地传递给人民群众，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奋力谱写陕西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自信自强。10月 16日上午，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和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关于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

正案）》的决议，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

的大会。

勇毅前行向未来
踔厉奋发谱华章 



党的二十大举世瞩目、影响深远，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10 月 16 日，陕旅集

团提前部署、认真安排，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职工

收听收看大会盛况，以饱满的热情汲取精神伟力。

10 月 25 日，陕旅集团党委召开理论中心组学习

会议，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

对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作出部署，要求集团系统各

级党组织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快速行

动起来，掀起学习热潮，扎实推动党的二十大精

神在文旅行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连日来，集团系统各级党组织采取集中学习、

专题讲座、撰写心得体会等方式，持续掀起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党的二十大报

告迅速在集团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中引发强烈反响。

通过学习，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

任务和工作重心，推动学习贯彻不断走深走实。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指示，坚

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三秦

大地生根开花、赓续发展、传承升华。

图解党的二十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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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旅集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奋力开创新时代文化和旅游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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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系统各级党组织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集团系统各级党组织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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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旅集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奋力开创新时代文化和旅游工作新局面

专题  SPECIAL TOPIC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使命开启新征程。

下一步，陕旅集团将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中

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热潮，全

面做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立足发展实际，大

力推动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强企业

核心竞争力，持续为人民美好生活赋能，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贡献陕旅力量。

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  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陕旅力量
陕西旅游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周  冰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出相关部署，对于广大文旅工作者来说既是巨大的鼓舞也是有力的鞭策。旅游是人

民精神文化需求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旅游业要时刻围绕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目标布局发展。我们将继续深入挖掘旅游目的地历史和文化元素，

通过科技手段进行多元化应用，将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解读，比如，对陕西文化、黄土文化、丝路文化等进行挖掘，通过景区、演艺等载体更加生

动地传递给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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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旅集团与农发行陕西省分行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0 月 14 日，陕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冰会见农发行
陕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邹菊方一行。集团总经理任公正、
副总经理赵月望、王汉琳等陪同会见并举行战略签约仪式。

会上，周冰对邹菊方一行表示欢迎。他表示，本次签约
仪式是双方战略合作的进一步加深，农发行以自身政策优势，
对文旅企业实施精准支持，极大促进了陕西省文旅行业的转
型发展，彰显了农发行“当先导，补短板，逆周期”的职能
作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旅游业在坚守中寻求发展，在困
境中积极突围。希望农发行一如既往地支持陕旅集团，坚持
对文旅产业的高质投放，做服务稳经济大盘的金融“主力
军”。邹菊方表示，农发行党委高度重视金融支持陕西省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聚焦服务守住基本盘、稳住经济大盘，
全力做好政策性金融服务。下一步，农发行将与陕旅集团
展开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以政策性金融助力文旅产业扬
帆远航，为陕西省万亿级文旅产业的发展作出一份贡献。

赵月望代表陕旅集团与农发行陕西省分行副行长史
斌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周冰、任公正、王汉琳与邹
菊方、周春锋、任玲见证签约。

4 INFORMATION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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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报

伴随着喜迎二十大的热烈氛围，“中国
红”成为了激扬爱国情怀的底色。陕旅金延
安、白鹿原影视城、诸葛古镇、周原等景区
里红绸天幕、夜灯璀璨，少华山上层林尽染
的枫叶红与中国红竞相争艳，壶口景区的金
色瀑布与巨幅红旗描绘出大河滔滔的雄浑壮
美，妆点出与国同庆的浓厚氛围。

景区红色文化活动同样精彩不断。华清
宫《江山如画》
交响音乐会将
不同类型的音
乐作品，结合
九龙湖舞台舞

美技术，让观众在真山真水真历史间感受山
河盛世的豪迈壮阔。音乐会首播观看人数达
98.7 万人次，获得了中省多家头部媒体聚焦
报道，景区“大声说出我爱你”等红色文化
活动也吸引到大批游客参与。在周原、诸葛
古镇、金延安、三亚丝路欢乐世界等景区，
红歌游园会、红色文化打卡墙、“同唱一首
歌”快闪、“少年中国强”表演等红色文化
活动，以欢乐有趣的互动形式与市民游客共
庆山河锦绣。《二虎守长安》《铁道游击战》
《红色娘子军》等红色演艺剧目备受游客追
捧，精彩的演出让爱国主义情怀在游客心中
悄然高涨。

此次黄金周，陕旅各景区融合项目特色，
聚焦潮流、非遗、民俗等文化元素，强化跨
界与融合，以多种欢乐玩法重塑文旅体验。
假期首日，“白鹿乐鸣”国庆线上音乐会震
撼开演，乐手们身着古风服饰，用传统民乐
重新演绎电音及流行歌曲，以“民乐+旅游”
的创意融合方式，让传统文化走向更广阔的
舞台。演出在 20 余家中省媒体同步线上播
出，全网曝光量超过 5600 万次，得到了高
度关注和广泛传播。

在周原景区，周代迎宾礼、周礼乐舞等
周文化民俗活动，让游客在轻松游园的氛围

疫情影响之下，城市新休闲、人间烟
火气成为人们对美好生活新的向往。这个假
期，露营依旧是最热门的选择，黄金周期间，
LUMMO营地以丰富的“露营 +”业态，为
亲子家庭提供田园劳作、丛林探索、风筝彩
绘、DIY 改造等项目，让露营体验更有新意
和吸引力。

当夜幕降临，白鹿原影视城的游客们
穿行在“夜谭·白鹿原”旖旎的山谷中，可
以身临其境地欣赏光影织就的奇幻景象和传
奇故事。在四海唐人街，街头艺术节汇集了
环境式舞剧《唯爱“俑”恒》、沉浸式主题

今年国庆，受阴雨天气和疫情散发影响，旅游市场呈现出“局部寒潮来袭、市场部分回暖”
的景象，面对复杂的市场现状，陕旅各文旅景区和商业板块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和安全措施
的基础上，坚守赋能人民美好生活的初心，用一个个精彩的陕旅时刻绽放文旅魅力、定格文
旅欢乐。

红墙黛瓦飞檐角，灯火阑珊庆华诞。10月 1日晚，央视《中国梦·祖国颂——

2022国庆特别节目》的镜头聚焦陕旅华清宫景区，一幅“江山如画”的音乐长卷徐

徐展开，也拉开了陕旅迎华诞、庆佳节的欢乐序幕。国庆期间，陕旅各景区通过深

挖文化内涵、融入创新思维，推出了一系列高质量文旅产品，吸引到众多游客以及

央视等多媒体平台的持续聚焦。

省国资委党委书记
任国调研陕旅集团

省纪委监委调研组一行
调研陕旅集团

10 月 18 日，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任国到陕旅集团调研。陕
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冰，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任公正参
加调研。

任国听取了陕旅集团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陕旅集团近年
来围绕旅游主业，实现了多元发展，打造了《长恨歌》等陕西旅
游的名片产品，同时积极承担省级重大文旅项目建设任务，发挥
行业引领支撑作用，对我省文旅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强调，
陕旅集团作为我省万亿级文旅产业的引领企业，下一步要积极整合
资源，健全数字文化旅游产业体系，创新业态、创新模式，聚力打
造适应新时代的精品文旅产品；要坚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各
类业态蓬勃发展；要加强产融结合，优化资产和债务结构，通过投资
融资、产业培育和资本运作等方式，进一步优化布局结构，提升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效益；要深化内部改革，进一步优化集团管控，提升管
理效能，不断释放企业活力；要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好基层党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党建与业务融合，确保年度各
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省国资委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陕旅集团班子成员
及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座谈会。

10 月 18 日，省监委委员张永祥率省纪委监委调研组一行来到陕旅
集团，专题调研集团纪委（监察专员办）日常履职和干部队伍情况并
召开座谈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冰，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任公
正等陪同调研。

张永祥对陕旅集团党风廉政建设和纪检监察工作取得的成效表示
充分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做实
政治监督。二是要聚焦主责主业，提升监督效能。三是要强化自身建
设，严格干部管理。调研组还仔细查看了纪检监察工作有关资料，与
集团党委部分班子成员、中层干部、二级企业负责人和纪检监察干
部进行了个别谈话。

近日，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首
批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陕旅
集团华清宫、白鹿原影视城景区顺利入选，
对我省夜间文化和旅游经济的蓬勃发展起到
了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近日，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陕
西省总工会、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省妇
联共同主办的 2022 年全省星级饭店从业人
员服务技能竞赛暨全国竞赛选拔赛在西安
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陕旅集团西安
宾馆、唐城宾馆、东方大酒店、奥罗国际
大酒店取得优异成绩，斩获多项殊荣。

近日，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公示了
2022年度西安智慧景区和智慧旅行社名单，
陕旅集团白鹿原影视城景区荣获 2022 年度
西安智慧景区。

点亮“中国红”与国同庆氛围浓

创意新文旅 民俗潮流欢乐多

中真切感受周
礼之美、民俗
之乐。华清宫、
诸葛古镇、泰
山秀城、少华
山、金延安等
景区纷纷推出了唐文化知识问答、“投壶”
等游戏，傩艺表演、吹糖人、做糖画、捏面
人等非遗展演，展现潮流风尚的跑跑卡丁车
赛，以红叶为元素的绘画创作和诗会，以及
特色腰鼓演出等，以多元文化内涵和丰富的
活动形式不断刷新游客的欢乐体验。

城市新生活 露营夜游烟火气

音乐秀《四
海· 青春演
奏曲》、“寻
思声韵国乐
表演”等多
台剧目，为市民游客提供全天候艺术享受，
夜间演出结合街区娱乐、购物、美食、酒店
等多元业态，助燃城市烟火气。西安唐乐宫
古韵悠然的“唐宫夜宴”在假期持续火爆，
高度还原唐代乐舞的《大唐女皇》演出和独
具特色的“饺子宴”“陕西风味宴”让八方
来客赞叹不已。

国庆假期，在与游客共享欢乐的同时，陕旅高度重视安全服务工作，围绕常态化疫情防控、
推进文明旅游、做好优质服务、保障旅游安全等方面，进行了重点部署和安排，以精细化、高品
质的旅游接待服务，让广大游客度过了一个安心舒适的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