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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亿增资曲江文投

上接

华侨城控股曲江文旅 提振西安旅游业存疑

迂回竞争

本报记者 王金龙 西安报道

部投资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西安曲

在节奏上，小康股份似乎慢一拍。 在
其发布一系列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的同
时， 部分新能源造车新势力已经发布样

前景难料？

品车，进入销售阶段。
2017 年 12 月 16 日， 另一个对标特

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华侨城曾与西安签下 2380 亿
元大单， 彼时外界纷纷猜测其重金
第一城或是曲江。 直到华侨城百亿
增资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江文投”）间
接控股曲江文旅之后，传言成真。
2017 年 12 月 5 日，曲江文旅
公告称，曲江新区管委会收到《西
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华侨城西

的批复》， 同意华侨城西部投资有
限公司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增资
扩股曲江文投成为其控股股东，持
股比例 51％。
2017 年岁末，曲江文旅向《中
国经营报》记者表示，由于华侨城
收购的是控股公司的股份，目前相
应的变更正在进行中，人事也没有
作出调整。

联姻华侨城

曲江文旅手握一手好牌，却没有打好。 高负债的华侨城又能否提振西安旅游业？

塔、 西安城墙等都是名胜古迹。
在上市之初，曾经被外界给予很

CES 国际消费电子展亮相，并于 2018 年年
初正式上市，定价在 20 万元左右。 除前述

多期望，希望曲江文旅可以借助
西安“十三朝古都”的声誉，一跃
成为国内文旅第一股。
“借壳上市至今已有 5 年，
曲 江文旅并没有实现当初的宏

“关于曲江文旅增资扩股的事，
目前已经通过西安国资委的审核，
在经过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完成后，
曲江文旅的实际控制人将由曲江管

跑者， 同时也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
引领者与旅游的示范者， 在全国多
个地方都有华侨城的投资。”上述曲

愿。 ”西安一位私募人士认为，华
侨城控股曲江文旅之后， 会有变
化， 但能否短时间内提升业绩还
是个未知数。

委会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曲江文

华侨城，是外界对“曲江模式”的一

旅方面认为，关于上述收购事宜，变
数不大。

种肯定， 因为华侨城相对于曲江平
台更大，发展模式也更为开放。

对于华侨城与曲江文旅之间
的合作，多位西安受访者认为这与

华侨城近年来在全国各地不断
拟投文化旅游项目， 总投资额接近

现任华侨城掌舵者、原曲江管委会
当家人段先念的力促是分不开的。

万亿元。 2016 年与成都市签订合作
协议， 投资超千亿元打造天回、安

在既往的公开报道中， 段先念
不止一次提及对西安的情怀。“
华侨
城看好西安，西安也看上华侨城；因
为做文化不到西安便无根， 做旅游
不来西安便无魂；西安，是全世界炎
黄子孙的精神家园。 ”
“华侨城与曲江之间的合作是

仁、 黄龙溪三大名镇；2017 年起在
云南投资逾千亿元。除此之外，华侨
城还在京津冀区域布局了多个超百
亿的文旅项目。
多名西安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认为，相对于其他地方，段先念投
资西安显得更有把握，也更有诚意。

早些时候就敲定的， 曲江文旅只不
过是第一步棋，后边还会有第二步、
第三步。 ”一位曲江官员向《中国经
营报》记者表示，曲江在段先念执掌
之前，不过是西安南郊的一片荒地，
即便每亩只有 30 万元，也没有老板
敢接手。

“如果你仔细研究，会发现此次
间接扩股曲江文旅， 华侨城是以现
金的方式完成扩股增资， 而且是控
股曲江文旅母公司曲江文投。 ”西安

段先念履职之后短短数年，曲
江的土地是整个西安市最贵的，投

西咸新区为例，拟建设占地 16.25 平
方公里的沣东华侨城大型文化旅游

资环境也是最好的。 打造出曲江模

综合项目， 预计总投资额达 670 亿

式， 又对西安存有不舍情怀的段先
念，为何要离开？
“华侨城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领

元。 在不久的未来，华侨城或会主导
将多个文旅项目装进曲江文旅的盘
子里。

官员告诉记者， 曲江文旅市值仅 34
亿元，体量比较小。 但华侨城在整个
西安未来投资将超过 2000 亿元。 以

并计划 2018 年上半年开始交付。
除传统车企布局新能源汽车外，小鹏
汽车 1.0 版量产车型于 2017 年 10 月发布，
有消息称其 2.0 版量产车型将在 2018 年

却存有几分疑虑。
曲江文旅的核心资产几乎
都是西安的旅游胜地，例如大雁

华侨城以现金方式扩股增资， 通过控股曲江文旅母公司曲江文
投间接扩股曲江文旅。

江官员认为， 段先念离开曲江掌舵

斯拉的互联网车企——
—蔚来汽车推出了
首款量产样品车 ES8，最低售价 45 万元，

政府官员看好华侨城与曲
江文旅的联姻，一些学者及券商

记者查阅公开资料获悉，
2012 年曲江文旅通过借壳 ST 长
信完成上市。 拥有曲江文旅资产
包括大雁塔景区公司、大明宫管
理公司、城墙公司、唐艺坊公司、
酒店管理公司、曲江旅行社和百
仕通旅行社 100%股权。
在西安当地人看来，这些资
产无论哪一个都可以作为西安
文旅产业的“标签”，口碑与人气
都不错，应该很容易赚钱的。
曲江文旅手握一手好牌，却
没有打好。 上市之后业绩就开始
下滑， 上市之前的 2011 至 2012
年净利润均超过 1 亿元，上市后
每年的利润却不足 1 亿元。
曲江文旅把业绩下滑原因推
到政策影响以及产业结构调整
上。 如 2013 年业绩下滑是因反
“
三公消费”导致高端餐饮业务受
到较大影响；2015 年业绩下滑是
因为在当年唐华宾馆改造停业、
海鲜城停业等。
除了业绩平淡之外，曲江文
旅旗下多个公司长期依赖政府
补贴也备受诟病。 在 2016 年至
2017 年，曲江文旅获得四笔政府

车企， 根据造车新势力企业此前公布的量
产时间表，宣布要在 2018 年实现量产的企
业还有威马汽车、车和家、奇点汽车等。
相比之下， 小康股份的入市计划要落
后至少一年时间。据悉，目前小康股份正处
图为西安古城墙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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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共计 1081 万元的公告。
“被补贴的公司几乎都是西

蓉园、大明宫这些都是在原来的
历史遗址上再建的‘人造景点’，

于三电系统和智能驾驶系统检测验证阶
段；整车造型设计已完成，现已转入车辆设
计阶段。
“
小康股份 2018 年 3 月会有品牌发
布，第三季度末四季初发布样品车，之后会

安旅游必到之处，完全可以自负
盈亏，但为什么政府还要去补贴

商业化开发程度高，但是同样也
没有做起来。 ”一位旅行社负责

经过三个月的试生产，2019 年一季度正式
进入量产销售阶段。 ”孟刚告诉本报记者。

呢，难道只是因为曲江文旅属于
西安国资委控股。 ”一位熟悉曲

人认为， 西安虽然旅游资源丰
富， 但是整体的承接能力差，延

据了解， 小康股份将采取“迂回战
术”，推出全新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后，将先

江系的官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以 2017 年大唐芙蓉园为例，仅一

伸服务不够，所以赚不到钱也是
必然的。

个新春灯会就接纳游客超过 100
万人， 在 2017 年 9 月底之前，入
园游客就超过 220 万人。 按每张

两个月前， 中国社科院发布
《中国城市旅游品牌发展指数报
告》，旅游资源富集的西安排名第

在美国市场进行推广进而回归中国市场。
业内人士认为，新能源造车新兴品牌
将在 2018 年集中爆发。“
一年后市场将会

票 120 元计算， 大唐芙蓉园仅门

十，与其相邻的成都排名第五，后

票收入就超过 2.6 亿元。
受访的曲江系人士并不认同

者国内旅游收入近乎前者 2 倍。
因此， 西安旅游产业的发展空间

化阶段。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
磊表示：市场与消费者的需求相比，产品
较少，同质化突出。 未来取悦市场的是更
能够符合广大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上述算法。“曲江文旅的资产看
似都是西安名胜古迹，噱头十足，

很大，谁来做，能不能做好，这些
都需要时间验证。

届时与已经入市的产品相比， 时间
差是否会导致小康股份面临市场机遇被

但是运营起来并不简单。 ”
曲江文旅旗下某核心资产一

“缩水”的窘境？ 孟刚表示，新能源汽车是
创新市场需求机会的产物， 核心是新能

位高层向记者表示，文物景点虽
然很容易揽客，但是有时候也会
遇到一些政策障碍。 例如，城墙
公司所运营的西安城墙，是当地

相对于西安文旅产业能不能
得到提升的话题， 评论家岳路平
更关心华侨城投资西安的钱从何
而来：依照华侨城 2016 年年报显
示， 其资产负债率已经上升至
67.12%， 超过房地产行业 64%和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商业化运
营的同时要注重对文物的保护，
商业化开发空间很小。
这种说法遭到了多位受 访
者质疑。“西安城墙只是曲江文

旅游行业 36%的负债水平。 华侨
城 2015 年末总资产才过千亿元，
时至今日市值不过 400 亿元。
华侨城与西安曲江之间的联
姻是否能够提振西安的旅游业，

“消费者对市场上新能源车的满意
度不够，国内缺少高端自主品牌，大家想

旅资产中的一小部分，像大唐芙

尚待时间考验。

进行筛选，行业开始进入实质性的产品优

源汽车产品本身，要具有市场竞争力，而
不是在于推出车型时间的早晚。 小康股
份的核心竞争力是“三电”系统和智能驾
驶技术。

买高品质的车只能买进口品牌， 诸如特
斯拉等，但很贵。 ”孟刚说：“对消费者来
说， 小康股份的产品 2019 年入市后，会
多一个比较，是个好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