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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neon 进军历史文物 IP 展览领域
“马丘比丘和秘鲁的黄金帝国”

请点击此处观赏“马丘比丘和秘鲁的黄金帝国”特展的精彩影片
•

在秘鲁国家政府和文化部的支持下，Cityneon 与拉科博物馆 (Museo Larco) 及英卡特
拉协会 (Inkaterra Asociación) 达成协议，将与 World Heritage Exhibitions (以下简称
“WHE 公司” ) 共同将“马丘比丘和秘鲁的黄金帝国”这一历史文物展览推向世界。

•

这个 Cityneon 首个历史文物展览包含来自秘鲁拉科博物馆的 228 件独家藏品，并将
实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黄金收藏品带入世界巡展。

•

展览的主线是印加帝国之前的古代文明，重头戏是一件完整无缺的奇穆皇帝 (Chimú
Emperor) 金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 1300 年，即印加帝国扩张之前。

•

该展览将于 2021 年 10 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博卡拉顿艺术博物馆 (Boca Raton Art
Museum) 首次亮相，并将在全球多个城市巡回演出。

•

目标是吸引全球 1200 万到 1500 万的游客

•

这一最新领域的拓展建立在 Cityneon 长久以来提供世界顶级体验能力的基础上，在
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下依旧保持不断进阶，整个集团致力于成为全球最大的体验娱乐
公司之一。

2020 年 12 月 10 日 - 新加坡– Cityneon Holdings（以下简称“ Cityneon”，“公司”
/及其子公司“ Victory Hill Exhibitions”，集团）今天宣布，在秘鲁国家政府和文化部
的支持下，Cityneon 已与拉科博物馆和英卡特拉协会达成协议，将于 2021 年启动全球
首展。聚焦于印加帝国之前的古代文明，拥有来自秘鲁的 200 多件珍稀文物，这场名
为“马丘比丘和秘鲁的黄金帝国”的展览将展出价值约 2.5 亿美元的藏品，并将在世界
各地城市巡回展出。

正式签约仪式已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举行，主要代表来自 Cityneon、拉科博物馆、英
卡特拉协会和 WHE 公司，跨越了从新加坡、秘鲁到美国的地域限制。

Cityneon 与 WHE 公司作为全球独家展览运营商和发起人，其联合推出的 “马丘比丘
和秘鲁的黄金帝国”展览拥有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黄金收藏品。为契合全球新
冠疫情防控措施，该展览还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世界遗产马丘比丘 (World
Heritage Site Machu Picchu) 的虚拟体验环节。 为保护这个宝贵的历史遗迹，其管理方
每年允许不到 100 万旅客进入马丘比丘。 由于全球疫情影响，需把握安全社交距离及
采取相关防疫措施，这一数字已进一步降至 25 万。 Cityneon 很荣幸成为管理方的合
作伙伴，并把古老的秘鲁文化带向世界。

在“马丘比丘和秘鲁的黄金帝国”展览中, 游客们将观赏到秘鲁漫长历史长河中数十
种古老文化变迁的迷人故事, 海勒姆·宾厄姆三世 (Hiram Bingham III) 在 1911 年发现了
马丘比丘，这是美洲最早的文明之一，从查文文化 (Chavín Culture) 开始距今已有 3000
年的历史。

展览的重头戏是一件完整无缺的奇穆皇帝金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 1300 年。奇穆
王国 (Chimú empire) 诞生于秘鲁北部海岸的前莫切 (Moche) 王国，距离印加帝国的扩张
有几个世纪，印加帝国是当时南半球最大的帝国。

奇穆金装的展现形式是一个身着金色礼服的皇帝身躯，代表着地球上的安第斯神，象
征可指引太阳的力量，它将被来自印加地区十多种早期的皇家祖先的金银服饰环绕。

Cityneon 执行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陈益智先生 (Ron Tan) 说:“很荣幸能够得到拉科博物馆
和秘鲁政府的信任，向全世界展示这些珍宝。”我们将凭借专业知识和过往成功经验
严谨客观的展出马丘比丘的珍稀文物，并带给游客规模宏大且精彩绝伦的体验。感谢
能与拉科博物馆, 英卡特拉协会和 WHE 公司这些优秀的合作伙伴共事，并有信心共同
呈现这个振奋人心的展览，讲述生活在这座海拔 7000 英尺的安第斯山脉的古老文化。”

在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下，体验娱乐的选择受限。“马丘比丘和秘鲁的黄金帝国”展览
充分考虑到这一时局情况并作出相应措施。该展览的展出规模超过 1500 平方米，可充
分保证安全社交距离，使游客尽情欣赏这 228 件独家藏品的精美绝伦和巧夺天工。

英卡特拉协会总裁 José Koechlin Von Stein 先生表示:“我们很高兴地宣布与 Cityneon 合
作。他们过往举办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展览的傲人成绩预示着“马丘比丘和秘鲁的黄金
帝国”展览将和他们的过往作品一样引人入胜。我们期待数百万的游客们能够在这个
寓教于乐的展览中了解秘鲁文化史。我们相信 Cityneon 丰富的行业经验将真正让古老
的秘鲁历史文化重现生机。”

拉科博物馆总裁 Andrés Alvarez-Calderón Larco 先生说：“我们为自己丰富的历史文化
感到无比自豪，并相信 Cityneon 是展现古代秘鲁非凡历史的最佳合作伙伴，一起将这
5000 年叹为观止的印加文明和多样性文化带入现代生活。我们迫不及待地希望世界各
地的游客能够近距离观赏这些保存完好的珍稀文物。”

WHE 公司主席兼总裁 Anthony Tann 先生说:“能够成为运营和推广本次展览的全球独家
合作伙伴并展现令人神往的秘鲁文化，我们备感荣幸。”我们的目标是迎接世界各地
大约 1200 万至 1500 万游客参观这个引人入胜的展览。

为了举办本次展览，Cityneon 组建了一支经验丰富的全球团队，他们将凭借专业知识
和行业经验将这些珍贵的历史宝藏呈现世人。Cityneon 子公司胜利山展览公司 (Victory
Hill Exhibitions) 拥有全球最大的好莱坞国际展览公司 (Hollywood Exhibition IPs) 的市场份
额，并将运用其丰富的旅游博物馆艺术品领域的知识产权管理经验共同助力本次展览
的成功展出。

在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好莱坞制片公司建立充分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之后，Cityneon
希望能不断与世界上更多的政府机构合作，以将其历史和文化带往全世界。这次马丘
比丘珍稀文物展览是 Cityneon 对历史文物领域的尝试。当然，这不会是最后一次。请
持续关注并了解更多消息。

关于 Cityneon Holdings
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国际合作伙伴关系，Cityneon 有能力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服务。
城贸控股自 2005 年起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并于 2019 年 2 月被 West
Knighton Limited 私有化。West Knighton Limited 由城贸执行主席兼集团首席执行官陈
益智 (Ron Tan) 和香港资深企业家兼投资者高振顺共同拥有。高振顺是资本市场资深人
士，在众多上市公司持有控股权和董事职位。2019 年 5 月，Cityneon 迎来中信资本成
为其新股东，持有 Cityneon 大约 10% 的股份。中信资本是中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中
信集团的旗下企业，管理着全球 100 多只基金和投资产品，资产规模超过 290 亿美元。
新加坡政府的全球投资商 EDBI 以及专注私募股权投资的新加坡投资机构兰亭资本，分
别于 2019 年 8 月及 10 月向 Cityneon 进行了战略投资，助力 Cityneon 进一步拓展全球
市场。更多详情，请游览 www.cityneongroup.com。

关于 Victory Hill Exhibitions
Cityneon Holdings 旗下子公司 Victory Hill Exhibitions 是一家展览制作公司，致力于创造
吸引游客并具有教育价值的互动展览。凭借 25 年的经验以及与全球领先技术公司的合
作，Victory Hill Exhibitions 能够创造令人惊叹的互动体验，并能够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
调整，来满足每一个独特的需求。

关于拉科博物馆
秘鲁拉科博物馆由秘鲁考古学家拉斐尔·拉科·霍伊尔 (Rafael Larco Hoyle) 于 1926 年
创立，使游客通过观赏约 45,000 件前哥伦布时期的精美艺术品来探索秘鲁 5000 多年的
古代历史。博物馆坐落在一个建于 18 世纪的皇家建筑内，被郁郁葱葱的花园所环绕。
拉科博物馆全面概述了前哥伦布时期的秘鲁发展历史，展示了来自古代秘鲁最非凡的
金银工艺收藏品及著名的情色艺术收藏品，是秘鲁到访客流量最大的景点之一。拉科
博物馆以简单透彻的方式使游客全面解秘鲁的迷人历史，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向公众开

放独特可视藏品的博物馆，在数千种精心分类的考古文物间穿行将成为独一无二的体
验。拉科博物馆的文物被认为是前哥伦布时期世界范围内的艺术象征，近年来，在全
球知名旅游榜单中，如猫途鹰，拉科博物馆已跻身全球前 25 名博物馆和南美最佳博物
馆之列。

关于英卡特拉协会
英卡特拉协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通过生态旅游自筹资金，致力于以科学研究为基础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和当地社区。 英卡特拉协会与国家地理学会，史密森尼学会，
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集团），自然保护国际，康奈尔鸟类学实验室，国际猎鱼协
会，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集团），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哈佛大学，俄勒冈
州立大学，拉莫林国立农业大学，圣马科斯大学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组织均建立了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

关于 WHE 公司
WHE 公司成立于 2020 年，拥有 50 年的制作、推广和设计全球大型展览的经验。 其使
命是成为世界文化体验的领导者，创造出引人入胜和寓教于乐的全球优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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