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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招聘企业简介

一、广元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广元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市投发集团）是市委、

市政府为进一步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着力改善我市投融

资环境，加大政府对国有资产的调控、整合力度，于 1999 年组

建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 30 亿元，2021 年 8 月正式更

名为现名。主要履行平台融资、项目投资和国有资产管理三大职

能，现有一级直管子公司 11 个，其中全资 5 个，控股 6 个，二

级子公司 7 个，三级子公司 1 个。截至 2021 年底，净资产 145

亿元，收入 34.4 亿元，利润 4.5 亿元，主体信用评级 AA，是我

市最大的融资平台。

二、四川广元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广元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经广元市政府批准

组建的大型国有企业，按照“四商一平台”发展定位，主要从事

交通运输、物流商贸、文化旅游、投资开发等业务，公司现有员

工 3000 余人，下辖广运集团、市公交公司、市石油公司、凤台

国际酒店、机动车考试检测公司、旅游开发公司、百兆信息技术

公司等，所属分子企业 40 余家，经营驻地遍布三省五地市 12 县

区。交游士林、旅通心境、交旅投资集团邀你共进共享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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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元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元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 5月11日正式

挂牌，是广元市属重点国有企业、广元文化旅游产业优秀骨干企

业，注册资本 5 亿元。同年 8 月，市委、市国资委党委批复成立

中共广元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现下设 12 个党

支部。目前，集团下辖 12 家全资子公司，参股 2 家公司，控股

1 家公司。集团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分为三个集群，一是商业运营。

包括文化创意、广告传媒、电影放映、酒店餐饮、文旅商贸、会

务会展、演艺策划、旅行社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教育培训、景

区（街区、园区、小镇等）运营；二是城市服务。包括城市公园

广场等公共空间、公共资源、公共设施等国有资产管理；三是项

目投资。包括项目策划和规划、文旅和康养项目投资、建设、地

产开发等。

集团成立以来，紧紧围绕广元市委、市政府“三个一、三个

三”兴广战略，肩负“文旅兴市”发展使命，秉承“梦想、活力、

创新、卓越”的企业精神，大力发扬“大干快干实干会干，撸起

袖子加油干，我们要跑步前进！”的奋斗要求，践行“抓实抓快

抓好，做强做优做大，铸造文旅铁军，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奋斗目标，立足于“广元文化旅游品牌建设运营商”的发展定

位，努力搭建“资源整合开发平台、文旅产业投融资平台、品牌

营销推广平台”等三大平台，统筹推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设，

全力助推广元市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广元市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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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龙头企业

四、广元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广元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3 月，注册

资本金 10 亿元，是市委市政府批准设立的涵盖工程建设、投资

开发、矿业建材、康养地产、咨询服务五大业务板块的综合性大

型国有独资企业；集团下设各级子公司 35 家，现有职工 726 人，

总资产 226.46 亿元，AA 级信用等级，拥有咨询服务、房地产开

发、施工、矿业开采、环保等 5 类 33 项资质，是广元城市建设

的投融资平台、建设主体和经营旗舰，是广元建设川陕甘结合部

区域中心城市主力军！集团主要围绕城市建设和工程建设两个全

产业链，开展“EPC 总承包、全过程咨询服务、建材集中采购平

台”三大核心业务；同时，坚持多元化、子公司专业化的原则，

大力推进集团内的资源、业务整合，完成了城市建设和工程建设

两个全产业链的产业闭合，构建了以前期策划咨询、规划设计、

投融资、建设至后期服务运营的完整产业链，为城市建设提供一

揽子解决方案和一站式综合开发运营服务。

集团公司坚定实施“整合扩张、智慧创新、市场化、走出去”

四大发展战略，稳步推进“综合实力倍增、核心竞争力培育、资

产证券化”三大经营计划，朝着“千亿资产、百亿营收、十亿利

税”的目标稳步前行、不断奋进，在投资城市、建设城市、经营

城市、美化城市的火热实践中实现国有企业的价值追求，用实业

实干创造新时代城市美好新生活，大踏步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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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进。

五、广元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元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0 月，是广元

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市级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注册资本

10.95 亿元，现有资产总额 65 亿元，下辖 9 家全资子公司、1 家

控股公司和 5 家参股公司，员工 320 余人。主要从事公路、桥梁、

隧道、港口(码头)、航道和货运枢纽场站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

投融资、建设经营、资本运作、汽车服务、驾驶培训、广告设计

制作、公路工程咨询、砂石开采、建筑材料加工、矿产品及建材

销售等。围绕把广元建成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全国性

综合交通枢纽、四川北向东出桥头堡和成渝地区北向重要门户综

合交通枢纽战略目标，全力实施“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

年见成效”规划，着力构建广元大交通、大枢纽、大物流体系。

力争 3 至 5 年时间把广元创建成中国物流枢纽城市，实现嘉陵江

常态化通航，企业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把集团打造为川东北地区

市场竞争力强、品牌影响力广、社会信誉度高，集交通、物流基

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综合型、现代化企业。

六、广元市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广元市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

是市委市政府实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战略性整合重组市资

博集团、市工贸集团、市粮库三家市属国企而成，注册资本 1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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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发集团下辖一级全资子公司 6 个、一级控股子公司 3 个、

分公司 1 个，二级全资子公司 2 个、二级控股子公司 3 个，参股

企业 6 个。2021 年底，农发集团总资产 12 亿元，员工 400 余人，

党组织 11 个，党员 177 名。

农发集团按照粮油储备经营、农特产品流通、优势特色种养、

农业保障服务、乡村建设发展 5 大业务板块的战略规划，主要从

事初级农产品购销，食用农产品初加工，粮油仓储服务，谷物、

油料豆类种植，农作物栽培服务，土地整治服务，集贸市场管理；

资产租赁管理，规划设计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农林牧

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互联网销售，货物进出口，种畜禽生产、

经营，水产养殖等业务。

七、广元市健康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广元市健康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8 日正式

揭牌成立。主要围绕“药品耗材采购配送、医院后勤服务、中药

材基地建设、健康养老投资、医疗健康信息化”五大产业板块开

展相关业务。始终专注“健康守护工程”推进以及全市医药健康

产业重大项目的实施，大力发展现代医药健康产业，通过一、二、

三全产业链有效搭建，核心产品及高端品牌的打造，建成区域性

有影响力医药大健康一体化的地方龙头企业。

八、四川同圣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同圣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是广元市

政府发起并授权广元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四川能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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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四川能投金鼎产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公司广安爱

众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完全市场化、专业化产业投资平台。

公司注册资本 10 亿元，广元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0%，

四川能投金鼎产融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35%，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

限公司持股 25%。截至 2021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20.4 亿元，累

计实现营业总收入 34.4 亿元，实现净利润累计 1.72 亿元。公司

经营发展质量和效益保持市属国企前列。

公司整体运营参照上市公司标准执行,实行高度市场化的选

人用人、高度市场化的薪酬激励、高度市场化的投资决策。目前

公司内设党委办公室、综合管理部、财务部、融资部、风险管理

部、纪检监察部等 6 个部门；集团现有 31 家子公司涵盖铝基材

料、绿色建材家居、土地整理、数字经济、供应链、绿色产业等

业务板块。

九、广元市供排水（集团）有限公司

广元市供排水（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 1977 年，2012 年 9

月成立为集团公司，注册资金 1.2 亿元，资产总额 5.29 亿元。

公司主要经营自来水生产供应、给排水管道安装维修、水暖器材

销售、直饮水、二次供水、营业房租赁等业务。现有职工 241 人，

下设 13 个部门、2 个分公司（东城经营服务分公司、西城经营

服务分公司）、4 个全资子公司（圣源水业有限公司、嘉源水务

有限公司、信力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上西自来水有限公司）

和 1 个参股子公司（长风建设有限公司），正在筹备成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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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广元市供排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广元市乡村水务有限责

任公司）。公司主要承担中心城区、经开区、宝轮片区和三江新

区等的供水任务，日供水规模达 20 万吨，供水面积约 60 平方公

里，供水主管网 540 余公里，在册用户 17.3 万余户，供水人口

40 余万人。

公司致力于城乡水务领域，以解决城镇供排水及水环境生态

修复为己任，运用先进专业技术为社会提供高品质服务，为缔造

健康生活、美丽环境而奋斗。我们竭诚欢迎有志于城市供水事业

发展，具有团队精神、诚实守信、吃苦耐劳、创新进取、追求卓

越的优秀高校毕业生加入广元市供排水（集团）有限公司！

十、广元市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广元市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

团”）是广元市政府为支持地方中小微企业发展，于 2013 年 3 月

组建的广元唯一一家市属综合金融服务国有企业，集团股东分别

为广元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股权占比 86.22%）、四

川融创助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占比：4.20%）、四川省财政

厅（股权占比：9.58%）。集团注册资本 4.2 亿元，投资并控股广

元市广信农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广元市朝天国信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广元市广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元达信产权交易服

务有限公司、四川国联金信工程担保有限公司和广元创富互联网

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6 家子公司，参股四川国联中亿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建立了集融资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小额贷款、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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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互联网金融、产权交易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着力缓解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助推广元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截至 2021 年底，集团资产总额 13.48 亿元,净资产 5.86 亿

元，累计为我市 3914 户实体经济组织和 7.03 万个人（线上）提

供金融综合服务 329.96 亿元。成立至今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5.6

亿元，利润总额 2.21 亿元，上缴国有资本收益 2961 万元、税费

1.04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