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春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介
（一类企业）

宜春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经市委、市政府批准，按

照“1+N”国有企业架构组建成立的市属一类国有企业集团，

注册资本 20 亿元。发投集团作为城投公司、国投集团、旅

游集团、交投集团等市属国有企业的母公司以及综合管理和

业务管理的“双中心”，下设综合、城市建设、交通设施建

设、旅游发展、资产经营、金融六大业务板块。近年来,集

团坚持高质量转型发展，通过不断整合资产资源优势、积极

拓宽投融资渠道、探索市场化运作手段、扎实推进重大项目

建设，不断发展成长壮大，并已逐渐成长为总资产超千亿、

年均利润过亿，产业涉及矿产资源、建设开发、装配式建筑、

工程管理咨询、信息化、新能源开发、生态环保、大数据等

多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



宜春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简介
（一类企业）

宜春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是经市委、市政府批

准组建成立的市属一类国有企业集团。公司本部设有党群工

作部、综合管理部等九个职能部门，下辖城投实业公司、袁

州古城运营公司等 4 个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15.49 亿

元，目前，总资产达到 537.28 亿。公司主营业务为城建国

有资产经营、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与房地产开发,土地开

发经营与整理,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农村路网、水网、防

洪、水库、水利、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工程

建设项目、公路桥梁承包,物业管理,建筑装潢、建筑材料销

售;旅游文化产业开发和经营管理、旅游工程项目建设等。



宜春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简介

（一类企业）

宜春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组建于2017年9

月，为市政府授权市国资委履行出资监管职责的市属一类国

有独资集团公司，注册资本金 20 亿元，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目前资产总额 80.05 亿元。集团主要负责国有资产资源、国

有股权投资的经营管理，并根据做强做大国有资本的需要开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活动。集团本部内设综合管理部等 7

个部门，下辖 8 家紧密型全资子公司、8 家参（控）股公司

和 7 家松散型全资子公司。集团自组建运营以来，通过划转、

兼并、重组等模式，大力开展项目投资、产业培育、资本整

合，促进国有资产增值、资源流转、资本增效、产业集聚、

布局优化、发展升级，国有资本迅速做强做优做大，取得可

喜成绩。



宜春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介
（一类企业）

宜春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经市委、市政府批准组建

成立的市属一类国有企业集团。集团本部设有党务人事部、

行政办公室等 8 个职能部门，下辖禅博园运营公司、花博园

运营公司等 8 个全资子公司。集团注册资本 5 亿元，目前，

集团总资产 39.37 亿元。集团主营业务为旅游景区景点开发、

建设和经营管理；旅游酒店、旅行社投资；旅游交通投资；

旅游商品开发和经营；旅游咨询；旅游策划；会展服务；房

地产开发与经营；旅游国有资产经营等。



宜春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介
（一类企业）

宜春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宜春市委、市政府整合地

方金融资源成立的市属一类国有金融企业，注册资本 10 亿

元，是宜春市金融协会会长单位。集团本部共设 9 个职能部

门，下辖 12 家子（孙）公司和 1 家合资公司，现有 81 名员

工，本科以上学历 68 人，占比 85%。集团现持有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等七块“类金融”牌照，经营范围主要包括：发起设

立并管理相关产业引导基金；提供融资租赁、资产管理、商

业保理、供应链等金融服务；对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进行

股权或其他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和咨询服务等。2022

年上半年，集团累计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综合金融支持

21.81 亿元，业务余额 20.77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36319.71

万元，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42.91%，上缴各项税费 2417.42 万

元，同比增长 84.97%。



宜春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介
（一类企业）

宜春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是经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的

市属一类国有企业，注册资本 10 亿元，截止 2022 年 6 月底，

公司总资产 246.94 亿元。公司本部设有党群工作部、人力

资源部、财务管理部等九个职能部门，旗下设有江西创泽建

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宜春市创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宜春

创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等多家子公司。公司主营业务涵盖

工程代建、产业投资、资产运营、国内贸易、汽车租赁、综

合管护等多个领域。



宜春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介
（一类企业）

宜春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经市委、市政府批准组建

成立的市属一类国有企业。集团本部设有党群工作部（人力

资源部）、综合办公室等 9 个职能部门，拥有宜春华海实业

有限公司、江西华捷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等 9 个一级子公司。

集团注册资本 5.5 亿元，截至 2021 年底，总资产达到 542.78

亿元。集团主要负责承建道路交通类政府性投资项目，积极

拓展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一体”，以健全道路交通全产

业链条、资产经营和市场化投资为“三翼”的业务布局。自

主经营了房地产、工程材料贸易、工程设备租赁、混泥土搅

拌站等业务，并参与宜春市新能源、融资保理等项目投资。



宜春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简介
（一类企业）

宜春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注册

资本金 5500 万元，是一家从事锂矿资源整合收储和开发利

用的国有独资企业。公司按照“统一政策、统一管理、统一

开发、统一经营”原则收储经营管理开发锂矿资源，以保障

全市锂电产业长期有效的锂资源供应保障。为进一步强化锂

矿资源整合能力，提升锂电企业服务水平，市委、市政府已

于 2021 年 8 月将宜春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由市属二类企业

升格为一类企业。公司现设有 8 个部室，下辖 5 家全资子公

司、4 家控股公司和 8 家参股公司，并表公司 1 家。

公司主要从事宜春市范围内所有矿产资源的收储、管

理、经营、服务，锂电产业项目建设和产品开发、营销、咨

询及策划，锂电新能源及其他矿产资源产业投资与管理及本

市范围外其他新兴产业的投资、管理、咨询服务。



宜春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简介
（二类企业）

宜春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是经江西省人民政府审

核批准的准金融机构, 由市财政局代表市政府履行出资人

职责的市属二类国有企业。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

注册资本 11.4 亿元人民币，公司下设党群工作部、综合管

理部、财务管理部、风控法务部、资产运营部、担保业务一

部、担保业务二部、担保业务三部、监督检查室等九个内设

机构。目前，公司开展了直接担保、财园信贷通、银担“总

对总”和再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以及招投标、履约、农

民工工资支付、预付款、诉讼财产保全保函等非融资性担保

业务，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公司累计服务各类市场主体超

5000 户，在保余额突破 100 亿元。



宜春市综合交通枢纽营运管理
有限公司简介

（二类企业）

宜春市综合交通枢纽营运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成立，是经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市属二类国有企业，为

公益性企业。公司内设综合管理部、旅客服务部、财务管理

部、物业管理中心、市场营销中心、营运保障中心、监督检

查室等 7 个部门。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目前，公司总

资产 30 亿元。主要职责是负责枢纽旅客服务、物业管理、

安全保障、秩序维护、资产经营、入驻单位协调等。枢纽入

驻单位有宜春市公安局综合交通枢纽分局，宜春市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直属执法大队枢纽中队，袁州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枢纽中队，汽车东站，公交枢纽分公司。



宜春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简介
（二类企业）

宜春公交集团有限公司于 1976 年 8 月成立，是一家以

经营公交客运为主的市属二类国有企业，是江西省城市公共

交通协会理事单位之一。集团现有干部职工 1028 人，内设

党建工作部、综合部等 10 个职能部门，春城通公司等 9 个

子公司。集团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目前，集团总资产 7.16

亿元。集团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城市公共交通，建设工程

施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广告制作，广

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

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日用百

货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住房租赁，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机动车充电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



宜春市保障性住房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简介
（二类企业）

宜春市保障性住房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是经市委、市政府

批准改革重组的市属二类国有企业。公司本部设有党群工作

部（人力资源部）、行政综合部等七个职能部门，下辖宜春

市昌瑞房屋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宜春市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等 5 个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目前资

产总量 27.61 亿元，主营业务为政策性住房（含公共租赁住

房、长租房、直管公房、人才公寓、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限

价商品房等）投资、融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培育和发展住

房租赁市场；房地产开发和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园林

绿化施工、装饰装修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物业管理与服

务；房屋征补与拆迁等。



宜春市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简介
（二类企业）

宜春市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是

宜阳新区管理的市属二类国有企业。公司设有综合办公室、

工程部、党群工作部等 8 个职能部门，下设 9 个全资子公司、

1 个分公司、1 个合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10 亿元人民币。

公司主营业务为城市建设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工程项目

代建、市政园林绿化管理、项目投融资等。自成立以来，代

建了宜春市市政大楼、文化艺术中心、科技之窗等标志性建

筑，并且先后荣获“宜春市优秀房地产开发企业”、“宜春

市十佳诚信房地产开发企业”、“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等称

号；代建项目先后荣获“江西省优质建设工程杜鹃花奖”、

“江西省十佳建筑优秀奖”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