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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料来源，故此本资料册内文为简体
资料截至 2018 年 4 月

序言

邱騰華 
香港特別行政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國家提出「一帶一路」建設，備受國際重視，特區政府亦
以此為香港經貿發展和對外工作的重點，其中一項工作是
全方位推動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能切實參與「一帶一路」
建設工作，尤其是讓特區的企業和專業人士與國有企業攜
手合作，共拓「一帶一路」機遇。

我很高興本年二月三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的「國家所
需香港所長 － 共拓一帶一路策略機遇」論壇得到中央政府
的高度重視，中央部委，特別是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
委員會的大力支持，以及香港和內地企業的踴躍參與。這
反映特區與內地在企業層面上的合作將大有可為，亦充分
顯示香港在國家發展及「一帶一路」建設工作中擔當了獨
特而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希望這本小冊子能有助內地國有企業與香港商界進一步
聯繫，建立策略伙伴關係，延續論壇的寶貴成果，繼續發
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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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供应链金融联盟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徐艳滨 “一带一路”供应链金融联盟副秘书长

86-10-61988585
xuyb5418@163.com
http://www.capdf.org.cn/a/tourongzilianmeng/ 
_yidaiyilu_gongyinglianjinrong/2017/0412/4039.html

业务范围 :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金融服务

“ 一带一路”供应链金融联盟，是在2017年3月17日由中国
开发性金融促进会、安联保险集团共同主办的“国际金融
合作研讨会”上发起、成立的，由民生银行、华兴银行、
巴基斯坦哈比银行、中国中车、中国中铁、中国葛洲坝集
团、奇瑞控股、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北京阿尔山金
融科技公司等40余家金融机构和核心企业成为创始成员，
安联保险集团参与了联盟的成立。联盟将致力于运用金融
科技和互联网经济，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贸易投资
提供金融解决方案，在产业链合作、国际结算与支付、中
小企业融资、国际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中土集团资产分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郑斌 中土集团资产分公司市场研发部副部长

15201409966
zhengbin02@ccecc.com.cn
http://www.ccecc.com.cn/

业务范围 :	运输及物流基建（航空、海运、铁路、公路等）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投资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分公司（中土资产）于
2017年5月18日揭牌成立，共设“四部一室”，分别为市场
研发部、资产运营部、风控管理部、财务融资部及综合办
公室。

中土资产的设立是贯彻股份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践
行集团公司“1+N”发展战略、完善“1+N”战略布局的重大
举措，承担着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N板块、以小
投资撬动大项目的使命，对中土集团的海外发展具有重要
的现实和长远意义。作为中土集团的海外投资、开发和运
营管理平台，中土资产将立足非洲发展，放眼全球经营，
助力将集团公司打造成为业务多元化经营、专业特色化发
展、投融资现代化管理、资本运作与资产经营领域不断拓
宽的内实外美的大型全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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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工程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马圭垚 金融市场部代表

86-10-59765035
maguiyao@cncecfc.com
www.cncecfc.com/index.html

业务范围 :	财务、融资

中化工程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12日在北京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王洁民，公司经营范
围包括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
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
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
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
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

中地海外集團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张晨 战略发展部代表

86-10-84373737
zhangchen@cgcoc.com.cn
http://www.cgcoc.com.cn/about/contact/

业务范围 :	农业及农村发展（渔、林业等）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石油、天然气等）	
公用事业（电讯、食水、卫生、废物处理等）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2002年，中国地质工程集团与新星石油公司，联合其他股
东并建设性的引入自然人股东以中地尼日利亚公司为业务
基础成立了中地海外建设集团。

自此，中地海外建设集团开始了新的征程。2014年12月5
日，中地海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地海外集团有限
公司。

至今，中地海外在非洲已超过30年，以尼日利亚、埃塞俄
比亚和乍得为三大基地，机构遍及非洲近20个国家，拥有
员工约25,000名，其中90%以上为当地雇员。

中地海外集团的业务范畴涵盖四大版块，包括咨询、投
资、基建和物流租赁。集团旗下的项目遍及二十多个非洲
国家，业务涵盖现代农业、工业投资、房地产、洁净能
源、矿业和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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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兵北斗防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李莹 董事长秘书 ( 北京总部 )
李丰麟 行政总监 ( 香港公司 )  

86-10-88589350 / 852-35288399
liy@zbbd-cn.com.cn ( 李莹 ) / fenglin@zzif.com.hk ( 李丰麟 )
http://www.bqzbtz.com/

业务范围 :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投融资

中兵成立於2014年初，定位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以下简
称兵器集团）的资本运营中心与价值创造中心，促进经营
方式转变，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公司秉承“稳健、诚信、
开放”的经营理念，以打造兵器集团股权投资、金融投
资、资产经营管理、社会化融资、科研成果产业化与新兴
产业孵化“五大平台”为职能，坚持市场化运营、服务于
兵器集团改革发展、规范运作与稳健经营“三大原则”，现
已形成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金融投资、财富管理、融
资租赁、跨境投并“六大业务”。

中国大唐集团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徐立兴 集团办公室代表

86-10-66586984
xulixing@china-cdt.com
http://www.china-cdt.com/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等、石油、天然气等）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主要经营范围为：经营集团公司及有关企业中由国家投资
形成并由集团公司拥有的全部国有资产；从事电力能源的
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
和销售；电力设备制造、设备检修与调试；电力技术开发、
咨询；电力工程、电力环保工程承包与咨询；新能源开发；
与电力有关的煤炭资源开发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
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
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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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王云琪 资本运营办公室总经理 

86-10-62689532
wangyq@sinosteel.com
http://www.sinosteel.com/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等、石油、天然气等）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工程装备、贸易物流、投资服务

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钢集团）主要从事冶金矿
产资源开发与加工，冶金原料、产品贸易与物流，相关工
程技术服务与设备制造，是一家为冶金工业提供资源、科
技、装备集成服务，集矿产资源、工程装备、科技新材、
贸易物流、投资服务为一体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朱志华 国际事业部战略规划部长

86-13911573650
zzhh242@126.com
http://www.crecg.com/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石油、天然气等）	
运输及物流基建（航空、海运、铁路、公路等）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投融资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是集勘察设计、施工安装、工业制
造、房地产开发、资源矿产、金融投资和其他业务于一体
的特大型企业集团，总部设在中国北京。中国中铁拥有
一百多年的历史源流。2007年9月12日，中国铁路工程总
公司独家发起设立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07年12
月3日和12月7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
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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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庞鑫 办公厅文书主管

86-10-82256314
pangxin@chinacoal.com
http://www.chinacoal.com/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等、石油、天然气等）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煤集团）是国务院国
资委管理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主营业务包括：煤炭生产
贸易、煤化工、坑口发电、煤矿建设、煤机制造以及相关
工程技术服务。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李健 国际事业部副总经理

86-10-59765555 / 86 186 2220 8890
li_jian@china-tcc.com / li_jian@cncec.com.cn
http://www.cncec.cn/

业务范围 :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公用事业（电讯、食水、卫生、废物处理等）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工程建设、环境治理、进出口业务、基础设施投资和管理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大
型工程建设企业集团。公司始终致力于我国的工业体系建
设，专注于化工、石油化工、电力、市政、建築、环保等
工程建设、服務及相关业务，承建了我国绝大部分化工、
部分石油化工和炼油项目及一大批电力、建筑、市政、环
保、医药等领域的工程项目。主营业务包括：

・ 建筑工程、基础设施工程和境外工程的承包  
・ 化工、石油、医药、电力、煤炭工业工程的承包 
・ 工程咨询、勘察、设计、施工及项目管理和服务 
・ 环境治理 
・ 技术研发及成果推广 
・ 管线、线路及设备成套的制造安装 
・ 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 工业装置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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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杜欣 外经办公室副主任

86-10-67029919
duxin@tongrentang.com
http://www.tongrentangsz.com/About.asp

业务范围 :	制造业（包括各类产业园区）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市政府授权经营
国有资产的国有独资公司。同仁堂始创于1669年，至今已
有349年的历史。北京同仁堂坚持“以现代中药为核心，
发展生命健康产业，成为国际知名的现代中医药集团”的
发展战略，以创新引领、科技兴企为己任，形成了现代制
药业、零售商业和医疗服务三大板块，构建了六个二级集
团、三个院和两个储备单位的企业架构，目前拥有三家上
市公司。集团共拥有药品、医院制剂、保健食品、食品、
化妆品等1500余种产品，28个生产基地，83条现代化生产
线，一个国家工程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董超 会展中心经理

86-10-81130129
dongchao@chinca.org
http://www.chinca.org/

业务范围 :	运输及物流基建（航空、海运、铁路、公路等）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承包商会）成立于1988年，是由
中国境内从事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工程类投资及相
关服务的企业组成的全国性行业组织。承包商会现有会
员企业1500余家；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承包工
程、劳务合作以及工程项目投资等业务，在交通、建筑、
电力、石化、通讯等各领域实施了一大批惠及各国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的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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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牛红国 办公室处长

86-10-58382710
niuhongguo@powerchina-intl.com
http://www.powerchina.cn/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石油、天然气等）	
公用事业（电讯、食水、卫生、废物处理等）	
运输及物流基建（航空、海运、铁路、公路等）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于2011
年9月29日在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国水电工程
顾问集团公司和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
司所属的14个省（市、区）电力勘测设计、工程、装备制
造企业基础上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中国电建是全球能源
电力、水资源与环境、基础设施及房地产领域提供全产业
链集成、整体解决方案服务的综合性特大型建筑集团，主
营业务横向跨越国内外能源电力、水利、铁路（地铁）、公
路、机场、房屋建筑、水环境治理、市政基础设施及大土
木、大建筑多行业，纵向覆盖投资开发、规划设计、工程
承包、装备制造、项目运营等工程建设及运营全过程，具
有懂水熟电的核心能力和产业链一体化的突出优势。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聂昂 项目主管

86-10-68200924
dwyanenie@126.com
http://www.cetc.com.cn/

业务范围 :	制造业 ( 包括各类园区 )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国内唯一覆盖电子
信息全领域的大型科技集团；国内唯一在国家海洋、空间、
网络三大战略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军工集团；国内唯一能
够同时为各军兵种全方位提供信息化装备的军工集团；国
内唯一能够为各种型号的卫星、导弹、飞机、舰船、车辆
提供各类关键元器件的企业集团；国内在公共安全和电子
信息装备、仪器仪表的研制、生产和服务方面最具实力的
国有中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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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李树木 海外发展部副总经理

86-10-58960049
lishumu-re@powerchina.cn
http://fdc.powerchina.cn/

业务范围 :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电力建设集团的成员企
业和房地产板块发展的主要平台，电建地产业务范围涉及
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产品覆盖住宅、写字
楼、商业、酒店等多种类型。目前已在北京、上海、深
圳、天津、郑州、南京、三亚、林芝等18个城市共54个项
目进行了房地产开发，并控股上市公司南国置业（股票代
码002305）。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孙洪发 办公室代表

86-514-83232235 (24 小时 )
—
http://ycfc.sinopec.com/

业务范围 : 聚酯和涤纶纤维的生产及销售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聚酯和涤纶纤维
的生产及销售。目前拥有2套PTA生产装置，产能100万吨/
年；16条聚酯生产线，聚酯聚合能力220万吨/年；34条涤
纶短纤维（中空）生产线，产能80万吨/年；5条瓶级切片
生产线，产能45万吨/年；2套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干法
纺丝装置，产能1300吨/年；1套对位芳纶试验装置，产能
100吨/年；1套1,4-丁二醇（BDO）装置，产能10万吨/年；
以及配套水、电、气、汽等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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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陈伟 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

86-18601910218 / 86-10-57081823
chen_wei@ctg.com.cn
http://www.ctg.com.cn/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等、石油、天然气等）	
投融资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定位为以大型水电开发与
运营为主的清洁能源集团，主营业务包括水电工程建设与
管理、电力生产、国际投资与工程承包、风电和太阳能等
新能源开发、水资源综合开发与利用、相关专业技术咨询
服务等方面。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丁慧芬 海外事业部市场开发部副总经理

86-10-82017925
dinghf@ccccltd.cn / 1078359047@qq.com
http://www.ccccltd.cn/ 

业务范围 :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运输及物流基建（航空、海运、铁路、公路等）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投融资、咨询规划、设计建造、管理运营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特大型基础设施
综合服务商，主要从事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装
备制造、房地产及城市综合开发等，为客户提供投资融
资、咨询规划、设计建造、管理运营一揽子解决方案和一
体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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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马健勇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财务与风险管理部金融处处长

86-10-83566666
jianyong-ma@chd.com.cn
http://www.chd.com.cn/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等、石油、天然气等）

主营业务为：电力生产、热力生产和供应；与电力相关的
煤炭等一次能源开发以及相关专业技术服务。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马健勇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财务与风险管理部金融处处长

86-10- 83568000
jianyong-ma@chd.com.cn
http://hdcw.chd.com.cn/

业务范围 : 财务管理、投融资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是由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控股，
华电集团系统内9家企业共同参股组建的一家全国性非银
行金融机构，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经
营范围包括：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证及
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
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
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
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
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
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
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
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
信贷及融资租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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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田征 总经理工作部经理（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86-10-63226136
Zh_tian@chng.com.cn
http://www.chng.com.cn/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等、石油、天然气等）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电源开发、投资、建
设、经营和管理，电力（热力）生产和销售，金融、煤炭、
交通运输、新能源、环保相关产业及产品的开发、投资、
建设、生产、销售，实业投资经营及管理。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张钰 工程承包事业部总监

86-10-82688756
zhangyu@sinomach.com.cn
http://www.sinomach.com.cn/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等、石油、天然气等）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运输及物流基建（航空、海运、铁路、公路等）	
投融资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国机集团)是一家多元化、
国际化的综合性装备工业集团。业务围绕装备制造业和
现代制造服务业两大领域，发展装备研发与制造、工程
承包、贸易与服务、金融与投资四大主业，涉及机械、
能源、交通、汽车、轻工、船舶、冶金、建筑、电子、 
环保、航空航天等国民经济重要产业，市场遍布全球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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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陈桂军 办公厅秘书处处长

86-10-68963969
gregory2002@126.com
http://www.csgc.com.cn/

业务范围 :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集团公司现拥有长安、天威、嘉陵、建设等50多家企业和
研发机构，拥有特种产品、车辆、装备制造等主业板块，
培育出了“长安汽车”、“天威变压器”等一批知名品牌。
作为国防科技工业骨干力量，目前已形成了末端防御、轻
型武器、先进弹药、反恐处突四大装备体系。汽车形成了
以轿车、微车、客车、卡车、专用车为主的产品谱系。摩
托车产业拥有“嘉陵摩托”、“建设摩托”、“大阳摩托”、
“轻骑摩托”等品牌。输变电产业瞄准高端产品领域不断深
化自主创新。在光电、机械装备、医药化工等领域拥有多
个企业。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董彰星 办公室主管

86-10-59282730
dongzhangsing@cmgb.cn
http://www.cmgb.com.cn/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石油、天然气等）	
制造业（包括各类产业园区）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成立于1952年，隶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是中央管理的地质勘查单位，主要从事固
体矿产地质勘查、研究、开发、服务，超硬材料生产及机
械装备制造。资产总额近200亿元。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下属
11个局院（中心）、6个控股公司，队伍驻地分布在全国17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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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王梦京 品牌专员

86-10-67108737
wangmengjing@meheco.com.cn
http://meheco.genertec.com.cn/x-cn/p-business.html

业务范围 :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中国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是中国医药的全资子公司，继承
着公司前身——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总公司的国际化业
务资源和经营传统，在天然药物、医药化工、政府项目和
健康产品大宗商贸等领域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是公司推
进医药产业国际化经营的核心企业。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王娓娓 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兼战略规划与投资管理部副主任

86-134 8885 1697
wangweiwei@ciic.com.cn
http://www.ciic.com.cn/

业务范围 : 人力资源及商事服务、技术服务、贸易业务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人力资源企
业，中智作为中央企业中唯一一家主营人力资源的央企，
总部位居中国北京，境内外设立126家分公司遍及76个国
家，业务涵盖人力资源外包业务，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业
务，培训业务，猎头招聘及BPO，国际（含境外）劳务输
出、国际人力资源及商事服务，技术服务及贸易业务这6
大主营业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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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刘飞 合作发展部代表

86-10-62248853
liufei@cecep.cn
http://www.cecep.cn/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等、石油、天然气等）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公用事业（电讯、食水、卫生、废物处理等）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央企业中唯一一家以节能
环保为主业的产业集团，主业涉及节能、环保、健康、清
洁能源及节能环保综合服务（包括相关监测评价、规划咨
询、设计建造、工程总承包、运营服务、技术研发、装备
制造和产融结合）。目前，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在工业节能、
建筑节能、固废处理、污水处理、烟气治理、环境监测、
土壤修复、水处理、光伏发电、重金属治理、风电、太阳
能、节能环保新材料、健康产业等多项细分业务领域，规
模和实力国内领先。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孟庆姝 国际合作部副部长

86-10-84192004
mengqs@poly.com.cn
http://www.poly.com.cn/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等、石油、天然气等）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国际贸易、文化艺术经营、资源领域投资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
的大型中央企业，于1992年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组
建。保利集团已形成以国际贸易、房地产开发、文化艺术
经营、资源领域投资开发、民用爆炸物品产销及相关服务
为主业的“五业并举、多元发展”格局，业务遍布全球100
多个国家及国内100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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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雷喜红 总裁办公室综合处处长

86-10-63080515
leixihong@cinda.com.cn
http://www.cinda.com.cn/xdjt/xdjtpd/index.shtml

业务范围 :	资产管理

前身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于1999年4月，是经国务
院批准，为有效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推动
国有银行和企业改革发展而成立的首家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2010年6月，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整体改制为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4月，公司引进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UBS  AG、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和
渣打银行四家战略投资者。2013年12月12日，公司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首家登陆国际资本市场的
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主要业务包括：不良资产经营业
务、投资及资产管理业务和金融服务业务，其中不良资产
经营是本公司核心业务。本公司在中国内地的30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设有33家分公司，在内地和香港拥有9家从
事资产管理和金融服务业务的全资或控股一级子公司，集
团员工约2万余人。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李舒亮 战略规划与投资管理部部门副主任

86-10-573681119 / 86-136 9303 3526
Lisl@cadg.cn
http://www.cadreg.com.cn/

业务范围 :	农业及农村发展（渔、林业等）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石油、天然气等）	
制造业（包括各类产业园区）	
公用事业（电讯、食水、卫生、废物处理等）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大型骨干科技型中央企业）为主要发
起人，联合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及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共同发
起，于2014年6月23日正式创立，拟择机在境内上市并首
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中国建设科技集团承继了中国建筑设
计研究院的资产和企业文化，主营业务涵盖建筑与市政工
程勘察、设计、服务、工程承包及城镇规划、建筑与市政
工程技术研发等领域。经营范围包括：境内外建筑、市政、
公路、石油天然气、电力、水利、冶金、机械行业的工程
咨询、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总承包；城乡、旅游规划；
建筑材料及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园林与环境景观规
划设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申遗；国家建筑设计标
准、规范、规程、产品标准的研究、管理；项目投资与管
理；科技信息研究与信息咨询、决策、管理、技术服务；
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的开发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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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陈超 国际合作部副处长

86-10-68555682
chenchao@cnnc.com.cn
http://www.cnnc.com.cn/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 ( 采矿、发电、	石油、天然气等 )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核军工、核电、核燃料
循环、核技术应用、核环保工程等领域的科研开发、建设
和生产经营,以及对外经济合作和进出口业务, 是目前国
内投运核电和在建核电的主要投资方、核电技术开发主
体、最重要的核电设计及工程总承包商、核电运行技术服
务商和核电站出口商,是国内核燃料循环专营供应商、核
环保工程的专业力量和核技术应用的骨干。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邓晓清 国际合作部综合事务主管

86-10-84528971
dengxq2@cnooc.com.cn
http://www.cnooc.com.cn/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等、石油、天然气等）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直属的特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生产
商。自成立以来，中国海油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由一
家单纯从事油气开采的上游公司，发展成为主业突出、产
业链完整的国际能源公司，现已形成油气勘探开发、工程
技术与服务、炼化与销售、天然气及发电、金融服务等业
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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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陈功 国际业务部主任

86-10-59099729
gchen@ceec.net.cn
http://www.ceec.net.cn/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石油、天然气等）	
公用事业（电讯、食水、卫生、废物处理等）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电力行
业全面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凭借强大的全产业链（尤其
在勘测设计领域）业务优势，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解决
方案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服务。在中国及海外逾80个国家
及地区的电力工程建设项目中获得丰富的经验。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刘博 国际业务部外经外贸处主管

86-10-68370303
liubo@casic.com.cn
http://www.casic.com.cn

业务范围 :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运输及物流基建（航空、海运、铁路、公路等）	
防务装备、航天产业、信息技术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国防建设为
己任，建立了完整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飞航导弹武器系
统、固体运载火箭及空间技术产品等技术开发与研制生产
体系，整体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部分专业技术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与此同时，创新突破传统的技术途径、商业
模式和管理习惯的局限，全力打造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
地，大力实施飞云、快云、行云、虹云、腾云五大商业航
天工程，推动国内商业航天产业健康发展。快舟一号甲运
载火箭以“一箭三星”方式成功完成首次商业发射。此外，
完成历次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等多个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相
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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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苏龙龙 财务会计部总经理

86-10-89455036
—
http://www.casc.com.cn/cas/

业务范围 :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运输及物流基建（航空、海运、铁路、公路等）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飞机采购及航空器
材保障业务的专业公司，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管理的中央企业。公司的前身是中国航空器材公司，
1980年10月经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是中国
民航系统成立的第一家公司。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
是专门从事飞机采购及航空器材保障业务的专业公司，主
要业务涉及飞机批量采购、航空租赁、航材共享、通用航
空、飞机机轮保障、机场服务保障、航空节能服务、航空
培训与航空展览等领域。

中国铁建财务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宋昱 业务主管

86-10-52689068 
songyu@crccfc.com.cn
http://www.crccfc.com.cn/

业务范围 :	金融服务

中国铁建财务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为中国
铁建所属单位提供各类金融服务，包括资金结算、存款、
信贷及中间业务、结售汇、承销企业债券等，致力于综合
性金融服务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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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李方洁 海外业务区域经理

86-10-52688360
gjb@crcc.cn
http://www.crcc.cn/

业务范围 :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运输及物流基建（航空、海运、铁路、公路等）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物资贸易、运营和投融资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管理的特大型建筑企业，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具实力、最具
规模的特大型综合建设集团之一。公司业务涵盖工程承
包、勘察设计咨询、工业制造、房地产开发、物流与物资
贸易及其他业务。经营范围遍及除台湾以外的全国31个省
（市）、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世界
近116个国家和地区。已经从以施工承包为主发展成为具
有科研、规划、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维护、运营和
投融资的完善的行业产业链，具备了为业主提供一站式综
合服务的能力。在高原铁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桥梁
隧道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及建设领域确立了行业领导 
地位。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晋云功 国际合作部副部长

86-180 1026 2967
jinyungong@crsc.cn
http://www.crsc.cn/ 

业务范围 :	运输及物流基建（航空、海运、铁路、公路等）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通号”）是轨
道交通通信信号领域技术、产品和服务供应商，是中国轨
道交通控制系统行业的先行者和领导者，是全球最大的轨
道交通控制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拥有轨道交通控制系统
设计研发、设备制造及工程服务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是
中国轨道交通控制系统设备制式、技术标准及产品标准的
归口单位，是唯一获国家铁路局授权的铁路控制系统和通
信信号产品的标准化技术审核单位。2015年8月7日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3969.HK）。现有20家一
级子公司，员工1.5万人。

中国通号是中国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技
术应用和创新的主要承担者，建立了完整的中国列车运行
控制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形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CTCS-3级高铁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技术和CBTC城市轨道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技术，拥有国内一
流、国际先进的系统技术和产品，广泛应用于铁路建设和
城市轨道建设，在行业的控制力、影响力处于领先水平。
中国通号拥有国家甲级勘测、设计、咨询资质，铁路电务
专业承包一级、电信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计算机信息系统
集成一级，市政、房建、机电安装施工总承包一级等多项
资质，具备重特大工程一站式综合服务能力，具有对外进
出口经营权和对外工程承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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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韦超 对外联络部高级经理

86-18622308883
120030023@qq.com
http://www.cfhi.com/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等、石油、天然气等）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一重集团）是目前中央管理
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
一，拥有上市公司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601106.
SH），是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重型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能源重大装备材料研发中心。一重集团以振兴和发展
民族工业为己任，主要有核岛设备、重型容器、大型铸锻
件、专项产品、冶金设备、重型锻压设备、矿山设备和工
矿配件等产品。目前，一重集团正全力推进改革创新、提
质增效，坚定向专项装备、核电装备、石化装备、高端装
备、新材料、新能源和现代服务业“七大”板块迈进。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汤艳 国际部副处长

86-10-88010342
tangyancsic@163.com
http://www.csic.com.cn/

业务范围 :	制造业 ( 包括各类园区 )	
运输及物流基建 ( 航空、海运、	铁路、公路等 )

主要从事海军装备、民用船舶及配套、非船舶装备的研发
生产,是中国船舶行业唯一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现有总资
产 4127 亿元,员工1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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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梁田 市场部专员

86-10-63349123
liangtian@genertec.com.cn
https://www.genertec.com.cn/

业务范围 :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投融资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央直接管理的
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成立于1998年3月，是在6家原外经贸
部直属企业基础上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集团处于完全市
场化、充分竞争领域，核心主业包括贸易与工程承包业、
医药健康产业、技术服务咨询与先进制造业。拥有门类齐
全、素质较高、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与国际国内众
多大型企业、金融机构有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各板
块主力子公司大多具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实力雄厚，资
质齐全，品牌信誉卓著，在国內相关行业或细分领域发挥
着重要骨干作用，长期以来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86-10-68776001
chinagrain@163.com
http://www.sinograin.com.cn/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侯凯 办公厅董事会办公室职员

业务范围 : 农业及农村发展（渔、林业等）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组建的涉及
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大型重要骨干企业。中储
粮集团公司受国务院委托，具体负责中央储备粮的经营管
理，同时接受国家委托执行粮油购销调存等调控任务，在
国家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下，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公司成立于2000年，注册资本470亿元。集团公司在国家
计划、财政中实行单列。集团公司实行董事会制，董事长
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截至2016年底，集团公司资产总额
14913亿元，员工总数4.4万人，全年营业收入209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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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曹云全 经营部市场开发处经营专家

86-10-63903746 / 86-186 1183 0951
253441104@qq.com
http://www.ccgc.cn/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石油、天然气等）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成立于1953年，是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
百家中央企业之一，是国内规模最大、业务范围最广、技
术力量最强的综合性地质勘查企业集团，也是煤炭、化工
资源勘查的行业管理机构。主要从事能源矿产、化工矿产
及金属矿产等勘查与开发，民生地质、航测遥感、地理信
息、建筑施工、地下管廊、装备制造、稀土冶炼、旅业服
务，以及新能源开发、地热能在新型特色城镇的应用，产
业基金及PPP项目实施，智慧城市及智慧矿山建设，地灾
评估与治理及土壤修复治理等。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黄忠 国际合作部部长

86-10-84262877  
huangzhong@ccteg.cn
http://www.ccteg.cn/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等、石油、天然气等）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煤炭科工）以设计与工
程总包、煤机装备、安全技术与装备、示范工程、节能环
保和新能源等五大板块为主营业务，致力于拓展自身技术
优势，提供更广泛的生产性服务，引领和支撑中国煤炭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煤为本，坚持培育创新能力、
实现引领支撑的原则，提供以客户需求为核心的集成式服
务，努力发展成为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的工程服务商和装
备供应商，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大型高科技企
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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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黄宏志 研究发展部总监

86-10-89190913
huanghz@claifund.cn
http://www.clacfund.com.cn/

业务范围 : 投资基金

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是由中国政府宣布设
立的一支专门针对加勒比及拉美地区的“政府指导，市场
化运作”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金以贯彻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为己任，通过提供资金和智力支持，积极协助、
引导中国企业“走出去”，实施中拉产能合作3×3模式，
通过发挥旗帜、桥梁、纽带的作用，致力于促进中国与拉
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的投资、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国家开
放型经济发展。基金投资领域包括六大方面：能源资源、
基础设施、现代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并
适当向其他领域延伸。基金可参与绿地投资和棕地投资。

中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852-36699600
chenh@sinosteel.com
http://www.sinosteel.com/col/col26/index.html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陈华 董事长

业务范围 : 控股公司

中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是中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註冊
地在香港)。随着中钢集团国际化经营战略的不断推进，
中钢国际控股将逐渐吸收中钢集团其他海外机构业务和资
产，逐步成为中钢集团实施国际化经营和全球化运作的重
要战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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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商立博 总经办副主任

86-10-68311099
shanglb@zcfc.cssc.net.cn
http://www.cssc.net.cn/

业务范围 :	运输及物流基建（航空、海运、铁路、公路等）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属下
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在原中国船舶工业总
公司所属部门企事业单位基础上组建的中央直属特大型国
有企业，是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由中央直接管理。中船集
团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和强大国
防”的战略部署，推进全面转型发展，在业务上形成了以
军工为核心主线，贯穿船舶造修、海洋工程、动力装备、
机电设备、信息与控制、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六大产业板块
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在海洋防务装备、海洋运输装备、
海洋开发装备、海洋科考装备四大领域拥有雄厚实力。

云南协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杜字舟女士 董事長助理

86-871-6314 9508
duyuzhou@ymc.com.cn
http://www.ymc.com.cn/

业务范围 : 对外投资

云南协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对外投资，开展投资
咨询、管理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作为一家专业的投资
公司，主要功能是履行对所投资控股的子公司进行管理和
项目运作。联合外经及新加坡湖景公司在东南亚、美洲等
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承包建设了数十个大型工程项目，涉
足交通、能源、建筑、轻工、环保、旅游及房地产等多个
行业领域，与多家金融机构和国内多个设计院、建设单位
及超过百家的供货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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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于丹 行政管部部长

86-24-83779956
yud@neunn.com
http://www.neunn.com/index.html

业务范围 :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东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全球视野的数据与基础设施服务
商，由东北大学、政府及战略投资者联合创立。以大数据
时代的智慧生活为发展愿景，依托于强大的技术背景和极
富实践精神的运营理念，东网科技面向政府、公共事业、
企业及公众提供优质、便捷、安全的数据及相关服务，覆
盖超算、云计算、大数据、空间信息、移动互联网等多个
领域，为传统产业升级、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提供支撑。

北京中关村大街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王潇 国际合作总监

86-10-82584600
wangxiao@z-street.cn
http://www.z-street.cn/

业务范围 :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北京中关村大街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在建设中关村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国家创新中心总目标下开展工作；由中关村大
街提升发展办公室指导，联系驻区各委办局、驻地街道共
同开展工作。中关村大街沿线存量用地建设、楼宇更新改
造及环境综合改造提升，北京中关村大街运营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实施单位统领该项目，按照“科技风”“创新
路”“国际范”为指导思想打造中关村大街主街道及覆盖街
区；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为区域改善项目提供产业规划、
楼宇规划、国际人力资源和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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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历彦涛 战略发展部总监

86-10-84545438-343
liyt@behc.com.cn
http://www.behc.com.cn/

业务范围 :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电控)目前是北京市国资
委授权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业的国有特大型高科技产业
集团。北京电控为民族工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制造了国内第一只真空管、第一块集成电路、第一台计算
机、第一台交换机、第一部发射机、第一台ATM机等。目
前，旗下二级企业18家（包括京东方、七星电子和电子城
3家上市公司）。北京电控主营产业分布于高端电子元器件
（半导体显示器件、集成电路、特种元器件）、高端电子工
艺装备、高效储能电池及系统应用、电子信息服务（自服
装备、广电装备、智慧健康医疗、电子商务与文化创意相
融合等）、智慧园区五大板块，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信息、
航空航天等国计民生众多领域。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王茀义 总经办主任

86-10-84838048 13910619620
wangfuyi@bucc.cn
http://www.bucc.cn

业务范围 :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北京住总集团是以科技研发为先导，房地产开发为龙头，
建安、市政施工为基础，文体商贸、生产性服务相结合，
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经营的大型国有企业集
团，位居中国企业500强，问鼎“全球225家最大国际承 
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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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汽车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焦迎春 经理

86-10-56630171
jiaoyingchun@baicintl.com
http://www.bqjtdjw.com/web/07.html

业务范围 :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汽车进出口及运营

北京汽车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北汽国际)是北京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作为北汽集团塑造“世界北汽”全
面开拓国际化业务的总平台，北汽国际拥有五大核心业务：
自主品牌整车和零部件产品出口，技术、设备、整车等进
口，产品改装，境外投资，及国际合作。北汽国际将根据
“整体规划、谋而后动、步步为营、重点突破”的策略，在
非洲、西亚、前独联体、南美等地区设立区域运营中心，
从而使北京汽车在全球实现人才国际化、市场国际化、产
品国际化、品牌国际化、管理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到2020
年海外销售达到40%以上。北汽国际倡导“快速执行、精
益求精、聪明工作”的理念，努力打造一支兼具Faster、
Leaner、Smarter特色的国际化工作团队，为实现北汽集团
国际化战略做出贡献。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季玥名 战略规划部主管

86-10-56636647
jiyueming@baicgroup.com.cn
http://www.baicgroup.com.cn/

业务范围 :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金融与投资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北汽集团)是中国汽车行业的骨干
企业。北汽集团建立了涵盖整车(含乘用车、商用车、新
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研发、制造、汽车服务贸易,综合出行
服务, 金融与投资等业务的完整产业链, 实现了向通用航
空等产业的战略延伸, 成为国内汽车产业产品品种最全, 
产业链最完善, 新能源汽车市场领先的国有大型汽车企业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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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谭志昂 投资资产管理部投资经理

86-10-87707120
tanzhiang@163.com
http://www.jcmeh.com/

业务范围 :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是大型装备制造与服务公
司，2016年位列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第31位。京城机电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培育发展新动能。围绕疏解
非首都功能、推动“提质增效”和改革调整、疏解转型目
标，优化产业结构，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坚持科
技创新驱动，充分利用北京科技中心优势，发挥企业历史
积淀，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推动技术产品创新、商业模式
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以及文化创新，加快“打造一
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机床集团；培育机器人、增材
制造二个战略先导产业；打造液压、环保、气体储运装备
三个行业小巨人”步伐，构建高精尖产业结构，夯实核心
竞争力。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徐怀军 办公室副主任

86-10-59575802
bangongshi@bbmg.com.cn
http://www.bbmg.com.cn/

业务范围 :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名列中国企业500强和世界
建材企业100强的大型综合性产业集团，同时拥有境内外
（A+H股）两个资本市场平台，旗下独资及控股公司60余
家，形成了以水泥及预拌混凝土、新型建材与商贸物流、
房地产开发、物业投资与管理为核心的产业链，是国家重
点支持的12家大型水泥企业（集团）、中国水泥“十强”企
业和全国最大的建材制造商之一，在京津冀地区具有显著
的区域规模优势和市场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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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吴春华 市场营销部副部长

86-10-62091851 / 86-139 1111 7575
W13911117575@163.com
http://www.bucg.com/

业务范围 :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北京城建集团是以城建工程、城建地产、城建设计、城建
园林、城建置业、城建资本为六大产业的大型综合性建筑
企业集团，从前期投资规划至后期服务经营，拥有上下游
联动的完整产业链。北京城建集团具有房屋建筑工程、公
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工程设计综合甲级和市政公用工
程、机电安装、地基与基础、钢结构、公路路面、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等一批专业总承包一级资质。在工业与民用建
筑、市政工程、城市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园林绿化、深
基础、长输管线等领域的设计和施工业务遍及全国，并涉
足东南亚、中东、南美和非洲多国。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陈悦 国际公司副总经理

86-10-63927265
chenyue@bceg.com.cn
http://www.bcegc.com/

业务范围 :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北京建工集团的业务格局为“双主业双培育”。“双主业”
为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和物业管理，“双培育”包括节能
环保和设计咨询服务。集团形成了一条集“生态评估、城
市规划、环境改造、建筑设计、技术研发、投资开发、施
工建造、运营服务”等于一体的产业链条，构建起绿色、
智慧、协同、高效的集成平台，能够以PPP等多种投融资
模式运作各种重大项目，致力于为城市提供工程建设和综
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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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陈璞 企业主管部业务主管

86-10-62003705
chenpu@bjcag.com
http://www.bjcag.com/

业务范围 :	农业及农村发展（渔、林业等）

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肩负着“立足农业，服务首都”
的历史使命，发挥着“创新农业科技、奉献安全食品、提
供应急保障”的重要作用，是北京市的“菜篮子、米袋子、
奶瓶子”，为我国农垦事业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应有的
贡献。 

首农集团形成了从育种、养殖到加工、配送、销售的“全
产业链”发展模式，构建起以“食品加工与贸易、现代农
牧业、物产物流业”为主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
格局，拥有“首农”、“三元”、“八喜”等一批知名品牌，
并与麦当劳、丘比、壳牌、复星、华信等多家知名企业合
资合作，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方美燕 战略管理部总经理助理

86-10-58385566-1722 / 86-186 0032 1011
gangmy@bjcapital.com
https://www.bjcapital.com/

业务范围 :	公用事业（电讯、食水、卫生、废物处理等）	
运输及物流基建（航空、海运、铁路、公路等）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金融服务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构建环保产业、基础设施、房
地产和金融服务四大核心主业，文创产业顺利布局。拥有
资本运作、产业协同、创新研发、国际合作等竞争优势，
立足北京，布局全国，进军海外，享有响亮的品牌知名
度、美誉度和社会影响力，连续多年跻身全国5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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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向玉佳 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助理

86-10-85629988-8857
xiangyuejia@btg.com.cn
http://www.btg.com.cn/

业务范围 : 投资旅游服务业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市国资委所属的以投资
旅游服务业及相关产业为核心的战略性产业投资公司。基
本构建起相对完善的综合旅游服务产业体系，基本完成了
市委市政府赋予的“资产重组、业务整合、创新体制、转
变机制”四大重要任务，实现了从行政“翻牌”公司逐步向
现代企业的转变和跨越式的高位发展，初步实现了从地方
国企向全国性综合商贸旅游公司的转变。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吕萌 战略规划部主管

86-10-85218773
lvmeng@powerbeijing.com
http://www.powerbeijing.com/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石油、天然气等）	
公用事业（电讯、食水、卫生、废物处理等）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以“电力生产和供应，热力
生产和供应，煤炭生产和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
理”为主营业务的综合性能源集团，是北京市国资委管理
的国有独资企业，注册资本204亿元人民币。经过多年的资
本积累和资产整合，集团形成了煤、电、热一体化的大能
源格局，主要业务涵盖电力能源、热力供应、煤炭经营、
地产置业、节能环保和金融证券等多个板块。



68 69

・参会内地企业资料册・ ・参会内地企业资料册・

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邓仲秋 战略投资部业务主管

86-10-56891906 / 86-139 1187 1003
dengzq@begcl.com
http://www.begcl.com/index-pc-zh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石油、天然气等）	
公用事业（电讯、食水、卫生、废物处理等）	
投融資、啤酒生產

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月，是北京市人民
政府出资设立，由原京泰实业集团、北京控股和北京市燃
气集团联合组建的市属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北控集团聚焦
城市重要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和城市运行服务，业务涵盖城
市能源、环境、交通、综合管廊、规划设计与项目管理、
智慧城市、现场城市服务、科技服务、高端装备制造、啤
酒及葡萄酒、金融服务与价值投资十一大板块，业务发展
至全国371个城市，海外水务发展延伸至欧洲、美洲和东
南亚。北控集团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还城市青山绿水为使命，重点投向公共服务、基础设
施、生态环保、民生改善及战略性新兴产业。

央视国际视频通讯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何丽云 商务合作主管

86-134 3698 3072
heliyun@cctvplus.com
http://www.cctvplus.com/

业务范围 : 通讯

央视国际视频通讯有限公司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电视
总公司投资组建。公司采取与国际专业机构合作的方式，
以国际通行的视频新闻发稿标准，借助美联社、路透社的
视频传输渠道，将央视新闻素材直接传递到上千家境外电
视频道和媒体机构手中，成为其重要的新闻来源，已实现
英、法、阿、俄、西语五个语种发稿，涵盖国内外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体育、民生等多个领域。与此
同时，基于因特网的国际视通“全球发布系统”面向各类
媒体用户提供视频素材下载服务，目前包括CNN、BBC、半
岛电视台、彭博社等80多家境外新闻机构已成为“全球发
布系统”的注册用户。2011年10月起，公司开始对外提供
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信号的服务。公司的目标是“向世界
传播中国，向世界报道世界”，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全
球影响力的国际视频通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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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侨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祝轩 行政部经理

86-138 1125 1672
zhuxuan@cpqs.cn
—

业务范围 : 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出租、出售及物业管理。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赵国红 大唐电信国际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86-138 0119 3939 / 86-10-62301055
zhaogh@datanggroup.cn
http://www.datanggroup.cn/

业务范围 :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是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一家专门从事电子信息系
统装备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大型高科技中央企业。总部位
于北京，在上海、天津、成都、西安、重庆、深圳等主要
经济发达城市设有研发与生产基地。企业发展宗旨是“以
提升员工价值为基点，以创造客户价值为导向，以带动产
业进步为保障，以技术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为抓手，以实
现企业价值为目标，以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实现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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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城集团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谢梅 香港华侨城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

852-23937799
info.hk@chinaoct.com
http://www.chinaoct.com/

业务范围 :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华侨城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大型中央企业，
1985年诞生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控股华侨城A、
康佳集团、华侨城亚洲、云南旅游、曲江文旅、厦门天视
等6家上市公司。多年来，华侨城集团培育了旅游及相关
文化产业经营、房地产及酒店开发经营、电子及配套包装
产品制造等三项国内领先的主营业务，其中康佳、锦绣中
华、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欢乐谷主题公园连锁、
波托菲诺小镇、东部华侨城、欢乐海岸、麦鲁小城、华侨
城大酒店、威尼斯睿途酒店等均为行业著名品牌。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王小洋 战略发展部高级业务经理

86-10-88006447
wangxiaoyang@sdic.com.cn
https://www.sdic.com.cn/cn/index.htm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石油、天然气等）	
制造业（包括各类产业园区）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投融资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5月5日，是国务
院批准设立的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和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
要骨干企业。国投成立以来，不断完善发展战略，优化资
产结构，逐步构建基础产业，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金融及
服务业和国际业务四大战略业务单元。基础产业重点发展
以电力为主的能源产业，以路、港为主的交通产业，以及
战略性稀缺性矿产资源开发业务。前瞻性战略性产业推动
基金投资与控股投资融合联动，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大
健康、城市环保、生物质能源等产业。金融及服务业发展
证券、银行、证券基金、信托、保险、担保、期货、财务
公司、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稳妥开展工程设计、资产管
理、咨询、物业等其他业务。国际业务重点开展境外直接
投资、国际工程承包、国际贸易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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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李向阳 国际合作部处长

86-10-66597568 / 13910185846
Xiangyang-li@sgcc.com.cn
http://www.sgcc.com.cn/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等、石油、天然气等）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投资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公司, 
经营区域覆盖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贯彻落实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建设世界一流电网、国际一流企
业”为目标。其舟山柔性直流输电工程、厦门柔性直流输
电工程、南京统一潮流控制器、舟山直流断路器等一批重
大科技示范工程相继建成投运。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尹啸 处长

86-10-58682734
yinxiao@cgdc.com.cn
http://gjnt.dlzb.com/introduce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等、石油、天然气等）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运输及物流基建（航空、海运、铁路、公路等）	
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物业发展等）	
投融资

2017年8月28日，国务院国资委宣布，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家
能源投资集团，是中国一家以煤炭开采与销售、发电与热
力生产为主业，涵盖港口、铁路、航运、煤化工、金融、
新能源与装备制造等周边行业的大型中央企业。

经营范围： 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开展煤炭
等资源性产品、煤制油、煤化工、电力、热力、港口、各
类运输业、金融、国内外贸易及物流、房地产、高科技、
信息咨询等行业领域的投资、管理；规划、组织、协调、
管理神华集团所属企业在上述行业领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
化工材料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纺织品、建筑材
料、机械、电子设备、办公设备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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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梁炜陇 公司办公室总监

86-10-83325873
liangweilong@cnic.com
http://www.cnic.com/

业务范围 :	投资

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国新国际）于2012年5月在香
港注册，首期资本金111.11亿美元，由中国国家外汇储备
和国务院国资委共同出资设立，主要职责是支持中国企业
走出去，从事海外实业投资，进行国际化经营。

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王德新 资本运营处代表

86-451-58590212
wangdx@harbin-electric.com
http://www.hpec.com/

业务范围 :	能源及天然资源（采矿、发电等、石油、天然气等）	
制造业（包括各类园区）	
公用事业（电讯、食水、卫生、废物处理等）	
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

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哈电股份）是中国最大的
发电设备制造、成套和出口基地之一。哈电股份一直致力
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振兴与发展，目前已发展成为以煤
电、水电、核电、气电以及电站工程总承包等为主导，以
脱硫脱硝、海水淡化及太阳能发电等新型环保产业为突破
的发电设备制造商，基本形成了“发电设备、驱动与控制
设备、通用与环保设备、现代制造服务业”四大业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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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勤国际集团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俞珊 总裁

852-90283609
2894172433@qq.com
—

业务范围 :	投资、融资、财务管理咨询、企业管理

富勤国际集团是从事财务鉴证，境内外审计、投、融资咨
询，财务管理咨询，财务专业人员培训，企业管理咨询等
业务的专业性服务机构。针对企业经营管理中遇到的实际
问题，特别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和海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过程中面临的特殊问题（如企业发展战略、财务管理战
略、金融投资、资本运营、市场营销策略、人力资源管理
及电子化管理系统规划等），运用现代管理理论结合IT技
术，提供专业化集成解决方案并辅助企业有效实施。

冀东发展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业务联络人及职衔
高琦 外联经理

86-13832555099
Maggie_q8832@126.com
http://www.jidd.com.cn/

业务范围 : 制造业（包括各类产业园区）

冀东发展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国家建材行业大型骨干企业。目
前，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冀东水泥、冀东装备2家上市
公司，分布在全国12个省区，涵盖水泥、混凝土、装备
工程、房地产，涉足砂石骨料及建材制品、矿业、贸易物
流、海外发展等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跨国界的综
合性企业集团。2014年，冀东发展集团公司成功跻身中国
企业500强。冀东发展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立足于铁矿
石、有色金属、建材产品等主业，依托集团良好的企业信
誉、品牌优势、营销平台和资金保障，按照积极拓展贸易
渠道，加快资源基地建设，全方位多元化开展贸易的战略
部署，规范运作，诚信经营，建立了以钢材、矿石、建材
产品进出口贸易和供应链管理服务，以上下游关联企业为
载体，以资源和市场为要素的链式循环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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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冊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一帶一路」辦公室及投資推
廣署聯合印製。

本資料冊所載的資料由企業自行提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並沒有核實有關資料。
如有謬誤遺漏，或因使用有關資料而引致任何損失，行動或不行動，或因依據有關資料而得出
任何意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均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電話：+852-36554819
電郵：enquiry@bro.gov.hk

網址：www.investhk.gov.hk
微信官方帳號「香港特區政府投資推廣署」：

「 一帶一路」辦公室
「 一帶一路」辦公室隸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牽頭及統籌協調香港特區政府 
「 一帶一路」建設相關工作。辦公室將會加強與內地合作，就香港參與「一帶一路」

倡議，擔當與內地當局的主要聯繫，跟進落實《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並且加強
與「一帶一路」沿線和相關國家及地區聯繫，包括透過進行更多「政府對政府」
的對話，推廣香港優勢； 安排到內地城市／「一帶一路」沿線和相關國家及地區
舉行商經論壇和展覽，以及進行訪問和考察，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發掘合作
機會。同時辦公室會加強政府與企業／專業界別的聯繫，促進企業合作，建立策
略伙伴關係，共同參與「一帶一路」項目投資，攜手開拓海外市場。

投資推廣署
投資推廣署隸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專責促進外來直接投資。該署以推廣及鞏固
香港作為亞洲國際商業都會的優勢為己任，致力吸引海外及內地企業來港開業或
拓展業務。

投資推廣署的辦事處遍布世界各地 30 個主要商業城市，並有專屬行業團隊為各重
點行業的投資者提供支援，包括：商業及專業服務、消費產品、創意產業、金融
服務、金融科技、資訊科技及通訊、創新科技、初創企業、旅遊及酒店，以及運
輸及工業。各駐外團隊與香港總部人員緊密合作，協助企業在香港開業和擴展業
務，在客戶來港發展的各個階段，免費提供量身訂造的支援服務，過程一概保密。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聯同一帶一路總商會主辦

國家所需 香港所長
共拓一帶一路策略機遇論壇

����年 北京　人民大會堂
參會內地企業資料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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