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0 年，是一家集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与运

营、养老与康复医疗、康养小镇开发与运营、保险金融、财务投资为一体的

多元化大型企业集团。

企业简介

组织架构



华邦控股集团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等

荣誉，拥有国家级工法、国家专利逾百项，获评广东省百强民营企业；树立非公企业党建新样本，

获得广东省委授予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集团以创新引领未来，为员工成就梦想、

为客户创造价值、为股东实现回报、为社会构筑福祉，致力于缔造社会尊敬的百年华邦。



华邦（湛江）休闲康养小镇
广外附设湛江外国语学校

湛江玥珑湖

敦煌至当金山口高速公路

华农财产保险四川分公司

呼和浩特市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玉泉区）2 家

成都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锦江区）（3 家）
成都孝慈康复护理院

重庆合川西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BOT 项目：
重庆合川十塘至大石高速公路

湛江玥珑湖医院

雷州市生活垃圾
综合处理项目

BT 项目：广西桂平至来宾高速公路
                   广西柳州至武宣高速公路

广西梧州环城高速公路
PPP 项目：广西灌阳至平乐高速公路
BOT 项目：广西桂林至柳城高速公路

华邦交通投资
有限公司 

南宁市马山
三中建设项目

华农财产保险广西分公司

华邦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双柏县美丽县城项目 楚雄州民族中学搬迁项目
昆明市富民县市政道路项目

元谋县、禄丰县、武定县、
牟定县国家储备林项目

新疆那巴公路

BT 项目：兰州市北环路
        兰州市新区项目

西部同力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华农财产保险甘肃分公司

西部中大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榆中县教育园区建设项目

榆中县第一人民医院
易地搬迁新建项目

兰州银行

华邦信尔达科技检测有限公司

甘肃喜易达物资有限公司

兰州市孝慈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兰州安宁孝慈苑

银川市日间照料中心（金凤区、兴庆区） 2 家 
银川孝慈康复护理院

兰州黄河明珠

兰州市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安宁区、城关区） 6 家

遂宁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船山区）2 家

宁夏孝慈园

业务布局 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与运营

华邦建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0 年，是一
家以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与运营为核心业务的跨地区大型
企业；拥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公路行业设计甲
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程经营、企业境外投资
等资质，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水
利等十余项专业资质。

业务涵盖基础设施投资、设计、施工和运营全产业
链，2009 年以来多次荣膺中国建筑企业 500 强，位居

中国建筑业序列第一方阵。华邦建投荣获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一等奖，拥有国家级工法 3 项、省部级工法 16 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9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及发明专利
40 多项，连年通过国家级实验室能力验证；科技创新
成果应用于公路、市政、房建、水利、国家储备林等国
家大型重点工程 200 多项，高等级公路 1600 多公里，
桥梁、隧道 300 多公里，数十项工程获国家及省级最高
工程质量奖。

领先的数字基建综合服务商

康养小镇开发与运营

华邦幸福家园集团有限公司致力于成为“中国
生态康养小镇开发运营商”，已形成以全龄康养小镇
为核心业务，玥珑系列生态人居产品为主力业务的发
展格局，规划开发总面积超 30000 亩。秉承“生态、
健康、可持续”的经营理念，华邦幸福家园集团拓展

“康养”边界，打造多业态全龄康养小镇，满足追求
健康生活方式人群的核心需求，开启全龄康养生活
方式新时代，构筑中国健康人居的“幸福家园”。现
已在建并运营华邦（湛江）休闲康养小镇、华邦（扬
州）文旅康养小镇等多个项目。

中国生态康养小镇开发运营商

华邦康养小镇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坚持“生态康养，
全心为您”的运营服务理念，以生态康养小镇为载体，
以“康”和“养”为核心，将健康、医疗、养老、养生、
文化、旅游等多种业态融为一体，构建全龄生态康养

服务体系，进行康养配套、运营、服务，满足全龄层
人士的康养生活需求，提升健康生活品质，推动健康
产业高质量创新发展，致力于成为“中国生态康养小
镇专业服务运营商”。

中国生态康养小镇专业服务运营商

华邦控股集团现为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大股东、董事长单位。华农保险以科技赋能开
启了战略升级之路，引领金融科技、保险科技创新，
获得“中国保险科技 100 强”“保险科技创新奖”“最
佳数字保险奖”“最具创新力企业奖”等科技创新
奖项。目前设有广东、北京、江苏、四川等十家省
级分公司。

华农保险坚持科技赋能、创新驱动，轻资产运

营效果明显：人均产能为 325 万，是行业均值的
3 倍。公司坚持科技赋能战略的实施，贯彻“效益
优先、高质量发展”理念，以科技赋能、创新驱动
和创业文化为支撑，打造出“高质量、可持续、盈
利性增长”的新华农发展模式，聚焦农险、车险、
意健险、财产险四大业务方向，取得了效益增速双
优的高质量发展，致力于成为“创新驱动、价值成
长的创业型保险公司典范”。

创新驱动、价值成长的创业型保险公司典范

保险金融



华邦玥珑湾

华邦（湛江）休闲康养小镇
广外附设湛江外国语学校

湛江玥珑湖

扬州玥珑湖

华农财产保险北京分公司

华农财产保险江苏分公司

华农财产保险浙江分公司

华农财产保险河北分公司

华农财产保险河南分公司

广州中山七孝慈轩

广州东晓南孝慈苑
广州海联孝慈苑

广东省英才职业培训学院
孝慈荟·广州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综合示范平台

穗越馆·广州市越秀区一站式养老服务中心
广州市街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颐康中心）

（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 10 家

华邦 - 凯旋

广州粤华孝慈苑
广州孝慈护理站
广州孝慈康复护理院

扬州仪征孝慈轩

呼和浩特市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玉泉区）2 家

扬州江都区、仪征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仪征市智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成都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锦江区）（3 家）
成都孝慈康复护理院

华邦（扬州）文旅康养小镇

重庆合川西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BOT 项目：
重庆合川十塘至大石高速公路

湛江玥珑湖养老社区

海口孝慈苑

湛江玥珑湖医院

雷州市生活垃圾
综合处理项目

桂林翠竹孝慈轩
桂林孝慈诊所

华邦交通投资
有限公司 

南宁市马山
三中建设项目

永州市双牌县省道公路项目

广东（湛江）职业培训学校
新南方学校

广州东湖西孝慈轩
广州六榕孝慈轩

华农财产保险山西分公司

广东南粤银行
广州华威晟商贸有限公司

华农财产保险广东分公司

BT 项目：兰州市北环路
        兰州市新区项目

华农财产保险甘肃分公司

西部中大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榆中县教育园区建设项目

榆中县第一人民医院
易地搬迁新建项目

兰州市孝慈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兰州安宁孝慈苑

银川市日间照料中心（金凤区、兴庆区） 2 家 
银川孝慈康复护理院

南宁市日间照料中心
（青秀区） 3 家 

兰州市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安宁区、城关区） 6 家

宁夏孝慈园

养老与康复医疗

华邦美好家园养老集团有限公司是华邦控
股集团旗下成员企业，以“与天下儿女敬老孝
老”为企业使命，以“弘扬中华孝道文化 服务
中国老龄社会”为企业愿景，构建了居家社区
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为长者提供“态度好、技能好、安全好、环卫好、
膳食好、设施好、医疗好、友爱好”的八好养
老服务，入选“国家级养老服务业标准化试点
单位”“全国公办养老机构改革优秀案例”“五
星级养老机构”等 30 多项国家级、省市级示范、

试点单位。
华邦美好家园全国连锁经营以“孝慈”命

名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嵌入式医养综合体、城
市康养园、康养小镇配套服务等产品，拥有 15
家养老机构、22 家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附设综
合医院、康复护理院等医疗机构，共计 10000
余张医养床位，以及 40 余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和两所职业培训学（院）校，每年为居家
长者提供逾 100 万人次的上门服务，已成为中
国养老行业标准创建、模式创新的领导者品牌。

中国养老行业标准创建、模式创新领导者

兰州银行
兰州银行成立于 1997 年，是甘肃省第一家地方法人股份

制商业银行。兰州银行多次入选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银行
1000 强”，在 2021 年榜单中，兰州银行位列第 324 位。

广东南粤银行
广东南粤银行成立于 1998 年 1 月，经过 20 余年的探索与

实践，已发展成为具备一定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较强市场竞
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城市商业银行。从 2017 年起，连续五年入
围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全球银行 1000 强榜单，2021 年排
名第 432 位。

华邦信尔达科技检测公司
华邦信尔达科技检测有限公司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甘肃省兰州市科技创新型企业等荣誉，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
认可委员会颁发的实验室认可证书（CNAS 证书），通过“质量、
环境、职业健康”三标一体认证。公司持有市政工程甲级检测资
质、建筑工程甲级检测资质等多项检测资质，服务项目涉及公路、
市政、房建等多个工程领域。

华钥工程设计公司
广州华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国际化的前沿

设计公司，持有国家颁发的建筑工程设计资质、风景园林工程
设计资质和城乡规划资质，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为
客户提供主题小镇策划、建筑设计、规划设计、室内设计、景观
设计、战略咨询等全方位的整体解决方案。

新南方学校
新南方学校共设小学、初中 40 多个教学班，为当地基础教

育提供了 2000 多个优质学位，每学年度为省市重点学校输送一
大批优秀生源，先后获评“全国实验教改学校”“全国生本教育
实验基地”“全国重点实验基地”“湛江市规范化学校”等多项
荣誉称号。2017-2021 年，连续五年取得 “中小考”五连冠，刷
新民办精品教育新高度。

中为（上海）能源技术公司
中为（上海）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洁净能源

业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世界煤炭地下气化（ISC）技术
引领者，中为能源拥有全球领先的第四代 ISC 技术，共获得 ISC
技术核心领域国际国内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技术授权近 60 项。
“煤炭地下气化技术工业化示范项目”在内蒙古的成功投产，是
传统煤炭能源安全、高效、洁净利用的一次革命，是中国企业第
一次在 ISC 技术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水平。

中林天合（北京）森林认证中心
中林天合（北京）森林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筹建，经国家认监委（CNCA）
批准，获国家认可委（CNAS）认可的中国本土首家森林认证机构。
认证森林面积超过 650 万公顷。

财务投资

华邦投资公司

华 邦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以价值投资为导向，坚持

稳健投资，整合华邦控股

集团核心优势与相关领域

优势资源，促进各产业板

块的协同发展。财务投资、

参股兰州银行、广东南粤

银行、华邦信尔达科技检

测公司、华钥工程设计公

司、新南方学校、中为能

源、中林天合等，为公司

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

能、 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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