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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恒广源投资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恒广源投资有限公司是由原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与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于2013年 7月24日共同投资组建

的投融资平台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39655.1724 万元，原水电集

团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2.3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58%；恒健公司以

货币出资人民币 16655.1724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2%。

恒广源公司在整合恒健公司资金和资本运作优势、建工集团

产业资源和实体运营优势的基础上，明确定位以城市建设运营

商、清洁能源和新兴产业三大板块为主业发展方向，充分发挥清

洁能源基金、新兴产业基金、工程地产基金的平台作用，大力开

拓市政工程、公路道路、水环境治理、产业园区、工程地产、新

能源、环保产业、智能工程设备、高新科技等方面的项目，将基

金运营和项目投资相结合，采取直接投资、重组并购、股权投资

和参与定增等方式开展资本运营工作，吸引国发基金、金融机构、

民营企业等各类社会资本入伙壮大发展规模，努力打造多个投资

专业、领域专注、具有行业特色的优质基金平台。

自 2013 年成立以来，公司对外合作设立了肇庆恒盈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广东恒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广东恒沣投资有限公



- 2 -

司、广州恒富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恒裕源基金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广州恒佳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企业，已先后投

资了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北围园区市政基础设施项目、肇庆高新

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珠岛花园房地产项目、广东明阳风电

股权投资项目、潮州市潮安区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和

罗定市市政道路升级改造、基础设施施工、饮水工程 PPP 项目等

多个项目。

展望未来，恒广源公司将进一步推进经营体制创新、激励机

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以效益为核心、市场为导向，以城市建

设运营商、清洁能源和新兴产业为主要投资方向，将恒广源公司

打造成规范高效的企业创投基金平台。

二、管理架构

董事长沈沙亭（兼）

副董事长 王桂生（兼）

党支部书记、董事、总经理 张定辉

董事 高建营（兼）

董事 杨珊（兼）

副总经理 余家华

支委委员、副总经理 马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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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粤建集[2020]244 号，聘任马川同志为广东恒广源投资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广东恒广源投资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 2019 年度薪酬情况（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时

间

2019 年度从本公司获得的薪酬情况

预计当

年任期

激励收

入

是否在

股东单

位或其

他关联

方领取

薪酬

应付年薪

（基本年

薪+绩效年

薪）

社会保险、

企业年金及

住房公积金

的单位缴纳

（存）部分

其他货币

性收入

（注明具

体项目并

分列）

张定辉 总经理
2015年 1月至

今
61.98 8.46 0.15 12.40 否

余家华 副总经理
2015年 9月至

今
55.72 8.02 0.20 11.14 否

备注：

1.上表披露信息为我公司企业负责人 2019 年度全部应发税前薪酬(不含 2019 年发放的以往年度

薪酬)；
2.任期激励收入须经任期考核达到条件后按规定核发。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67,195

万元、净资产为51,21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46,343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1,196 万元、投资收益为 3459 万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 12 月 18 日，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广东建

柏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50%股权通过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完

成公开挂牌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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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累计到 2020 年度，公司向广东省慈善总会捐款 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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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恒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恒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恒达公司” ）成立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由广东恒广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恒广源

公司”）、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粤水电”）、潮

州市潮安区城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城投公司”）和河南

省豫北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下称“豫北设计院”）共同出

资组建。恒达公司注册资本 39266 万元，其中，恒广源公司认缴

比例 60%，粤水电认缴比例 29.99%，城投公司认缴比例 10%，豫

北设计院认缴比例 0.01%。

恒达公司是为了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工

程 PPP 项目（下称“本项目”）的投资建设任务而成立的项目公

司，主要负责本项目勘察设计、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和移交。

本项目总投资约 196329.3 万元，项目建设期 3 年，运营期

12 年，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河渠清淤疏浚及护岸整治，配套建设

沿河生态绿化带及生态休闲功能区等四方面。

二、管理架构

董事长 张定辉（兼）

董事、总经理 杜思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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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副总经理 周悦泓（兼）

董事、副总经理 江惜生

职工代表董事 许情情（兼）

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张奎

三、重要人事变动

根据粤恒广源〔2020〕16 号，聘任杜思访同志为广东恒达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企业负责人共 3 人，其中 3 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0

人在股东单位或其他关联方领取薪酬，共发放企业负责人薪酬

44.99 万元。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16,168

万元、净资产为 5,77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5,773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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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恒盈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肇庆恒盈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恒盈公司” ）成立于

2014 年 2 月 8 日，由广东恒广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恒广源

公司”）和上海广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盈公司”）

出资组建。恒盈公司是为了肇庆高新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

投资建设任务而成立的项目公司，主要负责本项目的投资、融资。

恒盈公司注册资金 5800 万元，其中，恒广源公司持股比例 70%，

广盈公司持股比例 30%。

肇庆高新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位于肇庆高新区，主要建

设内容包括市政道路、排水管网、公园景观、绿化、路灯、交通

设施和附属设施以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主要由 18 个子项工程

组成，18 个子项工程分为三部分，即管网工程、道路工程、公

园及绿化工程。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 张定辉（兼）

总经理余家华（兼）

副总经理 陆春华（兼）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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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企业负责人共 1 人，其中 1 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0

人在股东单位或其他关联方领取薪酬，共发放企业负责人薪酬

29.92 万元。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9,378

万元、净资产为 8,54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8,541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422 万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 9 -

广州恒富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州恒富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由广东恒广源投资有限公

司于 2016 年 3 月 4 日工商登记注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

本 100 万元。截止目前，已实缴注册资本 30 万元。

自 2016 年成立以来，恒富源公司合伙设立了广州恒裕源基

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恒裕源基金的普通合伙人。

三、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 张奎（兼）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无。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度无。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8.35

万元、净资产为 6.3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6.35 万

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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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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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恒裕源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公开资料

一、基金简介

广州恒裕源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是由广东恒广源投资

有限公司和广州恒富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4 日共

同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其中恒广源公司

认缴 900 万元，持股 90%；恒富源公司认缴 100 万元，持股 10%。

截止目前，全部合伙人已按照认缴比例实缴注册资本 300 万元。

自 2016 年成立以来，恒裕源基金合伙设立了广州恒源信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广州恒源信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广

州恒源信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广州恒源信叁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恒裕源基金担任新设四家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

二、管理架构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奎（兼）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无。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企业负责人共 1 人，其中 1 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0

人在股东单位或其他关联方领取薪酬，共发放企业负责人薪酬

32.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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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81 万

元、净资产为 8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81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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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恒佳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公开资料

一、源公司简介

广州恒佳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由广东恒广源投资有限

公司、广州佳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广州恒裕源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于 2021 年 1 月共同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注册资

本 23932 万元，其中恒广源公司认缴 23471 万元，持股 98.074%；

佳景投资公司认缴 460 万元，持股 1.922%；恒裕源公司认缴 1

万元，持股 0.004%。

三、管理架构

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 张奎（兼）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无。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度无。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020 年度无。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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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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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恒沣投资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恒沣投资有限公司是由广东恒广源投资有限公司、广东

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粤水电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建

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以及罗定市亿正投资有限公司（罗定市政府

方出资代表）共同组建的项目公司，于 2021 年 2 月注册成立，项

目公司作为罗定市市政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罗定市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罗定市饮水工程 PPP 项目的建设单位，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建

设管理、运营维护工作等。

罗定市市政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罗定市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罗定市饮水工程 PPP 项目位于广东省罗定市，工程总投资额为 16

亿元，主要工程建设内容有罗定市市政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罗定市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罗定市饮水工程 PPP 项目施工，包含新建、扩

改建市政道路工程以及河涌治理工程、管网工程等共计子项目 14

个，项目实施期为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16 年。

二、管理架构

董事长马川（兼）

董事、总经理 郑卫国

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邹必魁

董事、副总经理陈柏亨

职工董事 钟汉祥



- 16 -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无。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度无。

六、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020 年度无。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