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山东远通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简 介

山东远通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通公路集

团”）成立于 2005 年 6 月，注册资金 1.2 亿元，作为枣庄交运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枣庄市唯一一家具有公路工

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的施工企业，同时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公路工程综合乙级试验

检测资质。现有员工 253 人，其中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193 人，专

业技术人员 157 人；各类工程、养护施工设备 140 余台（套），

机械设备固定资产 4554 万元。

远通公路集团立足枣庄、面向周边，深耕主责主业，先后承

建了 S241 平滕线大修工程、G206 烟汕线大修工程、G104 京岚线

枣庄境内段中修工程等工程。同时积极开展与央企、省企合作，

承建了 S103 济枣线大中修工程、京杭运河枣庄段整治应急通道

工程,累计合同额达 9.2 亿元。

近年来，远通公路集团成功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枣庄

市重点实验室”、“枣庄市科技小巨人企业”、“枣庄市专精特

新企业”、“枣庄市全员创新企业”等荣誉；拥有发明专利五项、

实用新型专利十四项、软件著作九项，实现了交通运输企业安全

生产标准化与高新技术开发。未来，远通公路集团必将发挥好国

有资源优势，建设精品工程、放心工程，为加强公路交通建设、

促进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枣庄国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
简 介

枣庄国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为市属国有一级企业枣庄交运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6 月，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位于枣庄市薛城区光明大道 4139 号（市交通运输局

办公楼），具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主要从事公路工

程施工、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程和交安工程的施工。

近年来，参与 G104 京岚线枣庄境内段中修工程三标段（界

微线三标）交安工程、枣木枣临连接线提升改造工程等项目。与

中铁十四局等央企达成合作意向，依托枣庄区域内现有在建项

目，建立项目合作机制，深化探索多种合作模式，实现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山东路鑫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简 介

山东路鑫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8 月，注册资本

1 亿元，位于山东省枣庄市高新区民生路 659 号嘉汇大厦一层 2

号，为枣庄交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一级子公司。主营业务为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信息咨

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

路鑫投资公司现为市委市政府重点工程项目枣木枣临连接

线提升工程的建设单位、投资主体,该项目路段全长约 27.4 公

里，主要建设内容为道路、桥涵、给水、雨水、照明、交通设施、

景观绿化等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9.6 亿元。力争三年内将公司打

造成为公路投资、建设、经营管理以及公路产业链创新开发的综

合性企业。



枣庄交发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简 介

枣庄交发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枣庄交运集团）成立于

2021 年 12 月，注册资本 1 亿元。集团下设山东省盐业集团枣庄

有限公司、国兴材料公司、国发材料公司、基础工程公司、远通

生产中心等多家子公司，厂区总占地面积超 10 万平方米，建筑

面积超 45000 平方米。主营业务涉及沥青混凝土、商品混凝土、

路面基础混合料等生产材料的加工销售；新型建材研制及销售；

道路运输服务（货物）；罐车、泵车等机械设备租赁；智慧停车

场（新能源充电桩）、垃圾清运、渣土运输、乡村智慧物流仓储、

应急物资储备等。

材料集团先后与中交一航局、中铁十四局、山东高速集团等

央企、省企合作，参与京杭运河“三升二”改造项目、京杭运河

枣庄段二级航道（马兰桥以上）整治应急通道工程 EPC 总承包项

目等；产品及运输业务参与国道 G104、枣木枣临连接线(店韩路)

提升工程、省道 S318、省道 S241、台儿庄运河大桥等枣庄地区

重大交通基础工程建设。

集团承担市委市政府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智慧停车场建设运

营，预算总投资 7.99 亿元，建设公共停车泊位约 2.1 万个，充

电桩约 3000 套；承担中央专项债项目两个（乡村应急物资共享

储备库、乡村智慧仓储物流项目），总投资 9 亿元，建设智能化、

动态化、共享型应急物资云仓储智慧物流平台及调度中心。为“工

业强市、产业兴市”贡献国企力量。



山东省鲁盐集团鲁南有限公司
简 介

山东省鲁盐集团鲁南有限公司是由山东省鲁盐集团有限公

司（占股 51%）与山东省盐业集团枣庄有限公司（占股 49%）共

同出资组建的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于 2021 年 4 月注册成立，是

鲁南地区最大的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下设市中、薛城、峄城、台

儿庄、山亭 5 个分公司和鱼台食盐配送中心，现有员工 40 人。

主营业务为盐产品及食盐批发、食品经营、交通道路货物运输、

日用品批发、物流配送等业务。销售“鲁晶”等品牌食盐产品惠

及消费者达 700 余万人，拥有智慧化的物流配送体系，可直配各

类终端网点 10000 余家，覆盖枣庄市五区及济宁市的微山、鱼台、

金乡等县。



枣庄交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筹）
简 介

枣庄交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集团”）是按

照枣庄交运投资集团组建总体部署和工作要求，以交运置业服务

有限公司为基础，整合汽车后服务板块组建。下辖 7 个子公司，

现有员工 191 人，资产总额 8000 余万元。主营广告设计发布、

建筑装饰装修、建筑工程施工、商贸经营、汽车性能检测、驾驶

员培训、道路从业人员培训、汽车维修等业务。拥有建筑工程总

承包三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一级）、一类机动车维修等专

业资质。实业集团与博雷顿（山东）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建立合

作关系，成为鲁南地区（枣庄、菏泽、临沂、济宁）博雷顿电动

装载机系列产品独家品牌经销商，将在鲁南地区建立起完整的行

销及售后服务网络。



山东大河航运有限公司
简 介

山东大河航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4 月，注册资金 3118

万元，隶属于枣庄交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物业管理、

船舶再生物资回收、装修工程、船员培训、商贸服务五大版块。

目前拥有物业合作单位24家, 再生物资回收船舶6艘,四星级标

准建设的船员培训中心 1 家。公司围绕“社会认可、客户满意、

行业尊重、员工自豪”愿景,致力于服务宜居宜业城市,不断提升

物业管理服务水平,打造“红色物业”品牌；提高船舶垃圾处理

技术水平,打造绿色生态环保水运；优化商贸服务质量,推动销售

市场由市内走向全国。公司连续 7 年被市文明委评为市级文明单

位。未来,公司将秉承“诚信赢得市场，服务铸造品牌”理念，

以“品质、高效、合作、共赢”为服务准则，坚持立足枣庄、面

向周边、跨越发展，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打造客户满意度标杆、

品牌标杆、团队战斗力标杆；实现服务力领先、产品力领先、市

场力领先, 加快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步伐,努力建设口碑与效

益双赢的现代化企业。



枣庄交通发展集团寨山矿业有限公司
简 介

枣庄交通发展集团寨山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4 月，

注册资金 6000 万元，位于台儿庄区涧头集镇旺庄村寨山，主营

业务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采、加工。矿山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

取得了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 0.186km2，储量规模 1611.6 万吨。

项目总投资 2.3 亿元，新建时产 800-1000 吨骨料加工线一套，

设计产能 200 万吨/年，主要生产不同规格的骨料产品。

2021 年，寨山矿业公司安全设施和绿色矿山建设均通过验

收。先后与中铁十六局，中建一局，中交二航局、中建五局、山

东高速路桥集团等 10 余家央企省企开展了合作，产品用于省级

以上重点工程项目,每年可实现利税 4000 余万元。



枣庄国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简 介

枣庄国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顺招标公司）成

立于 2020 年，注册资本金 148 万，是一家涵盖工程咨询、工程

（投资）咨询、政府采购、招标代理、造价咨询、项目管理、财

务咨询等投资建设全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咨询服务企业。

国顺招标公司拥有国家相关部委颁发的招标代理、工程监

理、工程造价咨询等多项资质。目前在职人员近 20 人，具备注

册建造师、注册造价师、注册咨询师、招标师等多项注册执业资

格。公司自成立以来，先后承揽开展了纯电动公交车采购项目、

山东丰源集团给水厂土建工程施工及监理项目、枣庄中安集团西

王社区项目、枣庄市公铁中心庄里水库道路竣工决算审计项目、

薛城经济开发区配套建设工程项目，枣木枣临连接线提升工程前

期服务项目、寨山矿业公司生产线建设等 300 余项业务，总标的

额达 20 余亿元。业务领域涉及公路、房建、矿山、交通、水利、

能源、化工、通信、金融、教育等多个行业，能为客户提供全方

位的优质服务。

国顺招标公司秉承“高效规范、专业细致”的服务理念，获

得了客户和社会的高度认可和一致好评，先后荣获枣庄市精神文

明单位、招标代理机构“优质服务”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

国顺招标公司将继续弘扬“团结高效、创新一流”的企业精神，

坚持“诚信卓越、服务客户、合作共赢”的价值观，致力于成为

同类型同行业最优秀的投资建设全过程咨询服务商。



枣庄路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简 介

枣庄路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发监理公司”）

成立于 2019 年 9 月，注册资金 1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工程监理、

试验检测、技术咨询、技术研发。先后参与 6 条重点高速公路和

30 余条国省干线工程建设，被授予枣庄市交通运输工作先进集

体、优秀品质工程一等奖等二十余项荣誉称号。

路发监理公司先后参与过枣临高速、枣木高速等 6 条重点高

速公路和庄里水库特大桥工程、S241 临徐线峄城吴林至鲁苏界

段大中修工程、S515 世纪大道、S318 郯兰线改建工程、京杭运

河枣庄段二级航道整治工程、S322 枣欢线官桥至微山界段工程、

滕州市农村公路大中修等 40 余条国省干线工程建设。

目前，路发监理公司已与新疆昆仑工程咨询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开展战略合作，双方发挥各自优势，互助互利，展开全方位合

作。路发监理公司将围绕“立足枣庄、面向周边”的发展规划，

助力集团跨越式发展。



山东路达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简 介

山东路达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是由山东高速集团下属子

公司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与枣庄交运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注资成立；是一家致力于道路工程勘察、测量、试

验检测、规划、咨询、设计科研的专业服务型技术公司，持有工

程设计公路行业专业丙级资质，是枣庄地区唯一一家公路勘察设

计公司，拥有实用新型专利 20 项，发明专利 5 项，2021 年获枣

庄市“市级文明单位”。

公司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品牌培育，注重各类专业人才的积

累，逐步适应和满足交通工程行业对规划、咨询、设计的需求。

现已完成临滕高速、高商高速、济广高速等高速项目及枣庄地区

国省道养护工程项目、京杭运河枣庄段二级航道（马兰大桥以上）

工程 EPC 总承包项目、枣庄机场道路建设工程、光明大道优化提

升工程等重点项目设计工作。公司将努力打造成枣庄及周边地区

交通工程设计标杆企业，致力成为一流的综合类工程咨询服务

商。



枣庄市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简 介

枣庄市人才发展集团(以下简称人才集团）是枣庄市委、市

政府在整合全市国有人力资源类产业资产的基础上，于 2019 年

9 月成立的市管国企，是山东省第一家人才集团，也是枣庄市唯

一一家国有专业人力资源服务平台。目前在服务外包、劳务派遣、

招考招聘、教育培训和人才公寓改造及运营管理等业务领域拥有

完整的产业链，业务范围辐射到北京、徐州、临沂、济宁等地市。

人才集团下设 5 家子公司，分别是枣庄市人力资源合作中心有限

公司、枣庄市心诚职业培训学校、枣庄市心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枣庄市人才公寓管理有限公司和山东国信教育有限公司 5 家公

司。近年来，共承办党务政务业务等各类培训 215 场、培训 1.7

万余人次；合作 80 家单位组织招考 150 余场、服务考生 3.2 万

余人次；为 130 余家企事业单位提供员工岗前培训、在职职工技

能提升线上培训 20 期、线下培训 11 期、参与 2.7 万余人次；与

115 家单位合作，提供派遣服务 4000 人次。人才集团坚持服务

社会、服务人才、服务发展的理念，先后荣获“2020 年度枣庄

市人才工作先进单位”“市直文明单位”“枣庄市先进基层党组

织”等称号。



枣庄市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简 介

枣庄市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71 年，承担着

枣庄市公益性城乡专业客运职能，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达到国家

二级标准。经营范围包括公交运营、道路客运、旅游包车、汽车

租赁、公务用车平台、出租车、汽车维修保养、物业服务等业务

领域。集团下辖 11 个分（子）公司，在册职工 3100 余人，现有

各类公交线路 80 余条，线路总长度约 2100 公里，省内、省际客

运线路 58 条。拥有车辆 1700 余辆，年营运里程近 4000 万公里，

年客运量近 4300 万人次。集团先后荣获“厚德鲁商 诚信公交”

竞赛活动先进企业、“优秀城市交通客运企业”、“5.20 全国

公交驾驶员关爱荣誉单位”等荣誉称号。

集团近年来共优化线路 28 条，新开通枣庄学院新校区等普

通公交线路 3 条，开通 BRTT2 临时线，将 101 路等 8 条线路纳入

BRT 运营线网，实现与 BRT 同台免费换乘，将 11 条城乡公交线

路与 BRT 发车区整合，实现城乡公交与 BRT 无缝衔接，互联互通。

先后与国家电网、中国邮政、中联水泥、枣矿集团等央企省企签

订合作协议，实现合作共赢，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