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广润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广润集团）是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公司（简称：四川省铁投集团）全资核心子集团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金30亿元。公司致

力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培育，涉及现代物流、医疗康养、文化教育及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

公司按照四川省委、省政府全面推进构建现代服务业“一核两带五区”发展新格局，努力建设“西部现代服务业强省”的重要战略部署，依托四川省铁投集团在铁路、高速公路、新型城镇化投资建

设等领域的资源优势，积极推进我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助力四川省铁投集团打造“跨国、跨行业、跨领域、跨所有制”的千亿级国际化综合型产业投资集团，实现迈入“世界500强”宏伟目标。

公司按照“一主两翼”战略布局，未来将发展成为以“现代物流”为主，“医疗康养、文化教育”为辅，集高速公路运营、信息科技、产业园区、地产开发等为一体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大

型产业集团。

一、公司简介

二、招聘岗位

在此，广润集团诚邀海内外各层次杰出投
资人才、优秀管理人才及物流、文化、教育、医
疗、康养等行业各类人才加盟。

（一）广润集团本部投资发展部人员：包括
部门负责人、主管、一般工作人员。

岗位要求：
1.硕士及以上学历，具有物流、教育、医

疗、地产等行业投资经验，或企业股权并购、收
购经验（其中部门负责人要求5年以上相关经
验）；

2.年龄45周岁以下，条件优秀者可放宽；
3.熟悉金融、投资、法律等相关专业知识，

拥有一定的优质客户资源，具备良好的职业素
养。

（二）广润集团本部人力资源部人员：包括
部门负责人、主管、一般工作人员。

岗位要求：
1.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

理、工商管理、统计学、会计等专业毕业；
2.年龄45周岁以下，具有大型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经验（其中部门负责人需要3年以上人
力资源总监或人力资源部经理工作经验）；

3.了解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对人
力资源管理各个职能工作模块有较深入的认
识，熟悉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三）广润集团本部市场运营部人员：包括
部门负责人、主管、一般工作人员。

岗位要求：
1.投资、金融、财务、经济类相关专业硕士

及以上学历，MBA、有海外留学经验者优先；
2.年龄45周岁以下，具有投资、融资、财务

等工作经验或具有上市公司、PE/VC相关工作
经历者优先；

3.熟悉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熟
悉资本运作、财务、法律等相关知识；

4.具有较强的财务分析和投资分析能力，
了解投资、IPO、企业并购、重组、投融资等业
务；

5.熟练运用各种常用办公软件，良好的中
英文书面及口头表达能力；

6.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其中部门负责人
要求5年以上相关经验）；

7.综合素养佳，良好的职业操守和组织协
调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强，出色的判断与决策能
力、谈判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及文字处理能力，
有较高政治素质、事业心和责任感，诚实可信。

（四）广润集团下属教育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岗位要求：
1.硕士及以上学历，教育、管理、投资、金融

等专业毕业；
2.年龄35—45岁，条件优秀者可放宽；
3.具有教育行业5年以上工作经验，其中任

职主管级以上岗位2年以上，具有主持或参与
筹办K12类项目经验者优先；

4.熟悉教育相关的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及
行业动态，熟悉各类教育产业项目合作模式（包

括但不限于PPP模式）及运营管理模式；
5.对教育产业的相关信息具备较高的敏锐

性，具备较强的投资分析决策能力、评估统筹能
力、方案设计、沟通协调、计划与执行能力。

（五）广润集团下属医疗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岗位要求：
1.硕士及以上学历，生物、医学等专业毕

业；
2.年龄30—45岁，条件优秀者可放宽；
3.思维敏捷、逻辑能力强、具备较强的数据

分析能力；
4.5年以上医院管理经验，擅长运营管理、

行政管理，具有医院筹建经验者优先；
5.了解医院各诊疗专业基本常识，熟悉现

代医院诊疗服务流程管理规范、医师绩效评价
及其职称评定原则；

6.抗压能力强、具有团队协作意识和良好
的沟通能力。

（六）广润集团下属省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包括上海公司、深圳公司、海南公司）。

岗位要求：
1.硕士及以上学历，管理类、项目管理类相

关专业；有5年以上投资相关工作经验；
2.年龄30—45岁，条件优秀者可放宽；
3.有知名企业大型物流、文旅、康养等项

目投资工作经验，优秀的沟通、合同起草、谈
判、签署筹划能力；

4.熟悉金融、投资、法律等相关专业知识，拥
有一定的优质客户资源，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

5.具有公共关系协调，市场研究，趋势预
测，提供经营决策与市场应对方案的专业能
力；

6.此次招聘的三个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主
要负责该子公司投资工作，需在公司所在地工
作（上海、深圳、海南）；

7.熟悉当地（上海、深圳、海南）的地方性政
策。

三、薪酬与福利待遇

四、报名及联系方式

（一）报名方式
应聘者填写《个人简历》，在规定时间内将

《个人简历》发送到指定邮箱：ZH@scgrwl.com
（二）报名时间
自发布招聘信息日起15天内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卉 联系电话：028-67190223
公司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4号凯乐国际3栋10楼
相关笔试、面试事宜我司将根据简历甄选

情况另行通知。

广润集团将为入选者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
和福利待遇，具体工资面议。

四川广润投资发展集团
2019年人才招聘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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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应急驰援/
四川省启动二级响应,多

支救援力量奔赴现场

6月17日22：55，在宜宾市长宁
县双河镇附近（北纬28.34度，东经
104.90度）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
16公里。地震发生后，四川省政府启
动二级响应。四川省应急管理厅派
出前方工作组，由副厅长吴金炉带队
赶赴震中。国家矿山救护队芙蓉队、
宜宾市矿山救护队、兴文县矿山救护
队、珙县安顺矿山救护队、筠连县矿
山救援大队、叙永县矿山救护队、应
急救援信息中心、云南东源矿山救护
队等救援队正紧急奔赴现场实施救
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四
川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截至17日
23：43，宜宾消防救援支队共出动13
车63人前往震中，总队启动2级应急
响应，全勤指挥部已遂行出动。

绵阳、眉山、乐山等多地消防救
援支队集结待命。记者从眉山消防
救援支队了解到，接到命令后，眉山
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集结城区特勤
中队、百坡路、彭寿路中队43人、5车
做好救援准备。

17日23：45，四川省人民医院应
急救援快速反应小分队在30分钟内
集结完毕，携带3天的生存保障物
资，连夜出发赶往宜宾。这组由9人
组成的应急快反小分队将作为整个
救援的先遣部队，打开头仗，参与现
场救援，并为下一步大部队救援计划
提供前线信息。23：55，乐山市消防

救援支队重型地震救援队15车55人
2犬紧急赶赴宜宾长宁地震灾区。地
震发生后，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宜
宾市第二人民医院也派出救护车和
医务人员赶往地震区域救援。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向地震灾区
紧急组织调拨5000顶帐篷、1万张折
叠床、2万床（件）衣被等中央救灾物
资。

/官方通报/
震区100公里范围内地表

未发现大规模区域性活动断裂

18日0：40，四川省地震局召开
新闻发布会，通报相关情况。省地震
局监测预报处处长杜斌表示，此次地
震的震中位于长宁双河镇，处于四川
南部，构造上位于相对稳定的华南块
体（扬子准地台）内，震区100千米范
围内地表无大规模区域性活动断裂。

截至18日00：40，已发生M3.0
级以上地震6次，其中M3.0～3.9级3
次，M4.0～4.9级 2次，M5.0～5.9级

1次。震情动态还在持续监测中。
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中国

地震局和四川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
重视，迅速做出重要批示。四川省
地震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地
震现场工作队35人、9台车辆于17
日 23：50赶赴震区，开展现场震情
分析、流动地震台架设与监测、烈度
调查、应急通讯、震区科学考察等工
作，并积极协助当地政府开展抗震
救灾工作。

/最新消息/
地震造成2人死亡19人受伤

救援队伍到达受灾地点后，紧急
展开救援，争取更多生命的可能。根
据官方微博@四川省地震局，17日
23：30，宜宾武警长宁中队官兵徒步
到达震中双河镇西街了解灾情、展开
救援。

经过勘查，官兵发现坍塌体下有
生命迹象，废墟主要是房梁石块组
成，官兵马上开始打通救援通道。第

一名被困人员于0：20被救出，截至
18日1：26，官兵一共救出8人。

另外，凌晨1：30许，在长宁县葡
萄村八组竹林口，宜宾消防救援支队
指战员和国家矿山应急救援芙蓉队
合力救起1名在地震中被埋压的女
子。截至18日1：45，宜宾消防救援
指战员已在葡萄村八组搜救出3名
被困群众。

根据宜宾市委宣传部通报的消
息，截至18日凌晨1：20，地震已造成
全市19人受伤，1人失踪，9人被困，2
人死亡。其中长宁县1人死亡，15人
受伤，被困9人；珙县1人死亡，4人受
伤。相关救援人员已抵达现场，正在
开展紧急救援工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晨钟晓璐

综合川报观察

6月18日凌晨0：40，宜宾消防救援支队指战员联合当地村民，在长宁县葡萄村八组竹林口成功搜救出两名在地震中被埋压的群众。（视频截图）

一夜无眠 多支救援力量赶赴震区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17
日22：55，在四川省宜宾市
长宁县双河镇（北纬28.34

度，东经104.90度）发生6.0级地
震，震源深度16公里。

地震发生时，成都、宜宾、乐山、
内江、重庆等地均有震感。

截至6月18日0：55，共记录到
2.0级以上余震22次，其中5.0-5.9
级1次，4.0-4.9级2次，3.0-3.9级
3次，2.0-2.9级16次。

截至18日凌晨1：20，地震已造
成宜宾全市19人受伤，1人失踪，9
人被困，2人死亡。

◆现场亲历◆

宜宾长宁发生6.0级地震 已造成2人死亡19人受伤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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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在长宁县中医院，医务人员救治地震
中的伤者。 新华社发

重庆游客竹海受惊
“酒店一些地面墙壁出现裂缝”

6月17日晚，宜宾市长宁县发生6.0级
地震。当时正在宜宾市长宁县竹海世外桃源
度假酒店里休息的重庆游客刘江意识到地震
后，立马跑出酒店，和众多游客一起撤离到外
面的空地上。“震感很明显，一下子就反应过
来应该是地震。”刘江形容，震感最强烈时自
己都还没法站稳。“酒店的玻璃遭到了损坏，
一些地面、墙壁等地方都出现了裂缝。”

之后，酒店外飘起了小雨，还不时有余
震发生。刘江告诉记者，酒店方面为住客们
分发了浴袍和雨伞。安全起见，刘江和其他
住客决定在大巴车上休息一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一男一女被困电梯
救援队员安抚：“千万莫慌！”

6月17日23：36，在宜宾市珙县（北纬
28.43度，东经104.77度）发生余震。

凑巧的是，余震发生时，宜宾珙县时代
广场一男一女在乘坐电梯抵达1楼时，遇上
了这场余震。受地震影响，电梯坏了，两人
被困其间，通过呼救有人前往救援。

赵秋华目睹了救援的过程。
事发时，赵秋华在彩虹桥和朋友们一起

吃饭。当他听说时代广场电梯里有人被困
时，赶紧冲了过去。他当过12年救援队员，
今年4月30日才辞掉珙县安顺矿山救护队小
队长的职务。“我就在想，我的救援经验很丰
富，我想过去帮个忙。”赵秋华小跑过去，已
经有人在救援。他明显感觉到，电梯里的人
有点紧张，他便在外面安抚“莫慌！莫慌！”
通过安抚，他感到二人的情绪平静了下来。

通过努力，23：53，被困的两人全部脱
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席秦岭
见习记者 邱静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