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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企业 500 强收入总额突破 60 万亿元

国有企业占比首次低于 60%
2017 中国企业 500 强
榜单昨日发布，国家电网公
司 以 营 业 收 入 20939.72
亿元的规模位居榜首。 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营业收
入 19692.20 亿元）、 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营业
收入 18719.03 亿元）分列
二三位，加上第四名中国工
商 银 行 ， 营 业 收 入
10152.66 亿 元 ，4 家 企 业
营收跨入万亿元级别。 今年
入围 500 强的企业门槛再
创历史新高，营收总额也扭
转了两年下滑的态势。

2017中国企业十强名单
名次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1

国家电网公司

209397168

6358560

2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196921982

835693

3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187190290

1240662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1526600

27824900

5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95976549

2987010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4805200

23146000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7909800

18394100

8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

77448800

6239400

9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5641617

3200861

75540200

16457800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额 223.27 万 亿 元 增 长 了
14.76%，连续两年增长。
国家电网公司成为中国唯
一营业收入超过 2万亿元的
企业，仅次于美国沃尔玛，是世
界第二大企业。前四名以外，中
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
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
居五至十位。
2017 中国企业 500 强
中，四大互联网巨头“BATJ”
全部入围：京东（59名），阿里
巴巴（103名）、腾讯（109名）、
百度（213名）。

国有企业占比首次低于 60%

2017年，中国企业 500
强中有 274家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226家民营企业，分
别占 500家企业的 54.8%和
45.2%，国有企业的上榜数量
仍然高于民营企业，但是较上
年有明显减少，这是 2002年
发布中国企业 500强榜单以
来第一次国有企业数量占比
低于 60%。
尽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的数量降到了 60%以下，
它们在中国企业 500强的其

他指标上仍然占主体地位。
2017中国企业 500强中，国
有企业在营业收入、资产、净
利润、纳税、职工人数等指标
上，分别占 71.83%、86.19%、
71.76%、85.87%、74.72%，占
了中国企业 500强“总盘子”
的大多数。民营企业的上述指
标 分 别 占 28.17%、13.81%、
28.24%、14.13%、25.28%。从
2017中国企业 500强来看，
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
力、影响力没有削弱。

结构调整继续深化

榜单的变化也反映出我
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
努力。2017中国企业 500强
中制造业企业为 245家，服务
业企业为 175家，较 4年前制
造业企业减少 23家、服务业
企业增加 27家。近 4年来中
国企业 500强中共有 118家
企业进出榜单，退榜企业基本
上都处于传统产业。
2017中 国 企 业 500强
中，亏损企业有 43家，亏损面
为 8.6%，亏 损 面 较 上 年 的
14.4%大幅下降。43家企业的

北 京 晨 报 讯（记 者 刘
映 花）

亏损额达到 576.23亿元，较上
年也大幅下降。这 43家亏损企
业中，煤炭企业 10家，较上年
减少 7家；钢铁企业 8家，较上
年减少 13家；有色 8家，较上
年减少 3家。煤炭、钢铁等重点
行业的“去产能”趋势显著。
最赚钱的 500强企业仍
然是银行。工、建、农、中、交五
大银行，再加上国家开发银
行，6家银行总利润超过 1万
亿 元 ， 占 500强 总 利 润 的
36.6%。
北京晨报记者 刘映花

金融业向下，制造业向上

从500强看经济虚实新动向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10日在南昌发布的 2017中国
企业 500强榜单显示，证券业等金融行业利润普遍下降，制造业人均利
润增长近三成。
业内人士认为，数据上看，“虚”“实”经济体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有所
缓解，但从企业发展看，制造业仍需应对诸多挑战和压力。

、

1 证券业人均利润下降 49.24%

榜单数据显示，证券业近两
年的日子相对不好过，人均利润
下降 49.24%。
延续去年营收下降的趋势，
国泰君安证券今年上半年营收
111亿元，同比下降 18.99%，其
2016年的营业收入为 257.65亿
元，同比下降 31.47%。这只是证券
业萎缩的一个缩影。和上年比较，
500强企业中证券业企业营收普
遍下降，人均利润减少 56.74万
元，下降 49.24%，在服务业各行业
中，降幅最大。
银行业利润也出现不同程度
的下降。今年 500强企业榜单数
据显示，17家上榜的商业银行营

收下降 3.69%，五大国有商业银行
营业收入全部出现负增长，行业
人均利润减少 2.58万元，同比下
降 4.2%。
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业就
不赚钱了。《2017中国 500强企
业发展报告》显示，证券业收入
利润率高达 24.61%，商业银行
紧随其后，达 22.63%，均高于制
造业相关行业。证券业等金融
行业的人均利润也高出不少。
报告显示，商业银行的人均利
润最高，达 63.52万元，证券业
为 58.75万元。虽然制造业人均
利润增长不少，但也仅有 7.49
万元。

、

2 制造业盈利好转 部分企业仍艰难

从上榜今年 500强的制造业
企业看，部分行业复苏趋势明显，
但部分企业仍然艰难。
2017年度的 500强企业报告
显示，我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企
业共实现净利润 9728.87亿元，与
上年相比大幅增长 29.57%，扭转
了自 2015年以来连续两年净利
润负增长的趋势。
“制造业表现较好的原因有
二：企业投资扩张的速度有所放
慢，利润留存稍多；企业内部管理
有所提升，在降成本等方面把得
更严，使利润增长有所支撑。”中
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杨杜说。
此外，兼并重组也是制造业
企业规模增长、净利润增加的重要
推力。今年的 500强数据显示，119
家制造业企业在去年实施了并购
重组，共完成并购重组 878次。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的利

一年 200 亿涌入

国内体育消费
三年后迎风口

■纵深

“BATJ”进入榜单

2017 中国企业 500 强
排行榜是由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连续第 16次
向社会公开发布，以企业的营
业收入作为统计依据。2017中
国企业 500强的入围门槛为
283.11亿元，较上年大幅提升
39.65亿元，提升幅度是自
2002年首次发布中国企业
500强以来最大的一次。
2017中国企业 500强的
营业收入总额首次突破 60万
亿元，达到了 64.00万亿元，
较上年中国企业 500强增长
7.64%，扭转了连续两年下滑
的态势。2017中国企业 500
强资产总额达到 256.13万亿
元，同口径同比增长了
13.38%；较上年 500强资产总

利润（万元）

润主要还是来自少数盈利强势企
业，大部分制造业企业仍在艰难
求生。数据显示，净利润超 100亿
元的制造业企业有 24家，合计净
利润占制造业上榜企业净利润的
49.84%。
金融业向下，制造业向上，
“虚”“实”经济体不平衡态势有所
缓解。“制造业利润占比和五大银
行利润占比的一增一减，说明金
融和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有
所缓解。”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
会长朱宏任说。
但当前全球总需求不振，贸
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抬头，“特
别是近年来，我国企业经营成本
持续上升，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
重，企业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和
压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
张峰说。
据新华社电

近三年，互联网体育
用 品 消 费 逐 年 提 升 ，2016
年达到近 2000亿元。京东
时尚事业部运动健康部总
经理王学松近日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三年后，国内
体育消费将迎来“爆发性
的风口。”
随着体育消费的升
级，体育产业也成了资本
和互联网巨头竞相追逐的
热土。2016年，体育相关
方面的融资事件达到了
235起，融资金额接近 200
亿元。
京东与尼尔森联合发
布的 《2017互联网体育消
费报告》显示，随着中国市场
整体消费升级对体育消费的
影响，加上国内体育消费拥
有庞大的基数规模和优质的
消费者结构，中国体育消费
正进入黄金时代。
让消费者产生强烈沉
浸感的赛事场景，最能刺
激消费者边看边买。报告
数据显示在三亚马拉松、
法网、世界 杯 、欧 冠 、NBA
期间，消费者对体育用品
的关注度以及销售额都有
所提升；在腾讯直播科比
退役的 12小时内，网络下
单量随着比赛时间的到来
逐渐增加。
社交化运动成为时
尚，也推动了体育消费的
增长。报告称，80后、90后
已是体育消费市场最主要
人群，在体育运动中融入
社交活动的形态也正在形
成。报告数据显示，57%的
消费者会邀约朋友、同事、
同学一起锻炼。超过半数的
运动者会通过运动类
APP、QQ/微信等渠道寻找
有共同运动爱好的伙伴。
王学松表示，目前，我
国人均体育消费只有全球
平 均 水 平 的 十 分 之 一 ，体
育产业投资盈利的也并不
多 ，“ 现 在 还 不 能 算 是 风
口，但为了在未来迎接体
育消费的爆发，我们在体
育产业上仍然要做巨大的
投入。”据他介绍，目前京
东体育的布局已经涉及体
育电商、运动 O2O社交、
体育培训、体育竞猜、体育
场馆服务等。京东体育还
将继续与专业赛事方进行
合作，通过举办或赞助线
下赛事等方式，将单一的
实物产品销售模式转变为
场景性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