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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

世界排名前十位的企业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上年排名

1
3
2
5
6
4
7

10
12
11

公司名称

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

沃尔玛

埃克森美孚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英国石油公司（BP）
国家电网公司

丰田汽车公司

大众公司

道达尔公司

国家

荷兰

美国

美国

中国

中国

英国

中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美国排名前十位的企业
排名

2
3

11
16
18
19
22
24
27
28

上年排名

3
2
8

--
24
55
19
22
35
27

公司名称

沃尔玛

埃克森美孚

雪佛龙

Phillips 66公司
伯克希尔原哈撒韦公司

苹果公司

通用汽车公司

通用电气公司

瓦莱罗能源公司

福特汽车公司

利润(百万美元)

16999.0
44880.0
26179.0
4124.0

14824.0
41733.0
6188.0

13641.0
2083.0
5665.0

7月 8日，2013年《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排行榜公布。就在中国稳居世

界 500 强企业第二大来源国的宝座

时，我们发现榜单上企业的亏损情况

和其庞大的规模一样惊人。

世界 500强企业的上榜依据主要

是根据营业额来计算公司之“大”，可

是有些公司的实际处境却难以体现。

近期我们都听到了很多大企业亏损的

消息，这其中不乏一些海外知名的企

业巨头。这些情况并不仅存于个别国

家或地区，在每年世界 500强的榜单

上利润为负的都不在少数。

根据《财富》中文网公布的世界

500强榜单显示，今年排在第 83位的

松下电器的名次下降了 17名，利润为

-90.9亿美元。根据松下发布的年报

显示，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松下营

收下降 7%，净亏损为 7542.5 亿日元

（约合 74.6亿美元），此前一个财年的

亏损则为 7721.7亿日元。由于资产处

置、资产证券化以及资产减值损失，松

下总资产从 2012 财年的 6.6 万亿日

元缩水至 5.4万亿日元。

随着松下发出亏损的消息，“液晶

之父”夏普公司在 5月 14日也公布了

2012 财年的业绩报告，该报告显示

2012年夏普净亏损为 5453亿日元(约

53.7亿美元)，亏损额比前一财年进一

步扩大，创下公司创立以来历史最高

亏损纪录，或濒临破产。而根据本次

《财富》500 强公布的数据，夏普排名

由 354降至 383位，净利润约为 -66.7

亿美元。日本电子产业的巨头在亚洲

乃至世界都是 IT产业的先驱，如今却

因为连年亏损而陷入经济泥潭。

转回头来看中国。眼下，中国企业

在世界 500强的数量逐年增加，今年

增加至 95家，这些企业对中国经济的

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12 年，中

国企业 500强中共有 154家企业实施

了兼并重组，通过做“大”引领了行业

发展，这一年的纳税总额为 3.3万亿

元，占 2011年税收总额近四成。这样

的发展形势当然令人振奋，给人的感

觉是中国真的进入了大企业时代。

然而，当我们仔细研究世界 500

强榜单却发现，有多家中国企业身上

都背着“包袱”，比如中国远洋、河北

钢铁集团、中国铝业公司、鞍钢集团

公司等净利润显示均为负值。其中，

魏家福刚刚卸任的中国远洋，在 2012

年营业收入为净亏损 95.6亿美元。由

于连年亏损，最终中国远洋的名字前

被加上了“*ST”的标签，还面临退市

的风险。

这些信息等于是泼了一盆冷水，

给中国企业特别是正在准备冲刺世界

500强的企业提一个醒，企业规模做

大了，风险也可能随着变大；跑得越

快，也可能摔得更重。不是体积大就能

站得稳，肥胖并不意味着健康。

中国的大企业变“胖”了，但是不

够“结实”和“强壮”。有些企业急于快

速扩张，但是并购后的企业整合不到

位，在管理上不协调，内部的不健康造

成了企业的“虚胖”。这样在竞争中怎

么会有优势？

企业不能只一味做大“体积”，外

部的强不算强，企业内部“健康”才是

真的强，延长发展的持续力要不断地

新陈代谢。我国经济处在转型期，企业

发展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也十分复

杂，企业对自身的掌控和优化不够，内

部的决策和管理能力不足。在这一方

面，企业需要在规范制度、提升管理、

技术创新上下功夫，还有许多功课要

做。

企业“强”除了“量”，还要及时补

充“营养”，加强企业的应变能力、抵抗

力、创新力和资源运筹力才能更充实。

中国的大企业时代需要“大”，更需要

有实力、有活力大企业，必须走健康的

发展之路，否则，只图“体积”的大，而

留下较多病根，只会为未来的发展埋

下隐患。

2013《财富》500 强名单新鲜出
炉。在这个榜单上，中国工商银行位居

第 29位，包括建行、农行在内的多家
银行在 500 强的排名比 2012 年均有
所提升，这表明中国银行业的整体实

力在不断增强。

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负面

的声音，比如银行畸形发展已经对中

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究竟应该如何

看待类似的声音？对此，《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

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中国企业报》：有种说法认为，该

排名表现出中国银行业规模巨大，却

无法反映出其健康程度。您认为呢？

郭田勇：排名不是按健康度来排

的。再说健康的指标也不是太好衡量。

任何一个行业都不能说它非常健康，

比如说钢铁业、石油业等等都谈不上

多健康，在中国现有的制度和体制下，

形成了这么一种格局，如果制度基础

发生变化，这些企业的生存状况就会

发生变化。

《中国企业报》：中国银行业虽然荣

登 500强榜单，但是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不足始终是一大问题。甚至有人说，中

国的银行业还只是国内银行，远远谈不

上国际性质的银行，您认为该怎么样才

能让中国银行到国际上自由驰骋呢？

郭田勇：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水平，

从纵向来看，跟自己来比，还是有很大

进步的。但从国际上来看，跟大的银行

比，在经营模式和产品创新能力上，诸

如风险治理水平、风险控制能力、产品

设计开发、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产品

的定价水平上等等，还有很大差距。这

些差距会随着改革形势的变化，发生

变化。

《中国企业报》：欧美银行业在金

融危机中倒闭了很多，您认为中国未

来会出现银行倒闭的事情吗？

郭田勇：未来，银行不倒闭肯定是

不正常的。它是企业，企业只生不倒，

是不正常的。当然，大家对银行的倒闭

会有一个震惊到不震惊再到习以为常

的过程。只要各项保证制度做得好，包

括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宏观审慎监

管体系等做得好，相信到时候大家看

到一家银行倒闭，就跟看到一个饭馆

倒闭一样，见怪不怪。

郭田勇：银行业有进步有差距
本报记者 王敏

据《财富》中文网 7 月 8 日晚间
公布的数据显示，壳牌石油蝉联榜

首。中国共有 95 家公司上榜 2013
《财富》世界 500 强，上榜数量连续
10 年增加，比 2012 年增加 16 家，仅
次于美国的 132 家。

如果继续保持这样强劲的发展

势头，中国将在 2015 年赶上或者超

过美国。榜单中，美国、中国、欧洲、

日本 500强企业份额占据约 9 成，表
明 500强进入寡头时代。

新上榜 31公司中国占 18

根据榜单，中国企业（含台湾）

在世界 500强中排名前 10位的分别
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第 4
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第 5
位）、国家电网公司（第 7 位）、中国
工商银行（第 29 位）、鸿海精密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第 30 位）、中国建设
银行（第 50 位）、中国农业银行（第
64位）、中国银行（第 70 位）、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公司（第 71 位）、来宝集
团（第 76位）。

在 2013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
行榜中，中国大陆 73 家企业无一落
榜，并增加了 16 家。而新上榜的 31
家公司中，中国公司占有 18 个席
位，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排第一。

中国上榜企业结构失衡

虽然中国企业排在世界 500 强
的数量在连续上升，但中国大陆公司

却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引人注意。

从行业来看，一方面，中国银行

业的排名和利润整体有大幅度上升，

上榜的 9家商业银行占据了所有 89
家公司利润总额的 55.2%；美国金融
业共有 27 家上榜，其利润占比仅为
25.9%。金融本是服务于实体经济，
而钢铁、航运、煤炭等代表实体经济

的行业却有着不同程度的下滑。实体

经济不稳则经济根基不稳，中国过度

的金融化是值得警惕的现象。

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此次上榜

的企业中，仍然主要集中在钢铁、汽

车、资源、化工、金融等领域，基本上

属于资金密集型和资源型企业。相比

之下，像食品、制药、电子设备等以民

营经济为主的消费行业在榜单很少

出现。反观美国等发达国家，上榜企

业涉及了高新技术、食品、零售等方

面。

从所有制结构来看，中国上榜公

司的主体是国有企业，仅有几家民

营企业。

源缘家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
企业上榜，有 猿家位列前十。其中中
石油、中石化排名分别前进一位，位

居第四和第五位；国家电网继续位

列第七。

国企依旧是主导力量

从榜单可以看出，本年

度有 猿远 家中央企

业排名都有

所提升，其中

招商银行排名大幅

上升 愿远位，位列第 源员圆位；新兴际华
上升 苑愿位，位列第 源园远位；中国联通
上升 苑缘位，位列第 圆缘愿位；排名上升
超过 猿园位的企业共有 员愿家。但同时
也有 怨家中央企业排名出现下滑，其
中鞍钢下降 猿员位、宝钢下降 圆缘位、

五矿下降 圆猿位、中冶下降 圆圆位、中
远下降 员苑位，中化、东风、武钢、大唐
排名也出现下降。国药集团和中国有

色为新上榜的两家国务院国资委监

管企业，分列第 源源远位和 源愿圆位。

沙钢排名逆势上升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不含台湾

和香港）上榜的民营企业由 5 家增
加至 7 家，新增的两家企业是正威
国际集团和民生银行，但民营企业

所占比例依然较低（仅占 7.8%）。相
比之下，发达国家的 500 强企业则
多为私营企业或股份制企业，且多

处于高度竞争行业。

在 95 家入选世界 500 强的中
国企业中，有 79 家排名比 2012 年
上升（约占 80%），其中上升幅度比
较大的有，交通银行（上升 83 位）、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上升 87
位）。有两家企业排名不变，分别是

国家电网公司（第 7 位）和河
北钢铁集团（269位）。有 14家

企业排名下滑，其中下滑幅度较大

的有，中国五矿集团公司（由 169 位
降至 192 位），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由 197 位降至 222 位），鞍钢集团
公司（由 462 位降至 493 位）。值得
一提的是，在钢铁行业整体下行的

背景下，作为民营企业的江苏沙钢

集团却由 346 位上升至 318 位，让
之前沙钢将跌出 500 强的传言不攻
自破。

今年，世界 500 强企业的总收入
比上一年提高了 2.77%，达 30.3 万
亿美元，但总利润却下降近千亿美

元（约 5.5%），这说明世界经济整体
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依然严

峻，因此，对世界 500 强中企业数量
增加和排名上升不应过分乐观。要

打造基业长青的世界一流企业，中

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500强展现中美欧日“四极”
任腾飞

邢滋沂

亏损的 500强企业令人担心

中国(不含香港和台湾)
排名前十位的企业
排名

4
5
7

29
50
64
70
71
80
93

上年排名

5
6
7

54
77
84
93
81

100
101

公司名称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中国 9家上榜的银行
排名

29
50
64
70
243
411
412
428

上年排名

54
77
84
93
326
--
498
--

公司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

招商银行

兴业银行

利润(百万美元)

37806.5
30618.2
22996.9
22099.5
9251.9
5953.6
7175.6
5502.7

中国有 95家企业入围，如果继续这样强劲的发展势头，
将在 2015年赶上或者超过美国

中国11家负利润企业
排名

111
269
273
302
305
355
376
401
404
432
493

上年排名

129
269
298
280
337
402
369
384
397
--
462

公司名称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河北钢铁集团

中国铝业公司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CPC）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鞍钢集团公司

利润(百万美元)

-1744.3
-182.3
-786.3
-806.0
-1137.2
-186.7
-135.2
-379.8
-436.1
-68.9

-15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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