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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上榜企业的数量和质

量均有所提高，规模和排名大多有

所提升。中国不仅以95家上榜企业
位列世界第二，近九成上榜企业排

位也节节攀升，其中有13家企业进
入前100名、3家企业进入前10名。

进入前 10名的三家企业中石
化、中石油都比去年上升了一个名

次，分列第4、第5位，国家电网排名
没有出现变化，仍然保持在第7位。
这三家企业的年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了约14%、16%和15%，利润总额分
别增长了-13%，12%，117%。

1、新增16家新面孔，9家来自能

源领域

虽然今年世界500强企业的上
榜门槛提高到了232亿美元，约合
人民币1421.78亿元。但中国内地仍
然有16家企业新晋世界500强。

16家新上榜企业中有9家来自
煤矿、有色金属等资源能源领域。其

中煤炭企业有5家，全部来自山西。
新入围的企业还包括北汽、广

汽两家汽车制造企业，浦发银行、民

生银行、兴业银行三家商业银行以

及以医药为主业的中国医药集团和

以商贸为主业的上海百联集团。

2、企业亏损现象突出，平均利

润率则由之前的5.4%下滑至3.9%

上榜的95家中国企业总收入为
5.2万亿美元 ，比2012年增长23.8%。
但平均利润率为3.9%，较去年5.4%
的平均利润率有较大下滑。此外，在

中国上榜企业中，仅有12家企业的
利润率达到10%以上，有11家企业在
去年出现了亏损。

出现亏损的企业则相对集中在

钢铁、有色、煤炭、化工、船舶等行

业。亏损最为严重的企业是鞍钢集

团公司，亏损额为15.9亿美元。此外，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铝业公司、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

公司、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也分别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

3、银行业利润过剩，隐含金融

风险的可能

在今年的榜单上，中国银行业

排名集体大幅提升。工商银行、建设

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排名比上

年晋升了20—30位，交通银行、招商
银行排名分别比上年晋升了83、86
名。今年还有3家银行上榜，它们是：

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和兴业银行。

不久前闹“钱荒”的中国银行业

也被证实是中国最赚钱的行业，其

盈利能力甚至让世界惊叹。“保险公

司跑着挣钱，证券公司坐着挣钱，银

行躺着挣钱”。这是中国三大金融行

业盈利模式的生动写照。今年

中国入围的9家银
行利润约

为

14

68
亿 美

元，中国

95家上榜企业
利润总额约2656亿美元，
9家银行利润占据中国所
有上榜企业利润总额

的55.2%。这9家银行
的利润率都在 20%
以上，其中工商银

行 的 利润 率 最

高 , 达 到

28.29%。中国
工商银行年

收 入达 到

1336亿 美
元，利润

达 到 378
亿美元，成为全

球银行业的老大，其盈利能力在全世

界仅次于美国的石油巨头埃克森美

孚公司、高科技公司苹果公司以及俄

罗斯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在2013年世界500强最赚钱的50
家公司中，四大行是“唯一”跻身前10
的中国企业。中国工商银行以378亿

美元的利润总额排在世界500强最赚
钱公司第4位，建设银行 (利润306亿
美元 )、农业银行 (利润230亿美元 )和
中国银行(利润221亿美元 )也排在了
世界500强利润榜的第5、第9和第10
名。

上榜的9家银行利润占据中国
（含香港，不包括台湾）上榜89家企
业利润总额的半壁江山，足以看出

中国整个经济利润蛋糕被银行业

攫取过多。前一段时间“钱荒”的发

生就已证明，银行业不把资金用于

服务实体经济，而是在同业资金

“空转”，或用于房地产、融资平台

领域，这都将会

引发更大

的金融风险。

4、高杠杆率导致中国企业负债

风险很高

今年《财富》世界500强的总杠
杆率 (以总资产除以总股东权益 )为
8.35倍，美国企业总体为6.65倍，中
国大陆企业总体为8.67倍。剔除掉金

融企业，中国的非金融上榜企业的

杠杆率为4.42倍，而美国同行则仅
2.79倍。这意味着，这些晋身全球财
富榜的中国企业负债风险很高。一

旦中国经济开始放缓，面对市场和

需求萎缩，过高的杠杆率可能会从

银行传递到实体企业，进而拖累整

个国民经济，并形成恶性循环。金

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融

企业的杠杆率过高。也就是说，它

们的借款总额和贷款总额相对于

股本金过高。前者随经济形势而波

动，本来它的起伏应由后者吸收，

但前者太大，以致后者无力，故由

政府介入，给金融企业兜底。中国

金融危机隐患值得警惕。

5、大量产能过剩行业

进入500强榜单

中国今年仍有大量产能过剩

的行业进入500强的榜单，包括钢
铁、煤炭、有色金属等。钢铁行业今

年有包括宝钢、河北钢铁、鞍钢等6
家入榜，但是去年中国的钢铁行业

却是产能过剩，而且创下了全行业

的亏损。其中，河北钢铁集团、鞍钢

集团去年的净利润为负。产能过剩

是我国钢铁行业目前面临的首要

问题。与日、美来自制药、软件、计

算机等技术密集型、创新型企业相

比，中国的钢铁企业确实是“大而

不强”。钢铁行业亟须从传统制造

业向服务制造业转型。

此外，今年新上榜的企业中，

还有 9家属于能源型的企业，其中
有5家煤炭企业，全部来自煤炭大
省山西，但 2012年，煤炭行业结束
了 10年黄金期，整个行业不景气
已经到来。这些上榜企业生产经

营不可持续性问题已经凸现出

来。

6、入

围 的 企

业基本没有

大的跨国品牌

中国大陆入围财

富500强的89家企业，没有一家具有
国际声誉的品牌。无论是位居排行

榜前十的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电

网，还是其他企业，其在业务分布、

利润来源、品牌的知名度上，影响基

本仅限于中国。“两桶油”的利润，

80%以上来自中国，除了华为和联想
这两家民企的国际业务尚可圈可点

之外，其他入围的企业基本都属于

真正的“中国企业”，他们的营业收

入大部分都来自国内，这些企业与

真正全球化、国际化的跨国企业差

距还很大。

以联想集团为例，第三次入榜

的民营企业联想集团凭借全年业绩

的强劲增长，在世界500强中的排名
大幅提升41位，达到329名。联想集团
2012/13财年的全年营业额达到创纪
录的340亿美元，全球个人电脑市场
份额升至15.5%，创历史新高。联想集
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将此归功于
清晰的的战略、创新的产品、高效的

业务模式以及多元化的团队和文化。

然而，苹果去年的利润差不多

420亿美元，而联想的利润只有6亿多
美元，连苹果的1/80还不到。从销售
收入来讲，联想仅相当于苹果的1/5。

7、中国汽车行业稳步发展

今年中国车企有7家上榜，其中
北汽和广汽首次跻身榜单，分别排

名第336和483名。而所有上榜汽车
企业中，一汽集团、长安汽车母公司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兵器装备工业集
团)分别比去年前进24、29名。吉利控
股集团、东风汽车集团分别比去年

下降3、4个名次。7家车企中，只有吉
利一家民营大企业。

8、16新星半数靠“矿”吃饭，山

西煤企逆市做大

入围的95家中国企业中，有16家
为新入围的企业。这其中有9家来自煤
矿、有色金属等资源能源领域。今年，

山西有新的5家煤炭企业入围世界500
强榜单，分别是：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第403位）、山西阳泉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第407位）、潞安集团
（第430位）、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第432位）、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第435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五家煤企无

一例外的都是当年山西省进行煤炭

资源整合的主体。山西省曾在2005
年和2009年进行了两次煤炭资源整
合，规模大幅提升，由此进入世界

500强。但是这些通过整合做大的企
业竞争力却比较差，与大批煤炭企

业挤进排行榜对比明显的是，这几

家企业总体利润率还不到0.2%。尽
管煤炭形势不好，但煤炭企业的贸

易额度在2013年包括以后都很难降
下来，因为企业要“以量保价”，《财

富》评选的标准是营业收入而不是

利润，所以国内煤炭企业明年还将

有望继续入选，甚至不排除有更多

煤企上榜的可能。

（执笔：李锦、罗小清）（文中图

表均为罗小清制作）

中国95家入围企业的八个特点

（上接T01版）

这些企业多属于资源性垄断和

政府管制行业，企业的巨额收入和盈

利大多依赖资源垄断和政府补贴，存

在着创新能力不足、管理基础薄弱、粗

放式和外延式经营等问题。这种以透

支资源和资本为代价的发展是不可

持续的。

另一方面，从企业榜单上看，中国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以及第三产业、新

兴产业企业非常稀缺。技术型、创新型

的电子类、IT类企业所占比重较小，其
中电子类仅有2家，计算机类仅3家，
而这其中台湾就占据了4家，中国大陆
仅有联想一家计算机设备公司。而日

本有7家电子电气设备企业，有3家计
算机设备公司，这进一步凸显了我国

大陆地区技术类和创新类企业的差

距和不足。

在500强分行业榜单上，一共52个
行业，中国企业只集中在27个行业里，
在其余的食品、服装、家居、保健、娱

乐、信息技术服务等第三产业服务业

榜单上，中国都交了白卷。房地产企业

一向是造富宝地，但值得注意的是，本

次财富500强榜单中，中国房企只有一
家上榜，但这家房企不是中国地产老

大万科，而是绿地集团。绿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317.387亿美元的营业收
入，排名从去年的483位上升到359位，

成为唯一一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内

地企业。

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结构

性失衡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重投资

而轻消费的结果。资源型企业也并非

高枕无忧，由于利润缩减，增长放缓等

原因，鞍钢下降31位、宝钢下降25位、
五矿下降23位、中冶下降22位，中化、
武钢等排名也出现下滑。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完全处

于不同的阶段。美国主要以高科技、金

融业和其他的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

体系，而我们仍然是以第二次工业革

命时期的产业为主导，比如汽车、钢

铁、能源这些行业，也就是说我们的经

济结构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新兴的经

济发展阶段。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应该向科技

化与高附加值方向发展，若没有新兴

企业发展上来，未来中国上榜企业数

量或将减少。

2、区域分布失衡。从所处地域来

看，中国入围企业集中在东部，今年首

家西部企业入围（见图四）

我国这次入围世界500强的95家
中国企业，绝大多数总部位于东部经

济较为发达省份。有48家入围企业总
部位于北京，比去年增加4家，北京企
业占比超过60%。总部在北京的500强
企业包括三大石油企业、三大电信运

营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等等。

北京以48个企业的数量独领风
骚，清一色是“国字号”的银行、能源等

行业的大型国企。而上海有8家企业上
榜，分别来自钢铁、汽车、金融、房地产

等行业。排名北京、上海之后的是广东

和山西。广东的上榜企业中，有4个总
部在深圳，2个总部在广州，分别来自
电力、汽车、通信、金融等行业。而上榜

企业数量与广东平起平坐的是能源

大省山西，6个企业全部都是“挖煤
的”。

以区域划分的话，珠三角略输长

三角，在今年的财富500强榜单中，江
苏和浙江各有1个企业上榜，加上上海
的8家企业，共10家企业，而广州深圳
加起来6家企业，无论在上榜企业总数
还是在上榜企业排名上均不敌长三

角。

历年来，位于中部省份的企业数

量就比较少，位于西部省份的往年几

近于零。不过今年出现了两个大的变

化，第一，山西新增5家企业进入世界
500强榜单；而西部省份陕西则实现了
零的突破。今年，陕西延长石油（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排名第464位，营业收入
达253.4亿美元，成为中国西部地区第
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数据显示，在过
去5年间，延长石油的总资产增长了
2.7倍；销售收入增长了3倍达到1621

亿元，上缴财政税费增长2.2倍，成为
全国财政贡献最大的地方企业。

3、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发展失

衡。从所有制分布看，世界500强的中

国企业具有浓厚的公有制特色，民营

企业占比不到1/10

2012年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
形势，中国国有企业表现出逆势增长

的态势，为中国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撑。

从榜单上看，今年中国上榜公司的主

体仍是国有企业，中国内地85家企业

中，国有企业占到九成以上。中国内地

新增加的16家企业中，有14家是国企

（包括金融类国企），仅有2家为民营企

业。

今年，不少国企在榜单上的位次

都大幅提升。如国机集团前进了41名，

上升到第326名，新兴际华集团前进78

名，上升到第406名。而新上榜的公司

中国有控股企业也占了大多数，如国

药集团、中国有色集团等。

在今年的榜单上，中国医药集团

在榜单中排名第446位，营业收入达

261.9亿美元，净利润3.43亿美元，是我

国医药领域首家进入世界500强榜单

的企业；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医药集

团董事长宋志平同时管理着两家企

业，宋志平也由此成为今年第一个将

两家央企一起带入世界500强的企业

负责人。

今年民营企业也表现不俗。去年

的5家民营企业除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名次略有下降外，其他四家企业在今

年名次都大幅上升。中国平安、华为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江苏沙钢集团、山东

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上升61、

36、28、2个名次。在去年有5家中国民

营企业入围的基础上，今年又有正威

国际集团、民生银行两家民企上榜。

从总量看，中国民营企业入围太

少。今年入围世界500强的中资企业共

有89家，而民营企业仅为7家，占比仅

为7.87%；2011年上榜中企为73家，民

企为5家，占比为6.8%。今年新上榜中

国企业新增16家，其中民企仅为两家，

占比为12.5%。一个健全完善的市场经

济体制国度，民企应该是主力军，经济

实力和经营成果应该占据绝对地位

和优势。从世界500强榜单上看，中国

民企尚未具备上述地位和优势。

王利博制图

总部所在地 2013年上榜企业数目 2012年上榜企业数目

北京 48 44
上海 8 6
台湾 6 6
广东 6 4
山西 6 1
香港 4 4
河北 3 3
浙江 2 2
山东 2 2
湖北 2 2
天津 1 1
江苏 1 1
河南 1 1
辽宁 1 1
吉林 1 1
福建 1 0
江西 1 0
陕西 1 0
合计 95 79 图四

2012、2013年世界500强中国上榜企业的地域分布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