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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 强企业高峰论坛

本报讯（记者 陈辉）9月 28日，2020中国 500强企业高峰论
坛全体大会在郑州召开，会上发布了“2020 中国企业 500 强”

“2020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2020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等
多个榜单。河南共有10家企业上榜2020中国企业500强，18家
企业上榜 2020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7家企业上榜 2020中国
服务业企业500强，上榜企业数量较上年均有一定增加。

2020中国企业500强榜单由企业按照要求进行申报或公开
数据，并经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认可，依据2019年企业营业收入
排序产生。

榜单显示，2020中国企业500强规模继续保持增长态势，营
业收入总额86.02万亿元，比上年500强增长了8.75%；资产总额
312.35万亿元，比上年 500强增加了 13.20万亿元，增长 4.41%；
入围门槛连续 18年提高，2020中国企业 500强入围门槛已提升
至359.61亿元。

根据榜单分析，在本届中国企业 500强中，营业收入规模在
1000亿元以上的企业为217家，比上年的194家增加了23家。在

“千亿俱乐部”中，还有8家营业收入超过了万亿元的超大型集团
企业。其中，3家河南企业进入“千亿俱乐部”。河南能源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以1807亿元的营收，蝉联河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万洲
国际有限公司和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营业
收入分别为1660亿元和1643亿元。

榜单显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以 2.81万亿元、2.65万亿元、
2.61万亿元位列营业收入前3名。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成为万亿
级企业的新成员。

2020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入围门槛为 100.72亿元，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上海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占据前三席，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8118 亿元、
8588.33亿元和8433.24亿元。

2020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强入围门槛超过 50亿元，服务业
企业 500强营业收入总额已连续 5年超过制造业企业 500强。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列前三，营业收入分别为26521.95亿元、
13024.33亿元、11688.67亿元。

当日还公布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100强，郑州宇通
企业集团以336.32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业务收入排在榜单第54位，
也是河南唯一上榜该榜单的企业。排在该榜单前三位的分别是华
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苏宁控股集团。

在“中国100大跨国公司及跨国指数”榜单中，两家河南企业
的国际化程度表现亮眼，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洲
国际有限公司分居中国100大跨国公司跨国指数前两名。③6

2020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在郑发布
河南10家企业上榜

□刘婵

金秋时节，中国 500 强企业相聚

母亲河畔，进一步了解河南、投资河

南；同时，河南省、郑州市充分利用这

次机会，展示自身形象和发展成就，

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论坛上有

一些词汇，商业翘楚们屡屡提及，顺

着 这 几 个 热 词 的 脉 络 思 索 ，启 发 良

多。

韧性。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前所

未 有 的 不 确 定 性 ，唯 一 可 以 确 定 的

是，世界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人类社

会面对新挑战。城市需要有韧性，体

现在一个稳定的城市环境，既能保障

居民健康，又能促进商业繁荣，学习、

调整和适应，修复、重建和重启，准备

充 分 的 城 市 将 迎 来 更 多 发 展 机 遇 。

《机遇之城 2020》调研报告中，郑州排

名第十位，在技术成熟度、成本、智力

资本和创新维度上表现亮眼，展现出

一定的城市韧性。

企业也得要韧性，不要“任性”。一家企业有多强

的组织韧性，就有多长的生命周期，供应链上任何变化

往往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没有韧性，再小的船调

头也不容易。后疫情时代，领军企业管理层立足“韧

性”和“创新”，力争在数字转型中取得新突破。《2020

年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报告》观察到，数字化企业表

现出强劲的活性和韧性，在危机处理、响应能力与恢复

速度等方面交出了满意答卷。

对，“数字化”也是本次论坛一大高频词。11 场平

行论坛和 6 场专场活动，半数以上主题与“数字”“智

慧”“新基建”有关。有的企业家很务实，表达了自身

“数字化做了，为何效果不彰显”的困惑。埃森哲大中

华区主席朱伟认为，这是由于没有真正抓住客户需求，

欠缺全渠道数字商务能力，前端数字消费做得不错，供

应链是否跟得上？后端智能管理能否支撑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正在深刻重塑世界经济，500 强皆为中国大

企业，肩负着推动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重任，谁抓住数

字经济的制高点，谁就能引领未来的发展。

还有一个词很有意思，叫“赋能”。打造智慧供应

链赋能企业产业升级，工业互联网赋能智慧企业建设，

拥抱 5G 新技术赋能企业新增长……谷歌创始人拉里·
佩奇说，未来组织中最重要的功能不再是管理或激励，

而是赋能。赋能就是赋予做事更大的可能性空间，技

术固然可以为企业赋能，政策赋予的能量也可观，比如

落实好纾困惠企政策，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让企业实现质量更好、效

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

与此同时，企业也应该赋能社会发展、赋能国家繁

荣，这是企业家精神的应有之义，国家强才能企业强，

企业强则国家更强。许多嘉宾在发言时，都主动谈到

自身对“双循环”的理解，他们早已不再观望，而是主动

融入这一发展新格局。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细

胞，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主体。

一方面立足国内，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充分利用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繁荣国内经

济。同时，更要放眼世界，当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力

军，提高把握国际规则的能力，积极主动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推动国内国际市场更好连通，形成良性循环。

“做中国经济的多头派”“到鱼多的地方去打鱼”

“危机就是战机，分化带来进化”……论坛虽已结束，探

索仍在继续，信心在这里凝聚，新机在这里萌发。2

本报讯（记者 陈辉）9月 28日，在 2020中国 500
强企业高峰论坛上，郑州市与中国 500强企业进行了
重点项目签约。据介绍，本次郑州市与中国 500强企
业签约的项目共15个、投资总额338.9亿元，涵盖新材
料、云计算与大数据、电子信息、总部经济、科技服务、
现代商贸、现代物流等多个领域。其中，投资超 50亿
元项目 2个，投资超 20亿元项目 3个，投资超 10亿元
项目4个，其余6个项目投资均超1亿元。

签约项目中，上汽安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制
造配套仓储服务基地建设项目、高性能碳化硼生产项
目、新密市高端耐材生产基地项目、惠众 IDC数据中
心项目等一批高端制造业项目落户郑州；华润智慧创
新城、华润·河南大学科技园、新密市恒大文化旅游康
养城等一批高端服务业项目同时落户。

论坛上，普华永道发布的《2020郑州市政务服务
环境发展白皮书》显示，通过政务服务环境的优化，郑
州市营商环境改善明显，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
2019年，累计逾百个国家和地区在郑州设立外商投资
企业或办事机构；郑州市全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44.1
亿美元，近5年来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年均增长率5.9%。

截至2020年 9月 15日，共有181家世界500强企
业入驻郑州，85家中国500强企业布局郑州。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机
遇之城2020》显示，郑州首次跻身机遇之城全国十强，
综合排名在北部地区位居第二，仅次于北京，人才吸引
力、发展动力强劲。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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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强企业
投资郑州338.9亿元

9月28日，2020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在郑州发布，河南共有10家企业上榜。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2020中国企业500强前三名

河南10家企业入围中国企业500强

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有限公司

22..8181万亿元万亿元 22..6565万亿元万亿元 22..6161万亿元万亿元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万洲国际有限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天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宇通企业集团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建业控股有限公司

与去年相比，洛阳钼业、建业控股两家企业为新上榜。去年上榜的河南森源集团今年未能入围。

河南18家企业入围制造业企业500强

万洲国际有限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天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宇通企业集团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金利金铅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济源市万洋冶炼（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济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卫华集团有限公司

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榜企业数较上年增加了2家。其中，牧原股份、明泰铝业和凤宝管业均为新上榜。

河南7家企业入围服务业企业500强

建业控股有限公司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国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蓝天集团有限公司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陈辉 制图/王伟宾

关于发展，大咖有话说

张玉良
绿地控股集团
董事长、总裁

没有危机，就没有超越。在数字经济

时代，谁善用数据科技力，谁将抢占商业竞

争的制高点。

徐少春
金蝶国际软件
董事会主席

企业要做强，必须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企业要做大，必须要全球市场定位。世界

冠军只能在世界赛场上产生。

崔根良
亨通集团董事
局主席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可能仅靠某个职能

部门、业务部门或技术部门主管完成，而应

当是企业的一把手工程。③6

朱伟
埃森哲大中华
区主席

（本报记者 陈辉 整理）

做中国经济的多头派，到有鱼的地方

去打鱼，到鱼多的地方去打鱼。中国经济

仍然“水大鱼大”，立足于我国巨大的市场，

中国企业还有广阔的空间去开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