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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湖南省民营企业 100 强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

（万元） 所属行业名称 市州

1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7505031 专用设备制造业 长沙市

2 新华联集团有限公司 6052763 综合

3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44697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长沙市

4 晟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534656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长沙市

5 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363883 综合 长沙市

6 步步高集团 3101749 批发和零售业 湘潭市

7 湖南博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90254 批发和零售业 娄底市

8 湖南金龙国际集团 1248300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长沙市

9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41266 农副食品加工业 株洲市

10 华泽集团有限公司 830244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1 湖南安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69419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娄底市

12 湖南兰天集团有限公司 662714 批发和零售业 株洲市

13 湖南高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58214 建筑业 长沙市

14 长沙新振升集团有限公司 649366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长沙市

15 湖南联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40172 批发和零售业 长沙市

16 湖南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632574 批发和零售业 怀化市

17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623784 批发和零售业 长沙市

18 泰富重装集团有限公司 613464 专用设备制造业 湘潭市

19 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604265 汽车制造业 长沙市

20 湖南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603903 汽车制造业 湘潭市

21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578875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郴州市

22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 570219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衡阳市

23 华融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66087 建筑业 衡阳市

24 湖南宇腾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518623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郴州市

25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456848 批发和零售业 长沙市

26 湖南运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43770 住宿和餐饮业 长沙市

27 湖南九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34716 批发和零售业 湘潭市

28 湖南华信稀贵科技有限公司 430428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郴州市

29 湖南兴旺建设有限公司 429850 建筑业 长沙市

30 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034 建筑业 长沙市

31 天元盛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96408 房地产业 湘潭市

32 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89586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长沙市

33 湖南省衡洲建设有限公司 388910 建筑业 衡阳市

34 湖南新长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81620 房地产业 长沙市

35 湖南金旺铋业股份有限公司 38069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郴州市

36 株洲联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65399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株洲市

37 衡阳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35396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衡阳市

38 湖南时代阳光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330023 批发和零售业 长沙市

39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323613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长沙市

40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6558 卫生 长沙市

41 湖南顺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13138 建筑业 长沙市

42 湖南鹏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1176 建筑业 娄底市

43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296903 仪器仪表制造业 长沙市

44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84515 批发和零售业 常德市

45 湖南金煌实业集团 276250 综合 郴州市

46 湖南天欣集团 25962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岳阳市

47 大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4845 综合 常德市

48 湖南金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52654 房地产业 长沙市

49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46417 医药制造业 长沙市

50 湖南长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2795 建筑业 长沙市

序号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
（万元） 所属行业名称 市州

51 湖南建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40013 房地产业 长沙市

52 湖南和立东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34166 交通、仓储业和邮政业 长沙市

53 湖南杉杉新能源有限公司 231636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长沙市

54 湖南省新一佳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228419 批发和零售业 长沙市

55 开源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228210 房地产业 长沙市

56 湖南省桂阳银星有色冶炼有限公司 221838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郴州市

57 湖南元拓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20286 综合 长沙市

58 邵阳市天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210863 批发和零售业 邵阳市

59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82 农业 长沙市

60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有限公司 201136 批发和零售业 长沙市

61 湖南豫湘工贸有限公司 200709 综合 邵阳市

62 湖南湘钢工贸有限公司 191969 批发和零售业 长沙市

63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189181 食品制造业 益阳市

64 湖南西城实业有限公司 185938 综合 长沙市

65 湖南德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4945 建筑业 常德市

66 湖南一力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 交通、仓储业和邮政业 长沙市

67 湖南园艺建筑有限公司 179335 建筑业 长沙市

68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5665 食品制造业 长沙市

69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75600 医药制造业 长沙市

70 湖南同心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74704 汽车制造业 长沙市

71 湖南春昌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163232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衡阳市

72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158318 批发和零售业 长沙市

73 湖南东信集团有限公司 155224 纺织业 湘潭市

74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153554 医药制造业 岳阳市

75 湖南太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2778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湘西州

76 湖南惠生肉业有限公司 151835 农副食品加工业 常德市

77 湖南巨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0792 综合 长沙市

78 伟大集团城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45790 综合 株洲市

79 湖南华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5782 教育 长沙市

80 湖南珠江合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5421 房地产业 衡阳市

81 衡阳恒飞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145344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衡阳市

82 湖南长沙丁字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45220 建筑业 长沙市

83 湖南千龙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2100 综合 长沙市

84 湖南长沙坪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2084 建筑业 长沙市

85 湖南湘潭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41207 建筑业 湘潭市

86 郴州丰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41103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郴州市

87 湖南三马汽车销售服务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139761 批发和零售业 湘潭市

88 福嘉综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788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永州市

89 湖南省西湖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37824 建筑业 长沙市

90 王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37506 批发和零售业 衡阳市

91 湖南博发铜业有限公司 13720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岳阳市

92 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6826 房地产业 长沙市

93 晨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35812 建筑业 湘潭市

94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35664 专用设备制造业 长沙市

95 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35217 农副食品加工业 岳阳市

96 邵阳市龙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32883 批发和零售业 邵阳市

97 迅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1074 金属制品业 湘潭市

98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085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益阳市

99 湖南岳麓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0632 建筑业 长沙市

100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129886 汽车制造业 衡阳市

2016湖南省民营企业工业制造业 10强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1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7505031
2 新华联集团有限公司 6052763
3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44697
4 晟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534656
5 湖南金龙国际集团 1248300

序号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6 华泽集团有限公司 830244
7 湖南安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694196
8 泰富重装集团有限公司 613464
9 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604265
10 湖南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603903

2016湖南省民营企业农业产业化 10强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1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41266
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82
3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189181
4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5665
5 湖南惠生肉业有限公司 151835

序号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6 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35217
7 湖南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120840
8 浏阳河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0156
9 湖南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4911
10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101663

2016湖南省民营企业商贸服务业 10强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1 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363883
2 步步高集团 3101749
3 湖南博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90254
4 湖南兰天集团有限公司 662714
5 湖南联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40172

序号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6 湖南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632574
7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623784
8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456848
9 湖南九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34716
10 湖南时代阳光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330023

2016湖南省民营企业文化旅游业 10强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1 湖南运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43770
2 湖南华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5782
3 湖南天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1653
4 湖南省浏阳金生花炮有限公司 97863
5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76867

序号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6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61944
7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48150
8 湖南奔腾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41815
9 郴州小埠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9275
10 凤凰古城文化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3367

注：文化旅游业民营企业规模普遍不大，在湖南省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中，将其调研门槛降至 2015 年营业收入 1 亿元。

2016湖南省民营企业开发建设业 10强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1 湖南高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58214
2 华融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66087
3 湖南兴旺建设有限公司 429850
4 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034
5 天元盛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96408

序号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6 湖南省衡洲建设有限公司 388910
7 湖南新长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81620
8 湖南顺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13138
9 湖南鹏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1176
10 湖南金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52654

2016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业 10强名单
单位：万美元

序号 企业名称 进出口总额 其中：出口

1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4719 292103
2 衡阳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101907 56279
3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76590 64280
4 湖南金旺铋业股份有限公司 56678 32195
5 湖南元拓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序号 企业名称 进出口总额 其中：出口

6 湖南宇腾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5135 -
7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19145 6468
8 台达电子(郴州)有限公司 18147 12395
9 湖南博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541 -
10 衡阳瑞达电源有限公司 10337 9358

注：企业进出口按美元排名，未折算为人民币

为树立民企标杆、提振发展信心，经省人
民政府批准，由省工商联（总商会）牵头，联合
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发改委、省经信
委、省财政厅、省环保厅、省住建厅、省农委、
省商务厅、省文化厅、省地税局、省工商局、省
统计局、省旅游局、省国税局等 15 个部门，每
两年举行一次“湖南省民营企业 100 强”发布
活动。 11 月 29 日， 第二届湖南省民营企业
100 强发布会举办，发布了 2016 湖南省民营
企业 100 强、6 个行业领域前 10 强榜单，以
及《2016 湖南省民营企业 100 强分析报告》，
对 2015 年以来湖南民企百强的经营情况、管
理和技术创新情况、 国际化发展战略等进行
了系统梳理总结。 本报就报告中的一些要点
和亮点，专访了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
党组书记汤新华。

民企现状 发展整体向好， 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双效齐升。

湖南日报：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湖南民
营企业整体发展情况如何？

汤新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
是进入新常态。 对民营企业来说，新常态既是
挑战，也是机遇，关键看怎样认识和把握。 省
委、省政府主动适应和把握新常态，2015 年召
开全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大会， 出台了

《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激
发了民企活力。 一年多来，湖南民营企业审时
度势，创新求变，克服经济下行压力，实现了较
快发展。

一是整体规模较快增长。 民企百强入围
门槛大幅提升，营业收入总额和资产总额明
显增加，增速双双反弹回升。 2015 年，民企
百强营业收入总额达到 5830.60 亿元，资产
总 额 5346.14 亿 元 ， 增 速 为 29.66% 、
42.15%， 分别比 2014 年提升 24.88、33.61
个百分点。

二是经营效益明显回升。 近五年来，民企
百强税后净利润波动较大，2012 年、2014 年
出现不同程度下滑。 2015 年，税后净利润摆
脱负增长，实现 219.48 亿元，增长 33.72%。

三是社会贡献继续加大。 2015 年,� 民企
百强纳税总额高达 169.54 亿元， 为 5 年来新
高。就业人数达到 39.9 万人，为增加就业作出
了积极贡献。

湖南日报：新常态下，民企百强发展呈现
出哪些新现象、新特点？

汤新华：从近几年的数据看，民企百强产
业结构不断优化， 区域分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值得引起关注和思考。

首先，2015年，湖南民企百强仍集中于第
二产业，但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所占比重出现
下降，第三产业稳步发展。 不同行业间经营效
益差异明显， 比如医药制造业等新兴产业、现

代农业产业化企业表现突出，纺织业和批发零
售业等劳动密集型传统行业运营效率较低。

在地区分布上， 长株潭地区仍为主体，但
集中度有所下降。 衡阳、邵阳等市州的百强企
业数量有所增加，娄底等市的百强企业数量有
所减少。

突围路径 转型步伐加快， 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双轮驱动。

湖南日报： 转型升级是民营企业突围崛
起、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湖南民企百强转型
发展情况如何？ 他们选择了什么样的转型路
径？

汤新华：随着国内经济增长趋缓，成本负
担上升、现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行业产能明
显过剩等因素使得民营企业生存的压力不断
加大，倒逼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2015
年，我省百强民营企业进一步加快转型升级步
伐， 74 家企业加快了转型升级进度， 16 家
企业启动了转型升级。

在转型路径上，湖南民企多措并举。 许多
企业把增强企业软实力作为转型升级的主要
方式，着力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加强人力资源
建设、加速品牌升级；有的企业通过加强研发
创新，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实现供给侧品质革
命；有的企业着力实现产业内转型升级，加强
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是最主要的方式，同时向
上、下游产业链延伸和运用互联网改造传统产

业；有的选择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
业、 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等领域跨界发展；投
资方面，41 家企业调整了企业区域布局，17
家、13 家企业分别开展了兼并重组和海外投
资。

湖南日报：为增强企业软实力，民企如何
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

汤新华：我省民企百强积极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加大参与发展混合所有制力度，持续优
化公司治理结构， 不断增加企业发展的内生
力。2015年，湖南民企百强已建立起现代企业
制度的企业有 95家。

同时，更多的民营企业注重守法经营、依法
治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
象。2016年民企百强中，有 39家企业发布了社
会责任报告；78%的企业参加了社会捐赠，64%
的企业参与我省光彩事业和精准扶贫。

湖南日报：近年来，受经济下行压力多重
因素影响，湖南民间投资增速放缓。 民企百强
在投资上有什么表现？

汤新华：2015 年， 湖南民间投资增速为
17.8%，略低于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这个
问题已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关注。从民企
百强看，应该说他们投资日趋理性。 在投融资
方式和方向上，民企投资都有新的选择和新的
作为。

从融资方式看，我省民企百强新增投资的

资金来源依然是自筹和银行借贷融资，但通过
资本市场开展直接融资的企业数量增多，也就
是说，企业投资的财务结构更加优化。

在投资方向上， 民企主动参与中部地区
崛起、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国家发展
战略，是民间投资的新亮点。 2015 年湖南民
企百强选择参与国家发展战略 117 项 ，比
上年同期增加 11 项。 民企百强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总体上呈现良好态势，投资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企业数进一步上升；进入军工领
域的意向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对 PPP 项目
的热情进一步提高。

湖南日报：今年“党代会”上，明确了“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的发展战略。“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亦是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持续发展的“关
键词”。作为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创新主体，
我省民营企业百强在自主创新上有什么作为？

汤新华：作为我省创新的主体，民企百强
更注重品牌建设，加大科研投入，着重从技术
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多方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是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排
头兵”。

品牌建设方面，2015 年湖南民企百强拥
有的国内商标数为 6412 个， 国外商标数为
1053 个，马德里商标数为 119 个，较 2014 年
有较大幅度增长。

科研创新力度不断加大，2015 年研发费
用、研发人员、研发强度较去年均有所上升。在

创新方式上，不断加大自主开发与研制、产学
研合作力度，大力引进人才和技术。 在创新形
式上，从原来单一的技术创新，转变为技术创
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多种
模式齐头并进。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5 年，

民企更注重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积极探索基于
互联网的开放、协同的研发创新模式，运营互
联网技术开展智能化生产、 推动服务化转型、
提供个性化定制等等。

民企百强自主研发成果显著：

———民企百强专利数量持续增长。调研数
据显示，2015 年共拥有有效专利 14022 项，
比 2014 年增长 39.40%。

———研发基础不断夯实。 2015 年民企百
强中，30 家企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分别有 9 家、4 家企业被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为

“国家工程实验室”“行业重点实验室”。100 强
企业及其下属公司共有 99 个被认定为高新
技术企业。

———湖南省民企百强及其下属公司获得
省部科技奖励的企业数量较多。 2015年，有 9
家企业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

———积极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2015年，
牵头制定国际、 国家或行业标准的企业有 6
家；参与制定标准的企业有 32家。

湖南日报：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湖南民
企百强如何加快“走出去”步伐？

汤新华：近年来，湖南省民营企业 100 强
响应国家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推进国
际产能合作， 民营企业走出去取得长足进展，
境外生产经营规模增大、效益不断提升。

从出口情况看，2015 年， 湖南省民企百
强出口总额为近五年来新高， 达 56.7 亿美

元。 在海外投资方面，2015 年民企百强中，已
开展海外投资的企业数量为 12 家，海外投资
企业或项目 132 个，累计海外投资额 11.5 亿
美元。

海外投资数量增长，投资方式、区域结构
也在不断变化。 2015 年民企海外投资方式从
主要依靠产品和服务出口的方式向对外直接
投资及产品和服务出口并重方式转变。 民企

“走出去”的国家和地区分布日益广泛，经营方
式呈现多样化。

目前，我省进出口市场前 4分别是亚洲、欧
洲、北美洲和非洲，亚洲地区尤其是东盟地区是
我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重点和热点区域。

未来发展前景 营商环境优化，政
府支持生态倒逼双轨并行。

湖南日报：环境是促进发展最重要的条
件 ，是地方发展核心的竞争力 。 当前 ，民营
企业营商环境如何 ？ 如何看待民企发展前
景？

汤新华：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
系列的政策举措， 通过简政放权破除要素制
约，减轻企业负担，我省企业营商环境得到较

大改善。我们看到，在湖南民企百强中，既有一
批“土生土长”、从小微企业成长为参天大树的
企业，也有一批通过招商引资、扎根湖南发展
壮大的企业，还有一批走出湖南、开展国际化
经营，敢与跨国公司一争高下的企业。这表明，
湖南的营商环境正不断优化， 是一片投资沃
土。 但百强企业调研也表明，市场环境仍是制
约企业发展最主要的因素；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依旧存在，特别是企业资金链紧张，融资渠
道狭窄，用工成本持续上升，制约着民营企业
的发展。政策落实不到位也是民营企业反映较
强烈的问题。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
是进入新常态，湖南“一带一部”区域新定位为
我省民营企业发展、企业家施展才华提供了更
加广阔的空间、更加充分的机遇。 特别是习近
平总书记 3 月 4 日重要讲话，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以及刚召开的省委非公有制经济工作会议，
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健康成长作出部署、指明方向，展示了
更加美好的前景。只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
大势，深度融入新湖南建设，提振发展信心，激
发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才能，相信湖南民
营企业发展必将东风浩荡。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民营企业新出征
———专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汤新华

王珊 谢作钦

2016 年 11 月 29 日下午，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汤新华发布
民企百强名单。 谢正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