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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省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5215.74

2 苏宁控股集团 江苏省 零售业 4129.51

3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731.83

4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省 综合 3523.32

5 正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300.19

6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3069.53

7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 上海市 批发业 2909.50

8 京东集团 北京市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2601.22

9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 综合 2549.80

10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516.48

11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房地产业 2404.77

12 恒大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房地产业 2114.44

13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汽车制造业 2087.99

14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983.40

15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598.42

16 雪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商务服务业 1570.19

17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省 房地产业 1530.87

18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516.90

19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 (集团) 有限
责任公司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零售业 1456.17

20 苏宁环球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房地产业 1335.68

21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零售业 1300.88

22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保险业 1251.04

23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1064.74

24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047.86

2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汽车制造业 1034.70

26 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28.62

27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13.36

28 东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 批发业 964.06

29 天能集团 浙江省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961.63

30 超威集团 浙江省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956.54

31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纺织服装、 服饰业 933.05

32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886.89

33 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纺织业 880.40

34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化学纤维制造业 868.75

35 上海均和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 综合 861.67

36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保险业 831.22

37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房屋建筑业 805.39

38 腾邦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96.91

39 西安迈科金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省 批发业 791.71

40 南通三建控股有限公司 江苏省 房地产业 779.28

41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其他服务业 757.50

42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化学纤维制造业 752.03

43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河北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728.28

44 新华联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 综合 718.99

45 百度公司 北京市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705.49

46
河北新华联合冶金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河北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700.72

47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农、 林、 牧、 渔服务业 685.59

48 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房屋建筑业 675.43

49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造纸和纸制品业 667.06

50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房地产业 659.81

51 山东大海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综合 652.67

52 银亿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批发业 652.51

53 中融新大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批发业 651.17

54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642.35

55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 专用设备制造业 637.58

56 科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医药制造业 636.73

57 修正药业集团 吉林省 医药制造业 636.01

58 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房地产业 632.52

59 深圳市大生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农业 625.25

60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 农业 620.13

61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 批发业 615.57

62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613.30

63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其他制造业 612.35

64 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611.16

65
内蒙古伊利实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内蒙古
自治区

食品制造业 606.09

66 宁夏天元锰业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
自治区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600.11

67 扬子江药业集团 江苏省 医药制造业 597.69

68 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593.86

69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畜牧业 593.55

70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586.33

7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仓储业 582.91

72 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81.45

73 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580.00

74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综合 563.34

75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农副食品加工业 561.78

76
河 南 省 漯 河 市 双 汇 实 业 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 农副食品加工业 539.04

77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 房地产业 538.21

78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房地产业 537.30

79 唯品会 (中国) 有限公司 广东省 零售业 537.12

80 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531.03

81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专用设备制造业 525.69

82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纺织服装、 服饰业 525.22

83 稻花香集团 湖北省 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5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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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济宁如意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省 纺织业 519.30

85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510.41

86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 湖北省 综合 508.64

87 山东海科化工集团 山东省 石油加工、 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508.32

88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房屋建筑业 507.31

89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山东省 房屋建筑业 507.22

90 福中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综合 506.48

91 正荣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 房地产业 504.04

92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专用设备制造业 490.15

93 江苏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纺织业 488.72

94 玖龙纸业 (控股) 有限公司 广东省 造纸和纸制品业 487.40

95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综合 483.33

96 亚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73.66

97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省 房屋建筑业 469.90

98 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
自治区

石油加工、 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469.76

99 广州晶东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 批发业 467.51

100 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466.14

101
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 其他金融业 465.88

102 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土木工程建筑业 460.30

103 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56.76

104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455.92

105 宁波金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50.31

106 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 重庆市 房地产业 447.77

10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哈弗分公司

天津市 汽车制造业 444.43

108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造纸和纸制品业 441.78

109 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31.28

110 山东晨曦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429.59

111
内 蒙 古 鄂 尔 多 斯 投 资 控 股
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
自治区

综合 417.24

112 郑州中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 商务服务业 415.50

113 和润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食品制造业 412.93

114 双胞胎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 农副食品加工业 412.27

115 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医药制造业 411.75

116 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
自治区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411.53

117 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房地产业 408.15

118
临沂新程金锣肉制品集团有
限公司

山东省 食品制造业 402.92

119 四川宏达 (集团) 有限公司 四川省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402.23

120 浙江中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房屋建筑业 398.92

121 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95.88

122 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畜牧业 394.60

123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93.30

124 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化学纤维制造业 391.34

125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市 通用设备制造业 391.28

126 华勤橡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89.22

127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保险业 388.59

128 四川蓝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房地产业 386.86

129 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房屋建筑业 382.17

130 人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79.68

131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市 汽车制造业 378.81

132 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 零售业 377.39

133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 汽车制造业 376.85

134 广东圣丰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73.07

135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371.39

136 东营鲁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省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71.12

137 创维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70.24

138 融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 房地产业 370.00

139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
计算机 、 通 信 和 其 他 电 子 设
备制 造 业

369.18

140 山东金岭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68.97

141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房地产业 366.80

142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纺织服装、 服饰业 365.06

143 弘阳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批发业 359.45

144 山东玉皇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省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57.23

145 三河汇福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 农副食品加工业 356.93

146 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批发业 354.70

147 环嘉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省 批发业 353.64

148 河北普阳钢铁有限公司 河北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53.50

149 冀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52.15

150 天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 其他制造业 350.03

151 均和 (厦门) 控股有限公司 福建省 综合 345.58

152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45.07

153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农副食品加工业 340.29

154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医药制造业 336.16

155 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 四川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35.61

156 天狮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 食品制造业 335.42

157 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 房地产业 335.03

158 盘锦北方沥青燃料有限公司 辽宁省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330.97

159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30.45

160 晶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30.27

161 湖南博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9.33

162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9.07

163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综合 327.22

164 江苏新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7.22

165 富海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325.47

166 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食品制造业 325.06

序
号

企业名称 省份 行业
营收
(亿元)

170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房屋建筑业 321.65

171 步步高集团 湖南省 零售业 321.45

172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 房屋建筑业 321.07

173 福晟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 土木工程建筑业 320.93

174
上海绿地城市建设发展 (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市 房屋建筑业 320.27

175 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 商务服务业 315.21

176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金属制品业 315.11

177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金属制品业 312.73

178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综合 312.67

179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 商务服务业 312.63

180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纺织业 311.83

181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10.81

182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 金属制品业 310.11

183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商务服务业 310.09

184 武安市裕华钢铁有限公司 河北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09.60

185 金澳科技(湖北)化工有限公司 湖北省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309.44

186 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07.86

187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306.34

188 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纺织服装、 服饰业 305.71

189 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通用设备制造业 303.42

190 华仪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02.85

191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02.46

192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房屋建筑业 299.81

193 万通海欣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293.69

194 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北京市 房地产业 292.92

195 江苏集群信息产业集团 江苏省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91.23

196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房屋建筑业 286.60

197 广西盛隆治金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
自治区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85.95

198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房屋建筑业 283.10

199 富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280.67

200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纺织业 279.15

201
深圳市信利康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广东省 商务服务业 277.46

202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74.50

203 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 江苏省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73.19

204 东岳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72.61

205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农副食品加工业 271.85

206 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公司 江苏省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
输设备制造业

268.73

207 河北新金钢铁有限公司 河北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68.03

208 武安市明芳钢铁有限公司 河北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67.96

209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67.46

210 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6.11

211 文一投资控股集团 安徽省 房地产业 264.48

212 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金属制品业 263.37

213
河北新武安钢铁集团文安钢铁
有限公司

河北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61.78

214 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 医药制造业 260.17

215 北京运通国融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 零售业 258.52

216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通用设备制造业 258.18

217 红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56.38

218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医药制造业 253.80

219 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综合 252.80

220 香驰控股有限公司 山东省 农副食品加工业 251.22

221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综合 250.32

222 浙江富冶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49.30

223 百兴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批发业 247.56

224 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45.28

225 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40.90

226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房屋建筑业 240.85

227 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 房屋建筑业 240.33

228 江苏沃得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通用设备制造业 240.11

229 龙光基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房地产业 239.97

230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批发业 239.06

231 山东清源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238.32

232
重庆新鸥鹏企 业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重庆市 房地产业 238.06

233 荣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省 综合 238.01

234 江苏新海石化有限公司 江苏省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237.20

235 南通化工轻工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批发业 236.32

236 江苏金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其他制造业 235.52

237 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234.60

238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 房屋建筑业 234.26

239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
自治区

货币金融服务 234.10

240
河北新武安钢铁集团烘熔钢铁
有限公司

河北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33.68

241 江苏省镔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33.67

242 上海均瑶 (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市 综合 233.66

243 安徽国购投资集团 安徽省 综合 231.21

244 森马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纺织服装、 服饰业 230.19

245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29.37

246
深圳市富森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广东省 商务服务业 229.00

247 俊发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 房地产业 228.78

169 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322.07

168 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山东省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2.22

167 浙江昆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综合 3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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