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２日在重庆发布２０１４
中国企业５００强榜单，中石化以２０１３年
营业收入２９４５０．７亿元连续１０年问鼎，
中石油、国家电网、工商银行、建设银
行、农业银行、中国建筑、中国移动、中
国银行、中海油分列第二至第十位。榜
单显示，２０１４中国企业５００强中有４３家
亏损企业，与上年度相同，但这４３家企
业中只有１家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成为
中国大企业亏损的“重灾区”。榜单显
示，银行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利润鸿
沟”比以往显得更加突出，17家银行净
利润是260家制造企业两倍多。

净利润增长利润率下滑

从入围门槛来看，２０１４中国企业
５００强的门槛首次突破２００亿元，达到
２２８．６亿元，比上年度提高了２９．９亿
元。榜单前三名企业的营业收入都超
过２万亿元；另有１３１家企业营业收入
超过１０００亿元，其中国有企业１０８家、
民营企业２３家。

榜单显示，２０１４中国企业５００强营
业收入达到５６．６８万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３１％，与２０１３年国内生产总值
５６．８８万亿元大体相当；利润总额达到
２．４万亿元，同比增长了１０．６％，增幅
较上年的３．６５％明显提升。值得关注
的是，这５００家企业的收入利润率仅为
４．２４％，同比下降了０．１个百分点；资
产利润率为１．３６％，同比下降了０．０８
个百分点，这两项反映企业经营效益
的重要指标已连续３年下降。

300国企营收增速连降

值得注意的是，上榜的５００强企业
中有４３家亏损企业，与上年度相同，但
这４３家企业中只有１家民营企业。在这
４３家亏损企业中，亏损额超过１０亿元
的企业有１９家，比上年多了３家。亏损
企业主要集中在重化工领域，其中煤
炭企业１７家，比上年增加７家；钢铁企
业有７家，比上年减少３家；有色行业企
业７家，化工、建材、水上运输行业企业
各２家。

数据显示，２０１４中国企业５００强中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数量首次达到

“六四开”，但呈现出国有企业绩效恶
化、民营企业绩效良好态势。３００家国
有企业的亏损面高达１４％，４２家企业
合计亏损７２６．６亿元，其中１０家中央国
有企业合计亏损３８５．７亿元；２００家民
营企业仅有１家亏损，且其亏损额大幅
减少，只有５０００万元。

此外，３００家国有企业的营业收入
同口径同比增速为１０．６％，增速连续
两年下降；净利润同口径同比增长
５．８４％，增幅略有回升；营业收入、净
利润负增长的国有企业分别为３６家和
８１家。２００家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同口径
同比增长１４．５１％，净利润同口径同比
增长１７．６２％，营业收入、净利润负增
长的企业分别为１４家和６１家。

海外营收增速连续下降

2014中国企业500强中，提供了数
据的272家企业共实现海外营业收入
6 . 1 6 万亿元，同口径同比增长了
12 . 45%；较上年500强的5 . 72万亿元
增 长 了 7 . 6 9 % ，增 速 较 上 年 的
16 . 26%、前年的44 . 15%连续两年大
幅下降。提供了数据的245家企业海外
资产总额达到8 . 18万亿元，同口径同
比增长了24 . 03%，较上年500强海外
资产总额6 . 75万亿元增长了21 . 19%，
与上年略有下降。填报了海外职工人
数的242家企业包含海外员工总数为
7 4 . 7 万 人 ，同 口 径 同 比 增 长 了
22 . 58%，较上年500强该指标提高了
4 . 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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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企业收益水平不如存款利率

据新华社电 这是中国数十
万家企业中最大最强的一个群体，
５００家企业营收总额达５６．６８万亿
元，只比全国ＧＤＰ总值少２０００亿
元。在整体收入规模连年创出历史
新高的同时，是收入利润率和净资
产利润率连续３年下滑，平均盈利
能力甚至不足美国５００强企业的一
半，近四分之一上榜企业净资产收
益率低于或等于１年期存款利率。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
协会２日发布的中国企业５００强发
展报告，透射出中国大企业“大而
不强”问题愈发严峻。大企业为何
陷入“越大越弱”的尴尬境地？该如
何提质增效？政府和社会又该为企
业营造怎样的发展环境？都是十分
现实而又急迫的问题。

现状：

盈利能力不足美企一半
报告显示，２０１４年中国企业

５００强营业收入总额达５６．６８万亿
元，较上年增长１３．３１％；入围门槛
升至２２８．６亿元，上榜企业个个堪
称“巨无霸”，其中，营收上千亿元
的大企业比上年增加１１家达到１３１
家；１００家企业进入世界５００强，数
量居世界第二。

这些傲人数据的另一面，却是
盈利能力的差强人意。数据显示，
中国企业５００强的收入利润率为
４．２４％，资产利润率为１．３６％，均
连续３年下降，大企业利润增长落
后于营业收入和资产增长速度。

“在所有４个利润率指标上，中
国企业５００强均落后于世界５００强
与美国５００强，中国大企业的盈利
能力确实令人担忧。”中国企业联
合会副理事长李建明说。

与美国作对比，中国企业５００
强营收利润率不到美国５００强的一
半；对比最近３年世界５００强中美企
业的平均利润率，美国企业盈利率
持续提升，中国企业盈利能力却在
逐年下滑，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企业

５００强中，有１１８家净资产收益率低
于或等于３．３％，甚至不如商业银
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还有４１家
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负。

原因：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大企业缘何陷入“大而不强”

的尴尬境地？“关键症结是自主创
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副主任缪
荣说。比如，目前我国高端芯片和
通用芯片对外依存度超过９５％，基
础电路工艺落后发达国家约５年。

一个突出原因是，我国企业技
术创新投入存在明显不足：世界
５００强中９２家中国内地企业的平均
研发强度只有１．１６％，与上年相比
甚至还下降０．０５个百分点；科技成
果转化率仅为１０％左右，远低于发
达国家４０％的水平。

“大量企业以引进技术、组装
生产为主，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
５０％以上，出口产品附加值和技术
含量不高。”在中国企业研究院首
席研究员李锦看来，在对未来发展
具有关键、颠覆性影响的重大技术
创新上，欧美国家的领先优势和我
国的弱势地位形成鲜明对比。

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经营能力
仍处较低水平。以品牌打造为例，
我国企业５００强总体规模已接近美
国５００强四分之三，但在世界知名
品牌培育上却无甚建树：福布斯全
球品牌１００强、全球最具价值品牌
均无中国品牌上榜。

此外，我国大企业更多分布在
黑色冶金、建筑业、一般有色冶金
及压延加工业等传统的重化工特
征显著行业，产业结构低级形态特
征仍十分突出。“世界５００强上榜的
中国企业，明显占优势的都是采矿
与原油生产、金属产品、工程与建
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属产业低级
形态，与美日等国相比我国产业结
构高级化道路依然还很漫长。”缪
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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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家亏损的企业 42家是国企
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公布，17家银行净利润是260家制造企业的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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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摆脱“大而不强”的现状？
在李建明看来，大企业发展需要新
思路，确立与新常态相适应的发展
规划，避免因追求过高增长速度而
进一步加大库存与产能过剩压力。

“放弃长期以来单纯追求规模
扩张和营收增长的以量取胜策略，
转而追求‘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
的增长’，更多关注绿色环保、增长

质量。”李建明说。
“我国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发

展和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的
关键阶段，必须把创新放在国家发
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来通盘考虑。”
李锦提醒，大企业应坚持走创新发
展道路，通过创新来降低成本、提
升产品附加价值、增强产品竞争
力，进而拓展盈利空间。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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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新提升产品附加价值

在今年的中国企业500强榜单
中，作为互联网巨头之一的阿里巴
巴却没有上榜。

根据阿里巴巴大股东雅虎公
布的财报显示，2013年全年，阿里巴
巴的总营业收入为79 .52亿美元，约
合493 .91亿人民币，已经超越了200
亿元的中企500强上榜门槛。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

协会副理事长李建明表示，阿里巴
巴未上榜的原因是它未向中国企业
联合会提出申报，另外，阿里巴巴还
未上市，公司的经营数据无法取得。

与财富500强不同，中企500强
是依靠各个企业上报的数据来评
判的。因此，每年的中企500强，都
会出现不少企业符合条件，但未能
入围榜单的情况。 新京报

延伸阅读

阿里巴巴够格未上榜

营业收入23万亿元

净利润4623亿元

260家
制造业企业

营业收入5 . 52万亿元

净利润1 . 23万亿元

17家
银行

17家银行净利润是

260家制造企业的

两倍多

对比
结果

营业收入总额占5 . 9%
净利润35 . 7%

260家制造企业净利润

营业收入总额占40 . 6%
净利润19 . 3%

工农中建交5家银行 35 . 7% 19 . 3%

平均净资产利润率19%

260家制造企业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8 . 8%

工农中建交5家银行 19% 8 . 8%平均净资产

利润率

中国500强
25家金融类企业

贡献了营业收入的12 . 23%
净利润的52 . 98%
世界500强中

55家银行20 . 58%
18家入围美国500

强的银行10 . 04%

银银行行业业与与制制造造业业的的

““利利润润鸿鸿沟沟””

美国

日本
中国

世界500强入围企业

22 . 85%

7 . 87%

金融类机构的
平均利润率

9 . 12%

其他实体企业的
平均利润率

3 . 93%

金融类机构的
平均利润率

其他实体企业的
平均利润率

金融类机构的
平均利润率

18 . 61%

其他实体企业的
平均利润率

2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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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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