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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A13

宁波有了首家本土千亿级企业
2018 宁波百强企业榜昨发布
镇海炼化、远大物产年度营收双双超千亿元

2018 宁波市综合百强企业前十名
排序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营业收入
（万元）

主业

区域

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
海炼化分公司

张玉明

10317659

石化

镇海

2
3
4
5
6
7
8
9
10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银亿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金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金 波
熊续强
楼璋亮
安聪慧
李如成
郑坚江
郑 驹
王天军
方贤水

10152254
7830148
7059927
6762711
6654041
6493012
4203413
4187447
4036826

商贸
商贸
有色
汽车
服装
家电
服装
商贸
化工

北仑
江北
江北
北仑
海曙
鄞州
鄞州
北仑
北仑

新闻延伸

本报讯（首席记者 孙美星） 宁波终于有了首家本土千亿级企业。昨天，
“宁波市综合百强企业榜”发布，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
和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年度营收规模双双超越千亿元，其中远大物产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宁波首家本土千亿级企业。
一年一度的“宁波市综合百强企业榜单”昨天发布，位居前两位的镇海炼
化和远大物产的营收规模双双超千亿元。其中，2017 年度镇海炼化的营业收
入达到 1031.8 亿元，
远大物产的营业收入达到 1015.2 亿元。
宁波企业单打冠军多，
“小而美”企业多，但一直没有营收破千亿元的大型
企业。
此次两家跻身千亿俱乐部的企业中，镇海炼化早在几年前就曾一度年营
收破千亿元，但因为其属于中石化集团分公司，中国 500 强企业榜单不统计为
宁波企业。因此，远大物产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宁波首家本土千亿级企业。
据了解，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是宁波北仑的一家民营商贸企业，成立于
1994 年 7 月，主营石化、能源、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贸易。在 2017 中国民
营企业 500 强榜单中，远大物产是入围的 4 家宁波企业中排名最靠前的，以
757.49 亿元营业收入居第 41 位。
专家分析，远大物产这一年来的快速发展，得益于 2017 年全球经济表现
出良好增长的势头，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国际贸易活跃。
培育和打造千亿级企业，是宁波从工业大市走向工业强市，实现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在长三角城市中，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南通
等城市均已经拥有千亿级企业。
去年，宁波企业界吹响了“千亿梦”冲锋号。我市先后公布了 10 家千亿级
工业龙头企业培育名单，包括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银亿集团有限公司、舜宇
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等，期望
这些企业起引领示范作用，带头
“冲千亿”。
宁波市企业联合会专家表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脊梁，工业领域的
千亿级本土企业，是宁波走向工业强市的鲜明标志。宁波工业企业要敲开千
亿级俱乐部的大门，根本路径是创新，做大主业，多元发展。从榜单看，我市列
入重点培育名单的十家工业企业目前发展势头良好，相信距离宁波工业企业
实现
“千亿梦”
已为时不远。

宁波百亿企业俱乐部扩容到 35 家
民营企业成百强主力军
宁波综合百强企业的入围门槛有所提高，达到 20.02 亿元；百亿级
企业俱乐部再扩容，数量达到 35 家；制造业企业表现亮眼，在综合百
强榜中占据半壁江山……今年的宁波百强企业榜单，是对过去一年宁
波经济发展的盘点。专家认为，除了榜单上展示的宁波企业主力军，
宁波的中小企业同样充满活力，
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

综合百强企业整体营收破万亿
昨天，宁波市企业联合会、宁波市企业家协会、宁波市工业经济联
合会第 14 次向社会公布了
“宁波综合百强企业”
等 4 个榜单。
2018 综合百强企业榜单上，百强企业的营业收入为 14697.53 亿
元，连续 5 年突破万亿大关，较上年的 11880.91 亿元增加 2816.62 亿
元，增幅 23.71%（去年增幅仅 1.89%）。反映出宁波的百强企业面对经
济调整的压力，发愤图强，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已逐渐走出低谷，成
效显现。
去年以来，宁波企业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竞争也非常激烈。2018
宁波企业综合百强榜的入围门槛提升到 20.02 亿元。今年有 26 家企
业新入围百强企业，包括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宁波力勤矿业、宁
波住宅建设集团等。
从综合百强企业榜的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企业入围数多达 54
家，服务类企业入围 33 家，建筑类入围 13 家，这也显示宁波的产业结
构仍然是以制造业为主。

民营企业成百强企业主力军
从宁波百强企业的分布区域来看，鄞州位居第一，有 25 家企业入
围。北仑、海曙分列二、三位，入围企业各有 16 家，其余县区（市）的入
围企业数均在 10 家以下。
民营企业成为百强榜单上的主力军。从所有制结构来看，民营企
业占据优势，有 76 家企业入围，这 76 家民营企业的营收占到了百强企
业的 78.56%、净利润占 59.52%、纳税占 47.10%。国有企业有 16 家入
围，
外资或外资控股的占 8 家。
昨天发布的 2018 宁波制造业百强榜上，宁波金田投资控股公司
位居第一位，吉利汽车和奥克斯集团位居二三位。2018 宁波服务业
百强企业榜上，远大物产集团、银亿集团和中航国际钢铁贸易有限公
司位居前三位。在 2018“宁波竞争力”百强企业榜上，方太厨具、大丰
实业和金田投资位居前三位。
“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是宁波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中
小企业为大企业注入活力,大企业能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市经信委党
委委员、总工程师谷霞认为，此次上榜的宁波企业能为所有宁波企业
起引领、示范作用，宁波企业众多，只有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才能形
成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不可忽视的力量。
首席记者 孙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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