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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财富》中国 500 强排行榜新鲜出炉

6 家宁波企业榜上有名
排名

上年
排名

公司名称
(中文)

营业收入
(百万元)

利润
(百万元)

164

276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56180.93

1317.99

291

294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8930.30

11186.36

329

330

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5931.85

2490.87

383

405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1879.61

2884.20

395

407

申洲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0950.21

4540.49

415

411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2.76

922.18

本报讯（记者 乐骁立） 7 月 10 日
晚间，财富中文网发布了 2019《财富》
中国 500 强排行榜，这份榜单考量的
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中国上市企业在
过去一年的业绩和成就。
榜单前三把交椅没有出现变化，
中石化、中石油和中国建筑稳居冠亚
季军。宁波今年有 6 家上市公司上
榜，去年和前年的上榜企业数量均为
8 家。
今 年 中 国 500 家 上 榜 的 上 市 公
司总营业收入达 45.5 万亿元，较去年
增 长 14.8% ，再 创 新 高 ；净 利 润 达
3.625 万亿元，较去年增长 4.21%，相
比 去 年 24.24% 的 涨 幅 而 言 ，受 宏 观
经济影响大幅放缓。今年上榜公司
的年营收门槛为 162.38 亿元，相比去
年提升了 17%。去年中国 GDP 首次
突破 90 万亿元，这 500 家上市公司的
收入总和也再次超过了中国当年
GDP 的一半。
今年一共有 42 家新上榜和重新
上榜公司，其中小米集团以 1749 亿元
的总收入排名第 53 位。美团点评则
以 652 亿元营收排名第 140 位。在食
品行业，颇受关注的是今年首次进入
500 强（排 名 第 482 位）的 海 底 捞 ，
2018 年总收入达 170 亿元。
6 家上榜的宁波企业中排名最前

的是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位
居 164 位 ，较 上 年 排 名 276 位 ，跃 升
112 名。自 2018 年收购高田主要资
产后，均胜电子已形成汽车安全系统
和汽车电子系统两大业务板块，当年
销售收入达 561 亿元。目前，聚焦智
能驾驶以及汽车电子领域的均胜电子
已具备完整的硬件设计、软件开发和
数据处理能力，在亚洲、欧洲和美洲分
别设有研发中心，工程技术和研发人
员的总数超过 5000 人，拥有超 5000
项专利。在上月刚刚公布的“2019 中
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
强企业榜单”上，均胜电子成功入围百
强榜单，位居榜单第 27 位，成为我市
首家入围该榜单的企业。
接下来上榜的甬企分别是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 291 位，较去
年上升 3 位；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排名第 329 位，较去年上升 1
位；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较去年
上 升 22 位 ，排 名 第 383 位 ，跻 身
TOP400；申洲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排名第 395 位，同样跻身前 400；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
415 位，
较去年下降 4 位。
与去年相比，宁波华翔和宁波建
工掉出榜单，雅戈尔也自 2017 年上榜
后，连续两年没有入围。

全省外贸综合服务示范企业名单公示

9 家宁波企业上榜

本报讯（记者 严瑾 通讯员 王
的这些宁波企业，有不少都是全市的
彩虹） 经过企业申报、商务部门分级
外贸百强。譬如中基宁波集团，去年
评审、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等程序，7
以突破 200 亿元的进出口总额，稳居
月 10 日，浙江省商务厅公示了拟认
宁波外贸的“头把交椅”；
“ 世贸通”
定的 2019 年 30 家省级外贸综合服 “一达通”外贸综合平台，也分别以
务示范企业。其中，有 9 家宁波企业
48 亿元、38 亿元的庞大体量，排行全
上榜。
市前 20 名。至于“美联”和“华艺”，
上榜的 9 家宁波企业分别为：宁
则分别是老牌外贸公司“美博”
“斐
波宁兴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慈溪
戈”旗下风生水起的外贸综合服务新
进出口控股有限公司、宁波联合集团
板块。
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中基宁波集团
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对宁波外贸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瑞进出口股份
的意义，不仅仅是提高“买进卖出”的
有限公司、宁波美联外贸服务有限公 “量”，还将带来一些诸如“互联网+”
司、宁波一达通外贸服务有限公司、 等延伸外贸价值链的“质变”。为此，
宁波华艺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世贸
宁波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
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将大力支持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熟悉外贸的朋友不难发现，上榜
从而降低出口企业的总成本。

2019 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
发展指数发布
上海位列全球航运中心第四
宁波舟山列第十三位
据新华社电 11 日，2019 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
心发展指数在沪发布，新加坡、香港、伦敦位列全球国际
航运中心三甲，
上海继续位列第四。
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从港口条件、
航运服务和综合环境三个维度，全面反映国际航运中心
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2019 年，全球航运中心城市综合
实力前 10 位包括新加坡、香港、伦敦、上海、迪拜、鹿特
丹、汉堡、纽约-新泽西等。
中国沿海城市在全球航运中心评价体系中表现较为
突出。除了上海，进入综合实力前 30 位的城市还有宁波
舟 山（13 位）、 广 州（16 位）、 青 岛（17 位）、 大 连 (20
位)、深圳（22 位）、天津（24 位）、高雄（25 位）、厦门（30
位）。
2019 年指数评价结果显示，亚太新兴经济体航运中
心继续保持上升趋势：新加坡仍然保持领先水平；香港与
伦敦航运发展水平差距逐步缩小；上海和迪拜作为新兴
经济体重要城市，凭借快速发展的现代航运集疏运体系，
不断提升的航运服务能力，自贸区的驱动效应和持续改
善的营商环境，航运发展水平紧追伦敦，分列第四和第五
位。
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自 2014 年
起，已连续发布 6 年。综合对比 2014-2019 年评价结果，
全球航运中心发展总体较为稳定，但同时，全球航运中心
东移趋势也较为明显。

6 月宁波 CPI 同比上涨 2.4%
本报讯（记者 王心怡） 来自国家统计局宁波调查队
的消息，6 月宁波市区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
涨 2.4%，较上个月回落 0.8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
涨 4.5%，非食品价格上涨 2.0%，消费品价格上涨 2.5%，
服务价格上涨 2.3%。
值得注意的是，鲜瓜果上涨 44.9%，比上个月还要高
出 16.4 个百分点。此外，猪肉、禽肉类、鲜菜价格分别上
涨 15.9%、3.5%和 0.1%；水产品、鸡蛋、奶类价格分别下
降 4.0%、1.2%和 0.6%。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降”。教育文化和娱
乐、其他用品和服务分别上涨 4.0%和 3.9%；医疗保健、生
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均上涨 3.0%；衣着、居住价格分别上
涨 1.7%和 1.0%；
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 0.4%。

上海邀宁波人
“寻美”
黄浦江
本报讯（记者 谢舒奕 通讯员 孙亚玲） 一曲极具上
海城市特质的动感歌曲《上海 100》中，浦江两岸的美景
在大屏幕徐徐展现，尽显上海风情。7 月 10 日下午，上海
“世界会客厅”——2019 年黄浦江两岸黄金旅游圈旅游
推介会在宁波举行，带来了黄浦江两岸黄金旅游圈的美
好风景。
本次推介会除了运用“VR 科技+全景上海”游览方
式，深度阅读“有历史”
“有故事”
“有影响”的黄浦江两岸
标志性建筑，还在现场展示上海老字号品牌、黄浦“非遗”
项目衣谱盘扣、博大精深的国学作品等，为游客带来人文
享受。
据悉，目前上海黄浦江两岸 45 公里全线贯通，从过
去的“生产岸线”向“生活岸线”升级，已然成为打造“世界
会客厅”名片的首选地之一。这里汇聚了世界级网红景
观，诸如以位于浦东陆家嘴的东方明珠塔、上海环球金融
中心、金茂大厦等为代表的“中国最美天际线”；可以到浦
江两岸全线贯通的浦江东岸和黄浦滨江，漫步外滩体验
“万国建筑博览群”风采；游走豫园品茗听戏九曲桥，探访
老码头里的深藏功名的建筑；可以到世博会博物馆、乒乓
球博物馆寻找本真的乐趣；还可以搭乘浦江游船，将璀璨
的黄浦江夜色尽收眼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