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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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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乐骁立）昨天，最新宁波百强企业
榜单出炉。

这是该榜单连续第 15 年发布，镇海炼化以总营
收1137.87亿元，连续15年稳坐榜单头把交椅。

相较于往年排名，今年榜单头部企业发生较大
变化：第二、第三把交椅均已易主——雅戈尔和奥克
斯分别取代远大物产和银亿集团，登上亚军和季军
宝座。

2018年，金田铜业和吉利汽车保持稳定增长，本
次排名继续保持在第四、第五的位置。

远大物产上一年度榜单显示营收额为1015.23亿
元，但今年榜单上显示的营收额仅为660.25亿元，比
上一年度足足减少355亿元，因此只能屈居第六位。

而宁波外贸“一哥”中基宁波在过去一年实现

逆势上涨，营收由上一年的 379.81 亿元，猛增到
578.80 亿元，涨幅高达 52%，其在榜单排名也跃升至
第7 位。

均胜电子，随着“海外并购”协同效应的发挥，去
年该公司营收实现倍增，由上一年度的 266.05 亿元
增长至 561.8 亿元，其排名也由第 13 位跃升至第 8
位。原排名第8的杉杉控股则下降了一个位次。

此外，去年排名12的浙江前程今年挤进前十。而
去年排在第9、第10的中航国际和逸盛石化则跌出了
十强，分别居第11位和第12位。

从企业综合百强榜入围门槛来看，今年排在第
100 位的爱柯迪营收为 25.0747 亿元，较去年的最后
一名营收提高了5亿元左右。

另外，去年综合百强榜上共有 35 家企业营收突

破百亿元，而今年达到 37 家。除去申报因素外，今年
突破百亿门槛的企业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欣捷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今年前二十强企业的营收、利税和净利润，在百
强企业中的占比均在六成以上；而利润超5亿元的29
家百强企业中，利润占了总额的81.62%。

此外，今年综合百强企业中，民营企业已达 71
家，营业收入占 76.22%、净利润占 57.02%、纳税占
48.78%。

不过，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今年百强企业的利润
总额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综合百强企业的净利
润总额为 689.86 亿元，同比下降 6.59%；制造业百强
净利润 492.50 亿元，同比下降 3.56%；服务业百强净
利润73.04亿元，同比下降20.65%。

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王芳)昨天，记
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奉化分局获悉，宁波锋
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究院项目近日取得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标志着奉化区首宗工业研发
用地项目正式进入建设实施阶段。

该项目位于“3 号青创大走廊”沿线，具体位
于岳林街道大成东路北侧、天峰路西侧，总建筑
面积约 51019 平方米，将建一幢高约 118 米 23 层
的研发大楼及两幢研发中心副楼。

研发大楼效果图研发大楼效果图

奉化将建118米研发大楼 华为回应美国进口禁令：
将继续在美法院
挑战该禁令的合宪性

美国当地时间 8 月 7 日，美国负责政府合同
的机构发布了一项关于禁止联邦机构采购包括
华为在内的五家中国公司电信设备的临时规定。
华为8日发布媒体声明称，“《2019财年国防授权
法》及其实施条款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华为有不
当行为的情况下对华为采取惩罚性行动，是基于
原产国设立的贸易壁垒。”

华为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对今天的新闻并
不感到意外，这只是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
的实施条例。华为将继续在联邦法院挑战该禁令
的合宪性。”

台湾东部海域发生6.4级地震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 8 月 8 日 5

时28分，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北纬24.52度、东经
121.96度）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30千米。

记者所在的台北住处，震感较强烈，室内电
灯明显晃动，持续 10 余秒。截至发稿时，暂无灾
情传出。

■国内

中日将举行新一轮战略对话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8 日宣布：经双方商

定，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将于8月10日与日本外
务事务次官秋叶刚男在日本举行新一轮中日战
略对话。双方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
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中日战略对话是两国政府加强战略沟通的
重要渠道。此次是双方时隔 7 年重启对话。中方
希望通过对话增进双方政治互信，推动中日关系
进一步改善发展。

缅甸甲型H1N1流感
已致90人死亡

缅甸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
6月以来至本月7日，缅甸全国已有422人确认感
染甲型H1N1流感病毒，其中90人死亡。

数据显示，此次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影响
缅甸多个省邦，其中仰光省致死病例最多，达
到 63 人；其次为伊洛瓦底省，致死 9 人；勃固省
致死 7 人。死亡病例中，有 72 人伴有其他健康
问题。

甲型 H1N1 流感是一种急性传染性呼吸系
统疾病，症状为突发咳嗽、呼吸困难、发热等，病
情严重者会出现肺炎，甚至死亡。

■国际

■本地

彩票开奖公告
●福彩
双色球 第2019092期：09 17 27 28 32 33 08
3D第2019213期：2 4 5
15选5第2019213期：07 10 12 13 15

●体彩
20选5第19213期：03 09 12 18 19
排列5第19213期：7 2 8 6 2本版图文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外事

2019高考第三段
平行投档线揭晓

本报讯（记者 李臻）8月8日上午，我省高考
第三段平行志愿正式投档！接下来各高校进行网
上录取，相关考生预计可于8月10日晚通过浙江
省教育考试院网站(www.zjzs.net)或浙江考试微
信公众号查询自己的录取情况。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三段线下考生也有升学
机会。按照我省高考第三段投档情况，后续还将
进行征求志愿。今年我省高职实施扩招，凡高考
三段线上未被录取及三段线下的考生，均可参加
后续征求志愿填报和投档。

■热点

银保监会两年多
开罚单超59亿元

记者 8 日从中国银保监会获悉，2017 年至
2019年一季度，银保监会系统共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11735 份，罚没总计 59.41 亿元，罚没金额超过
之前10年的总和。

数据显示，2017 年至 2019 年一季度，银行业
监管领域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8888 份，处罚机
构4432家次，处罚责任人员5305人次，罚没合计
54.88 亿元。保险业监管领域共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2847 份，处罚机构 2127 家次，处罚责任人员
3105人次，罚没合计4.53亿元

■关注

2019宁波百强企业榜单出炉
镇海炼化稳坐头把交椅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