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要 闻2022年9月7日 星期三
责编：聂传清 王俊岭 邮箱：hwbjjb@163.com

9月 6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了“2022 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及 《2022 中国 500 强企业发展报告》

（简称 《报告》）。其中，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位居前列。

总体来看，2022中国企业500强经营规模迈上
新台阶，制造业企业快速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继
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巩固。

入围门槛大幅提高

《报告》 显示，2022 中国企业 500 强入围门槛
为年营业收入446.25亿元，与上年500强相比，入
围门槛提高了 53.89 亿元，增幅为 13.74%。同时，
2022 中国企业 500 强共实现营业收入 102.48 万亿
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与上年相比增加了
12.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08%，增速加快了 9.65
个百分点。

从经营上看，尽管企业亏损面略有扩大，但
盈利水平总体改善。《报告》显示，2022中国企业
500强中，亏损企业为33家，主要集中在煤炭、地
产、化学原料、航空运输等领域。不过，2022 中
国企业500强共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4.46万亿
元，比上年500强增长9.63%。

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朱宏任
表示，近些年来，以中国企业 500 强为代表的大
企业努力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带来的不利
影响，长期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实力和竞
争力明显提升。

“中国企业500强年营业收入从2012年的50.02
万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102.48 万亿元，增长了
1.05倍，迈上百万亿元台阶；资产总额从150.98万
亿元增长到 372.53万亿元，增长了 1.47倍。”朱宏
任说，以当年汇率计，中国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
相对于美国企业 500 强比例，从 2012 年的 65.81%
提高到2021年的97.74%；资产总额相当于美国500
强的106.46%，已连续两年超过美国500强。

创新驱动质量更优

除了体量优势之外，质量方面的提升亦看点
十足。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报告》显示，2022中国
企业 500强中，多数行业入围企业数量均有变化，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入围企业数量增

加。其中，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机械及设
备制造业、动力和储能电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
备业等表现较好。

研发强度再创新高。《报告》显示，2022中国
企业500强共投入研发费用14474.67亿元，与上年
500 强相比，增加了 1408.2 亿元，同比增长了
10.78%。不仅如此，2022中国企业500强中企业研
发投入总额占其营业收入总额的1.81%，较上年提
高0.04个百分点，再次创下中国企业500强研发强
度新高。

专利数量持续增加。《报告》显示，截至2021
年底，2022 中国企业 500 强共持有各类有效专利
166.8万件，比上年500强增加21.94万件；其中有
效发明专利 67.29 万件，比上年 500 强增加 7.83 万
件。中国企业500强有效发明专利占全国企业有效
发明专利190.8万件的35.27%，是全国企业有效发
明专利的重要持有者。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主任郝玉峰说，中国
经济具有市场规模庞大、产业体系完备、政策稳
定性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产业升级空间巨大
等优势，中国企业只要守正创新、积极作为，就
能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持续做强做优做大。

国际地位稳步提升

2012年以来，中国企业500强持续推进国际化
经营，积极布局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主动利用国
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地位稳步提升。

据介绍，在中国企业500强总量规模扩张的同
时，诞生了一批全球领先的中国大企业。在 2022
世界500强中，来自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大企
业已经增加到145家，较上年增加2家，连续四年
位居世界500强国别榜榜首。在2022世界500强有
44家新上榜和重新上榜的企业中，中国企业为 14
家，占比为31.82%。

与此同时，中国大企业国际化经营越走越
深。《报告》显示，“2022中国跨国公司100大”的
平均跨国指数、海外资产占比、海外员工占比分
别为15.59%、17.06%、10.05%，党的十八大以来分
别提高了 1.61、2.45、4.98 个百分点。“2022 中国
跨国公司100大”海外资产总额、海外营业收入分
别为107510亿元、77904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分
别增加139.61%、62.99%。

“大企业应当是国际化的大企业，而不是仅仅
局限于国内市场的发展。”朱宏任建议，中国企业
不仅要将产品与服务卖到国际市场，更要在国际
市场主动进行研发与生产布局，通过创新发展等
路径实现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2022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发布——

中企500强年营收总和首超百万亿元
本报记者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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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记者张辛欣） 工信部
装备工业一司司长王卫明6日表示，我国装备工业
产业规模持续扩张，2012至 2021年，装备工业增
加值年均增长 8.2%，始终保持中高速。特别是今
年以来，装备工业克服疫情影响率先回升，拉动
制造业较快恢复。

王卫明是在工信部6日举行的“大力发展高端
装备制造业”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装备工业是大国制造的坚实支撑。十年来，
我国装备工业产业规模持续扩张，产业结构持续
优化。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装
备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达10.51万家，比2012年增长
近 45.30%；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
达到 28.83、26.47 和 1.57 万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92.97%、47.76%、28.84%。2021年，装备工业中战
略性新兴产业相关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20 万亿元，

同比增长18.58%。
“十年来，我们以‘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

装备’为抓手，持续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工
业母机行业已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自主开
发能力和可靠性水平显著提升。”王卫明说，目前
已突破了全数字化高速高精运动控制、多轴联动
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国产高档数控系统实现从
无到有，在国产机床中市场占有率提高到31.9%。

在工程机械领域，我国已形成22大
类工程机械产品，工程机械国内市场满
足率从2012年的不到90%提高到目前的
96%以上，挖掘机、起重机、装载机等
主要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

王卫明说，我国装备制造业处在向
中高端迈进的关键时期，对经济社会的
支撑作用更加突出，但也存在产业基础
薄弱、产业发展环境尚需改善等问题，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需进一步提升。下
一步，工信部将推动突破核心关键技
术，强化产业基础，培育优质企业和产
业集群，并将制定发布专项政策文件，
加快推动装备工业数字化发展。

今年以来，江苏造船企业通过开拓
航运市场业务，加快新型产品的研发转
型，实现提质增效。图为江苏省太仓港
经济技术开发区一造船企业内，多艘船
舶正在有序建造中。

计海新摄 （人民视觉）

十年来中国装备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2%十年来中国装备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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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省荣成市各大渔港码头一派繁忙，秋捕归来的渔船纷纷靠
港卸鱼，新鲜的海产品吸引了不少鱼贩、市民前来采购。图为9月6日，荣成
市龙眼港码头，一位市民在挑选海产品。 李信君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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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东白庄村种植的百亩“巨型稻”试种
田长势喜人，已进入灌浆期。据了解，该品种“巨型稻”于 5月下旬播
种，预计 10 月进入收获期。图为 9月 6日，白庄村工作人员展示“巨型
稻”稻穗。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摄

本报上海9月6日电（记者沈
文敏） 2022 世 界 设 计 之 都 大 会

（WDCC） 将于9月15日至18日在
上海举办，主题为“设计无界 相
融共生”。9月6日，上海市政府新
闻发布会上对 2022 世界设计之都
大会相关情况进行介绍。

据了解，近年来，上海坚持以
“设计之都”建设为牵引，设计与
城市发展并行，创意和设计产业蓬
勃发展，一大批优秀设计企业、设
计人才加速集聚，产业增加值年均

增长率超10%，国际国内影响力日
益增强，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设
计之都打下了坚实基础。

上海聚焦工业、建筑、服务、
数字经济等领域，推进设计引领示
范企业培育，以设计驱动产品迭
代、品牌建设，目前已累计培育
90 多家市级设计引领示范企业；
累计认定 124 家市级设计创新中
心，其中 13 家被评为国家级工业
设计中心。2021 年创意和设计产
业总产出达1.6万亿元。

本报北京9月6日电（记者李
婕） 6日，渝厦高铁益阳至长沙段
开通运营，湖南省 14 个市州实现
高铁全覆盖。

此次开通的渝厦高铁益长段位
于湖南省西北部，沿线经过 2 市 6
县区，全线设益阳南、宁乡西和长
沙西 3 个车站，设计速度为时速
350公里。

渝厦高铁西起重庆，经黔江、
常德、益阳、长沙、赣州，东到厦
门，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

重要一“横”，其东接海西经济
区，西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南
通粤港澳大湾区，对增强东中西部
地区合作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渝厦高铁益长段由中铁第四勘
察设计院勘察设计。铁四院渝厦高
铁益长段指挥长张长春介绍，益长
段开通运营后，将大大缩短益阳与
长株潭城市群之间的时空距离，进
一步优化湖南交通运输结构、促进
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据新华社匈牙利德布勒森9月
5日电（记者陈浩） 中国动力电池
制造商宁德时代5日在匈牙利东部
城市德布勒森签署预购地协议，标
志着宁德时代匈牙利工厂项目正式
启动。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西
雅尔多·彼得在签约现场致辞时表
示，宁德时代这项投资是10年来欧
洲五大“绿地投资”（新建投资）之
一，也是匈牙利有史以来最大的绿
地投资，对匈牙利意义重大。

西雅尔多说，宁德时代匈牙利
工厂将创造 9000 个新工作岗位。
匈牙利与中国在相互尊重、不受外
部影响的基础上开展务实合作，从

中受益匪浅。
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在视频

致辞中表示，宁德时代将致力于为
当地社区和匈牙利电动汽车行业作
出贡献。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临时代
办杨超致辞时说，宁德时代匈牙
利工厂项目将进一步巩固匈牙利
在汽车产业的领先地位，对中匈
和中欧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产生
积极示范效应。

宁德时代匈牙利工厂位于德布
勒森南部工业园区，占地 221 公
顷，首栋厂房将于年内破土动工。
该项目投资金额73.4亿欧元，规划
电池产能为100吉瓦时。

上海创意和设计产业年均增长率超10%

渝厦高铁益长段通车运营

宁德时代匈牙利工厂项目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9月 6日电（记
者申铖）记者6日从财政部了解到，
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财政部日前印发《中
央财政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支持方案》，支
持建立以财政投入、市场参与为总
体导向的资金多元化利用机制。

根据方案，中央财政设立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奖补资

金，用于支持沿黄河省区统筹做好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黄河长治
久安、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保护传
承弘扬黄河文化等工作；研究设立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基
金，支持沿黄河省区规范推广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鼓励各
类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支持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财政部发布财税支持方案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一版）
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京津冀协

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发挥
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作用。要集聚和利
用高端创新资源，积极开展重大科技项目研发合
作，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
主要策源地。”

河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大力加强与京津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协作。
如今，京津两地已成为河北技术成果供给的重要
源头。今年上半年，河北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
额230.1亿元，同比增长39.43%，占全省吸纳技术
合同成交额的六成多。

强化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提升科技成果转化
孵化能力，河北大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各项重
点任务落实落地，深化拓展“京津研发、河北转
化”模式，引领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

构筑平台，对接更顺畅。《河北省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行动实施方案》 印发，支持雄安新区、河
北·京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先行先试，
承接北京优质科技资源，打造科技成果转化高
地。河北省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与北京中国技
术交易所、天津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等 11家技
术转移机构合作，联建京津冀科技成果协同转化
中心等五大平台。2021 年，河北吸纳京津技术合
同成交额突破300亿元，同比增长69%。

打破壁垒，创新更高效。河北大刀阔斧破除
体制机制藩篱，探索与京津两地协同创新的新模
式。推动实现高新技术企业跨区域整体搬迁互
认，已累计吸引 30家京津高新技术企业跨区域整
体搬迁。探索一区多园、整体托管、创新链合作
等模式，与京津两地合作共建科技园区、创新基
地、创新联盟等科技创新载体。保定·中关村创新
中心采取整体托管模式集聚创新资源，中关村海
淀园秦皇岛分园创新利益分享模式，吸引大批科
技型企业和产业项目落地生根。

紧扣产业，供需更对路。围绕重点产业链高
质量发展需求，河北对接京津两地高端创新资
源，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共
建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打造一批技术转移机
构、中试熟化基地。2021年，在数字经济、新能源、高
端装备等领域，河北联合京津两地科研院所攻关31
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安排资金超过 7500 万元。今
年上半年，河北组织科技成果“直通车”等对接活动
60余场，促成签约167项，合同额2亿元。

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河北创新驱动发展势头强
劲。今年上半年，河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10.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京津两地协同创新，推
进园区、基地、基金、联盟、技术市场‘五个共
建’，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着力建设科技强省，推
动创新发展实现新突破，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河北省委相关负责同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