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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500強規模與美基本相當

營收首超百萬億大關
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昨日發布的 「2022中國企業500強」 榜

單顯示，2022中國企業500強營業收入實現較高速度增長，營業收入總額達
到102.48萬億元（人民幣，下同），首次突破百萬億元大關，比上年增長
14.08%，為近10年來的最大漲幅；資產總額為372.53萬億元，比上年增長
8.43%。受訪專家認為，中國企業500強在推動高質量發展、做強做優做大
方面取得顯著進展，營業收入邁上百萬億元台階，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進一
步鞏固。 香港商報記者 朱輝豪

「投洽會」拓投資新機遇

千億俱樂部佔比近半
2022中國企業500強入圍門檻已經提升至446.25億

元，比上年提高了53.89億元，增長為13.74%。這是
中國企業500強自發布以來入圍門檻絕對值提高最多
的一年。

榜單顯示，千億俱樂部加快擴容，萬億級企業首
次突破 10 家。2022 中國企業 500 強中，營業收入超
過 1000 億 元 的 企 業 數 量 增 至 244 家 ， 佔 比 接 近
50%，凈增 22 家；有 12 家企業營業收入超過了 1 萬
億元。

中國企業聯合會提供給本報記者的數據顯示，2022
中國企業 500 強中，製造業企業入圍企業增至 256
家，比上年500強增加7家，連續第二年保持增加；
服務業企業為171家，其他企業為73家。2022中國企
業500強中共分布在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
分布最多的三個地區依次是北京、廣東和山東。

中國企聯黨委書記、常務副會長兼理事長朱宏任在
發布會上表示，中國企業 500 強榜單主要突出特點
是：入圍門檻大幅提升，經營規模邁上新台階，製造
業企業快速發展，創新驅動發展繼續增強，國際地位
和影響力進一步鞏固。

可發揮引領示範作用
數據還顯示，中國企業500強規模增長快於美國500

強，規模總額已經與美國500強基本相當。2022中國
企業 500 強的營業收入總規模相當於美國 500 強的
97.74%；資產總額相當於美國500強的106.46%，已連
續兩年超過美國500強。入圍世界500強的內地企業
數量增至133家，居於第一位。

中國企業聯合會研究部主任郝玉峰向本報記者表
示，中國企業發展儘管已經取得了巨大成績，但與先
進國家企業相比，自主創新能力支撐不足、盈利能力
偏弱、產業層次不高、品牌影響力不夠等方面的問
題，仍較為突出。 「同時需要看到的是，中國具有超
大規模市場，產業配套完備，政策穩定性強，營商環
境持續優化，產業升級空間巨大，長期向好的基本面
沒有改變。」郝玉峰如是說。

朱宏任表示，500強企業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
的重要力量，歷年來都在經濟產出、創新突破、稅收
增長、產業安全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未來，500
強大企業可以繼續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從多個方
面更好發揮引領示範作用，比如在貫徹新發展理念方
面積極擔當作為、在綠色低碳發展方面積極探索、在
穩經濟大盤方面勇挑大樑、以及在增強國際競爭力方
面走在前列。

東方甄選牽手京東物流
新東方在線大漲逾三成

【 香 港 商 報
訊】記者伍敬斌
報道：昨日，據
京東物流官方消
息，京東物流現

已與東方甄選達成合作，東方甄選藉助京東物流商流
物流一體的供應鏈解決方案以及覆蓋全國的物流配送
網絡，實現自營產品同城訂單即日達或次日達，跨省
訂單可在 72 小時送達。新東方在線（01797.HK）當
天隨即大漲 31.47%，收報 37.6 港元/股，股價續創
2020年9月以來最高。值得一提的是，累計前6個交
易日新東方在線漲幅超50%，年初至今166個交易日

累計漲幅超600%。
自6月靠雙語教學直播帶貨為特色出圈而股價暴漲

後，新東方在線的股價一度進入冷靜期，徘徊於18港
元左右。但8月下旬，在新東方高層多次表態將進行
長遠布局，且公布的財報超過預期後，新東方在線的
股價再次上漲。

對於此次東方甄選與京東物流之間的合作，京東物
流方面表示，京東物流為東方甄選提供靈活彈性的供
應鏈解決方案，單倉和多倉模式靈活轉換。零售電商
行業專家、百聯諮詢創始人莊帥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
示，和京東物流合作可以更好地提升用戶體驗，而東
方甄選的獨立APP則有利於獨立融資做大平台。

【香港商報訊】記者胡薇報道：第二十二屆中國國
際投資貿易洽談會（簡稱 「投洽會」）組委會負責人
昨日在廈門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稱，本屆投洽會持續
傳遞中國投資好聲音，拓展國際投資新機遇，截至目
前共有來自66個國家和地區的客商參會。

本屆投洽會將於9月8日至11日在廈門舉行，大會
將以 「全球發展：共享數字機遇、投資綠色未來」為
主題，將圍繞投資促進、產業創新、項目資本對接等
三大板塊，布展12萬平方米。突出數字經濟、綠色投
資，重點圍繞全球發展倡議、 「一帶一路」、金磚合
作、RCEP等國際熱點話題，策劃舉辦60多場活動，
其中重要會議論壇研討活動近40場。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琳
報道：十年來，黑龍江省對
外貿易規模持續擴大，全省
對外貿易累計實現1.81萬億

元。昨日，黑龍江省商務廳黨組書記劉海城在黑龍江
省 「非凡十年」主題系列新聞發布會第五場上，圍繞
全省 「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構築中國向北開放新高
地」做主旨發布時介紹， 「2022 年 1-7 月，全省進出
口實現 1450.6 億元，同比增長 31.9%，增速高於全國
21.5個百分點，列全國第六位。對 『一帶一路』國家進
出口貿易佔全省進出口貿易總額的 70%以上，2022 年
1-7月，對 『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總值1143.5億元，
同比增長38.9%，佔全省外貿總值的78.8%」。

這十年，黑龍江對外貿易規模持續擴大，貿易往來
的國家和地區達200多個；全省對俄經貿大省地位進一
步鞏固，對俄貿易實現1.09萬億元；全省利用外來投
資質效不斷提升；全省開放平台建設水平不斷躍升。

龍江外貿累計1.81萬億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思靜 通訊員姜楊敏報道：昨

日，兩列三編組智軌電車從湖南株洲中車智行科技有
限公司製造廠區駛出，它們將從廣州港運往 「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阿聯酋。這是中車智軌首次批量交付的
海外項目，為中國高端智造助力 「一帶一路」再添中
國力量。

中車智軌交付海外項目

【香港商報訊】據中通社消息，9月6日16時，四
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應急管理局、四川省地震局在
震中瀘定縣磨西鎮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此次地
震已造成66人遇難，其中甘孜州遇難38人，雅安市遇
難28人；15人失聯；253人受傷，其中危重傷5人、
重傷70人。

目前抗震救災各項工作正緊張開展，現場全力組織
人員搜救、救治傷員。累計出動各方面救援力量6650
餘人、9架直升機；受傷人員中，經醫院救治175人。

地震造成大渡河一級支流灣東河出現斷流，形成堰
塞湖，目前已有較大自然泄流，風險總體可控，受威
脅民眾已疏散轉移。截至目前，災區受災民眾已全部
轉移安置。

全面排查次生災害正在進行，瀘定縣共初步排查農
房7000餘戶、市政道路20條、橋樑7座、其他設施場
所18處；雅安石棉縣共初步排查房屋建築330棟、市
政道路40公里、橋樑10座、管網38公里、其他設施
場所39處。經對水源地、污水廠等重點場所開展生態
環境排查，未發現環境安全問題。

四川瀘定地震66人遇難

即將運往阿聯酋的智軌電車。

中國歙縣·徽州古城

歙縣北倚黃山，東臨杭州，南連千島湖。自秦建
制以來，歙縣歷來為郡、州、路、府所在地，是古
徽州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徽商發源地，明清
時期有 「無徽不成鎮」之說，安徽的 「徽」字就出
自這裏。

在歙縣，可以追溯2000多年的文脈傳承。從秦始
皇賜縣名 「歙」，到隋朝的古城牆、始建於唐的漁
梁壩、明朝的許國石坊、再到橫跨明清兩朝400年
時間建成的棠樾牌坊群，精湛的磚木石三雕、傲世
的宅第、斑駁的古城牆，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歷史
厚重感緊扣人的心尖。

在歙縣，修心養性堪比世外桃源。 「新安大好山
水」 傳頌千古，城內 「五峰拱秀，六水迴瀾」，是

著名的山城、水城、橋城。歙縣氣候溫和，日照時
間長，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全縣森林覆蓋率
82.64%，空氣中負氧離子多，大氣和大部分地表水
保持國家一級和二類標準，曾連續多年榮獲全國百
佳深呼吸小城。

在歙縣，可以徜徉山水，駐足阡陌。擁有A級以
上景區11個，其中國家5A級景區2個（古徽州文化
旅遊區——徽州古城、棠樾牌坊群、鮑家花園）、
4A級景區2個（新安江山水畫廊、雄村）。還有美
麗田野、白牆黛瓦、煙火農家，有如詩如畫的坡
山、石潭、陽產。

在歙縣，可以盡享大自然的恩賜。上豐梅花、雄
村桃花、石潭油菜花等聲名遠播，茶葉、貢菊、枇

杷、柑桔、葡萄、楊梅、雪梨、盆景、山核桃等久
負盛名。問政貢筍、石鍋臭鱖魚、深渡毛豆腐、包
袱餃、石頭粿、蟹殼黃燒餅挑逗味蕾， 「舌尖上的
歙縣」一定會拉住您的衣袖，牽絆您的腳步。

在歙縣，可以在歷史厚重的古城體驗現代體育的
時尚。騎上單車穿過繽紛花海，用腳步丈量神奇的
「徽商之路」，星空露營體驗帳篷客的欣喜，或者

在山水間來一段馬拉松，都會滿足你樂於追求時尚
動感的需求。

竹影清風，粉牆黛瓦，歙縣是一軸絕美的水墨山
水畫，是旅人的尋夢之鄉，是心靈的棲息地，是綴
滿鄉愁的家園。歡迎您來歙縣，賞新安山水，品徽
州韻味。

「古徽州 新創客」全球合夥人火熱招募中

賞新安山水 品徽州韻味——歙縣歡迎你

邀您當城主邀您當城主

圖片均為徽州古城 由歙縣文旅體局提供

更多詳情更多詳情，，請掃碼關注請掃碼關注

系列特刊之15

核心區域，萬眾矚目——5A級景區徽州古城邀您當城主
如果您有點子、有創意、有才能。請來報名！
新時代、新徽商，我們為您的夢想買單；
新設計、新理念、新運營，您敢想，我敢做，未來

——在您手中！

我們是誰
徽州古城景區位於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歙縣核心

區域，是中國保存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古徽州府治
所在地，國家5A級旅遊景區，是古徽州文化旅遊區
的重要組成部分。古城內五峰拱秀，六水迴瀾，山光
水色，楚楚動人。景區內古民居群布局典雅，古橋、
古塔、古街、古巷、古壩、古牌坊交織着古樸的風
采，猶如一座氣勢恢宏的歷史博物館。是中國三大地
域文化之一——徽文化的發祥地，素有 「文物之海」
「文化之邦」 「徽墨之都」 「歙硯之鄉」 「東南鄒

魯」之美譽。
我們尋找誰
如果您是具有國際視野的新創客，有創意、會設

計、懂運營、有才華，徽州古城給您舞台！
每個解決方案，可由才華橫溢的您獨立策劃，也可

聯合小夥伴團隊共同策劃。
參與須知
1.提交方案要求
需提供主創和團隊基本信息、主創經歷簡介和一套

前期項目案例。
2.報名流程
（1）報名時間：從發布招募公告

之日起至2022年9月25止；
（2）報名資格審核；
（3）符合資格的參與徽

州古城資源集中推介和實地
踩線。計劃安排在10月15
日—16 日，具體時間另行
通知。

（4）作品提交，截至 11
月30日。
3.評審方式
評委會成員由 「古徽州·新創客」徽州

古城全球合夥人招募計劃項目組召集組成，2022年
12月底進行結果公布並現場展示、頒獎。
4.報名方式
郵件發送至：shexianlvfa@126.com
郵件標題欄請註明 「『古徽州·新創客』徽州古城

全球合夥人招募+投稿人姓名」。
如有疑問請聯繫：
劉女士15868170965 吳女士13339096358
5.退出機制

為保證計劃質量，對於沒有
實際執行能力、對計劃工作缺

乏責任感、不遵守孵化計劃管理
規則或無法根據預定要求完成工

作的獲選者/團隊，工作組有權取消
其孵化資格。

獎項設置
一等獎1名 獎金30000元
二等獎2名 獎金20000元
三等獎3名 獎金10000元
優秀作品獎若干 獎金5000元
另，對獲獎項目提供相應資金扶持
第一階段：創意招募期（發布公告之日起至9月25日）
計劃工作組將發布大賽公告，提供報名渠道，將邀

請全球新創客參與大賽，並完成報名審核工作。
第二階段：設計創作期（10月15日至11月30日）

1.採風推介：10月15日—16日召開徽州古城資源
集中推介會，邀請參賽創客實地考察，沉浸式體驗歙
縣文旅資源。
2.作品提交：11月30日前
第三階段：競賽展示及耦合孵化期
1.參賽展示：2022年12月底，對創客項目作品評

審打分，選出前20個優秀項目參與線下展示說明，
決出最終獎項並現場展示、頒獎。
2.耦合孵化期：搭建古城創業孵化項目平台，通過

政策優惠、租金優惠、支持扶持、古城創業前景及氛
圍等將社會各類人才吸引進來，為鄉村業態多元化發
展賦能。
主辦單位：歙縣人民政府

承辦單位：歙縣文化旅遊體育局 黃山徽投集團

執行單位：歙縣旅遊發展有限公司

中國歙縣·徽州古城

歙縣北倚黃山，東臨杭州，南連千島湖。自秦建
制以來，歙縣歷來為郡、州、路、府所在地，是古
徽州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徽商發源地，明清
時期有 「無徽不成鎮」之說，安徽的 「徽」字就出
自這裏。

在歙縣，可以追溯2000多年的文脈傳承。從秦始
皇賜縣名 「歙」，到隋朝的古城牆、始建於唐的漁
梁壩、明朝的許國石坊、再到橫跨明清兩朝400年
時間建成的棠樾牌坊群，精湛的磚木石三雕、傲世
的宅第、斑駁的古城牆，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歷史
厚重感緊扣人的心尖。

在歙縣，修心養性堪比世外桃源。 「新安大好山
水」 傳頌千古，城內 「五峰拱秀，六水迴瀾」，是

著名的山城、水城、橋城。歙縣氣候溫和，日照時
間長，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全縣森林覆蓋率
82.64%，空氣中負氧離子多，大氣和大部分地表水
保持國家一級和二類標準，曾連續多年榮獲全國百
佳深呼吸小城。

在歙縣，可以徜徉山水，駐足阡陌。擁有A級以
上景區11個，其中國家5A級景區2個（古徽州文化
旅遊區——徽州古城、棠樾牌坊群、鮑家花園）、
4A級景區2個（新安江山水畫廊、雄村）。還有美
麗田野、白牆黛瓦、煙火農家，有如詩如畫的坡
山、石潭、陽產。

在歙縣，可以盡享大自然的恩賜。上豐梅花、雄
村桃花、石潭油菜花等聲名遠播，茶葉、貢菊、枇

杷、柑桔、葡萄、楊梅、雪梨、盆景、山核桃等久
負盛名。問政貢筍、石鍋臭鱖魚、深渡毛豆腐、包
袱餃、石頭粿、蟹殼黃燒餅挑逗味蕾， 「舌尖上的
歙縣」一定會拉住您的衣袖，牽絆您的腳步。

在歙縣，可以在歷史厚重的古城體驗現代體育的
時尚。騎上單車穿過繽紛花海，用腳步丈量神奇的
「徽商之路」，星空露營體驗帳篷客的欣喜，或者

在山水間來一段馬拉松，都會滿足你樂於追求時尚
動感的需求。

竹影清風，粉牆黛瓦，歙縣是一軸絕美的水墨山
水畫，是旅人的尋夢之鄉，是心靈的棲息地，是綴
滿鄉愁的家園。歡迎您來歙縣，賞新安山水，品徽
州韻味。

「古徽州 新創客」全球合夥人火熱招募中

賞新安山水 品徽州韻味——歙縣歡迎你

邀您當城主邀您當城主

圖片均為徽州古城 由歙縣文旅體局提供

更多詳情更多詳情，，請掃碼關注請掃碼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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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區域，萬眾矚目——5A級景區徽州古城邀您當城主
如果您有點子、有創意、有才能。請來報名！
新時代、新徽商，我們為您的夢想買單；
新設計、新理念、新運營，您敢想，我敢做，未來

——在您手中！

我們是誰
徽州古城景區位於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歙縣核心

區域，是中國保存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古徽州府治
所在地，國家5A級旅遊景區，是古徽州文化旅遊區
的重要組成部分。古城內五峰拱秀，六水迴瀾，山光
水色，楚楚動人。景區內古民居群布局典雅，古橋、
古塔、古街、古巷、古壩、古牌坊交織着古樸的風
采，猶如一座氣勢恢宏的歷史博物館。是中國三大地
域文化之一——徽文化的發祥地，素有 「文物之海」
「文化之邦」 「徽墨之都」 「歙硯之鄉」 「東南鄒

魯」之美譽。
我們尋找誰
如果您是具有國際視野的新創客，有創意、會設

計、懂運營、有才華，徽州古城給您舞台！
每個解決方案，可由才華橫溢的您獨立策劃，也可

聯合小夥伴團隊共同策劃。
參與須知
1.提交方案要求
需提供主創和團隊基本信息、主創經歷簡介和一套

前期項目案例。
2.報名流程
（1）報名時間：從發布招募公告

之日起至2022年9月25止；
（2）報名資格審核；
（3）符合資格的參與徽

州古城資源集中推介和實地
踩線。計劃安排在10月15
日—16 日，具體時間另行
通知。

（4）作品提交，截至 11
月30日。
3.評審方式
評委會成員由 「古徽州·新創客」徽州

古城全球合夥人招募計劃項目組召集組成，2022年
12月底進行結果公布並現場展示、頒獎。
4.報名方式
郵件發送至：shexianlvfa@126.com
郵件標題欄請註明 「『古徽州·新創客』徽州古城

全球合夥人招募+投稿人姓名」。
如有疑問請聯繫：
劉女士15868170965 吳女士13339096358
5.退出機制

為保證計劃質量，對於沒有
實際執行能力、對計劃工作缺

乏責任感、不遵守孵化計劃管理
規則或無法根據預定要求完成工

作的獲選者/團隊，工作組有權取消
其孵化資格。

獎項設置
一等獎1名 獎金30000元
二等獎2名 獎金20000元
三等獎3名 獎金10000元
優秀作品獎若干 獎金5000元
另，對獲獎項目提供相應資金扶持
第一階段：創意招募期（發布公告之日起至9月25日）
計劃工作組將發布大賽公告，提供報名渠道，將邀

請全球新創客參與大賽，並完成報名審核工作。
第二階段：設計創作期（10月15日至11月30日）

1.採風推介：10月15日—16日召開徽州古城資源
集中推介會，邀請參賽創客實地考察，沉浸式體驗歙
縣文旅資源。
2.作品提交：11月30日前
第三階段：競賽展示及耦合孵化期
1.參賽展示：2022年12月底，對創客項目作品評

審打分，選出前20個優秀項目參與線下展示說明，
決出最終獎項並現場展示、頒獎。
2.耦合孵化期：搭建古城創業孵化項目平台，通過

政策優惠、租金優惠、支持扶持、古城創業前景及氛
圍等將社會各類人才吸引進來，為鄉村業態多元化發
展賦能。
主辦單位：歙縣人民政府

承辦單位：歙縣文化旅遊體育局 黃山徽投集團

執行單位：歙縣旅遊發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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