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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第二、中国国家

电网第三、中石油第四，在刚

刚出炉的 2020 年《财富》世

界 500 强中，中国大陆（含香

港）共有 124 家企业上榜，较

去年增加 5家，历史上第一

次超过美国（121 家）。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

企业，沃尔玛已经连续第 7

年在《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

上排名第一。

今年 500 家上榜企业的

营业收入达到 33 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 2%，创下历史新高。

进入排行榜的门槛也从 248

亿美元提高到 254亿美元。但

去年这些公司利润总和为 2

万亿美元，同比减少逾4%。

这是《财富》杂志连续第

26年发布全球 500强企业排

行榜。1955年，《财富》杂志根

据各公司前一年的总收入，对

美国最大的 500 家工业企业

进行排名，推出了第一代 500

强榜单。1995年起，该榜单开

始同时涵盖工业企业和服务

性企业，成为全球产业格局和

经济趋势的风向标。

中国大陆首次超美
1990 年代 500 强榜单第

一次发布时，并没有中国大

陆企业的身影。直到 2001 年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

进入排行榜的中国大陆企业

也仅有 11 家，随后逐年增

加，相继超过德法英日。

到去年，中国大陆（含香

港）上榜企业已经有 119家，

加上 10 家台湾地区企业，总

数超过美国。那是该榜单诞生

以来，美国第一次没有在全球

大企业比拼中拔得头筹。

而今年，中国大陆（含香港）

上榜企业数量正式超过美国。

《财富》指出，这是中国

整体经济规模发展壮大的结

果。自第一份 500 强榜单发

布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企业如此迅速地

增长。不可否认，中国已然成

为全球商业发展的领头者。

今年的榜单中有 8 家新

上榜的中国大陆公司，分别

是：上海建工、深圳投资控

股、盛虹、山东钢铁、上海医

药、广西投资、中国核工业和

中煤能源。

全球贸易是驱动力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

在第一份 500 强榜单发布

时，全球贸易占 GDP的比例

不足 39%。但这一比例在

2018 年提高到了 59%。

以此前一直“霸榜”的美

国为例。2019 年美国出口的

商品和服务总价值达到 2.5

万亿美元，较 30 年前的

4870 亿美元增长了 5 倍有

余。即便经过通货膨胀调整

后，增长率仍达到 152%。

今年首次进入榜单的星

巴克（第 478 位）的 265 亿美

元总营收中就有 30%来自美

国以外市场。此外，星巴克的

国际销售额增速比国内高出

三分之一。排名第 322 位的

耐克也有 59%的营收来自美

国以外的地区。

《财富》指出，开拓新市

场、出口的能力是全球大企

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互联网企业大幅上升
今年上榜的互联网相关公

司有7家，分别是美国的亚马

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Facebook，以及中国的京东集

团、阿里巴巴集团、腾讯

控股有限公司和小米集团。

这些企业排名较去年都有大

幅提升。

其中，阿里巴巴上升幅度

最大，上升了 50位至第 132

位。京东、腾讯和小米分别排在

第102、197和422位。

哪些公司最赚钱？
沙特阿美仍然是全球利

润最高的企业，达 882 亿美

元。伯克希尔 -哈撒韦紧随

其后，以 814 亿美元的利润

位列第二。苹果和微软分列

第 3 和第 5。工、农、建三大

中国银行也继续位列利润榜

前 10位。

但中国企业整体盈利水

平仍然较低。上榜的中国企

业平均利润不足 36 亿美元，

约为美国企业（70 亿美元）

的一半，也低于 500 强公司

的平均利润（41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10 家上

榜的中国银行就占全部上榜

中国大陆企业利润总额的

44%，这一比例较往年已经

有所下降。如果除去银行，其

他 114 家中国企业的平均利

润仅有 22 亿美元。相较之

下，美国非银行企业平均利

润高达 63 亿美元，接近中国

大陆企业的 3倍。

在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ROE）榜上，美国劳氏公司

跃升至首位，而中国公司中

排名靠前的是恒力集团、泰

康保险、青山控股、碧桂园和

中国人寿保险。

在利润率榜上，排名最高

的前三位是台湾积体电路制造

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和美

国制药公司辉瑞。阿里巴巴以

近29%的利润率位列第五。

墨西哥石油公司则以

-180.39 亿美元成为全球亏

损最严重的公司，排在亏损

榜前五位的还有斯伦贝谢公

司、软银集团、美国邮政和日

产汽车。 （《界面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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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新机场片区

征集设计方案
8 月 11 日，厦门市正式面向全世界征集

新机场片区城市设计方案———此次征集采

取公开报名形式，将根据概念提案选择 6 家

设计机构或联合体入围争夺第一、二、三名。

夺得第一名的设计机构可获得 600 万元奖

金(含后续方案整合费用 200 万元)，引领厦

门新机场片区未来的规划建设方向。

新机场片区位于翔安区最南端，距厦

门市中心 25 公里，1 小时可达泉州、漳州

核心城区，2.5 小时覆盖厦漳泉三大海西经

济区中心城市，是重要的区域综合交通枢

纽。它是环厦门湾区城镇发展带的重要节

点、岛外大发展的主战场，也是厦门向国际

化迈进的重要对外窗口。此次新机场片区

城市设计将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塑造新机

场片区“国际门户，空港都市，未来之城”的

城市形象。

火炬产业引导基金正式组建
据悉，为进一步做好招商引资及产业培

育工作，厦门火炬高新区正式组建总规模 30

亿元的火炬高新区产业引导基金。

据了解，该基金将按照“政府引导、市场

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依托高

新区多年积累的产业招商经验，发挥财政资

金的杠杆放大效应，充分调动各方优势资

源，通过产业与金融资本结合，对火炬高新

区重点打造的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

其他重点培育产业等进行涵养、培育，促进

优质产业资本、项目、技术和人才向高新区

聚集。

同时，火炬产业引导基金还将直接投资

或设立专项子基金投资于高新区拟引进的

重点招商项目。

厦门新体育中心开始施工
近期，由厦门路桥集团代建的厦门新体

育中心工程Ⅰ标段首根工程桩施工顺利完

成，这意味着该项目正式进入实际施工阶

段。再过几天，Ⅱ标段首根工程桩也即将开

始施工，届时，新体育中心的全面施工正式

拉开帷幕。

据介绍，厦门新体育中心建设内容含

一场(体育场)两馆(体育馆、游泳馆)，分两

个标段施工。Ⅰ标段工程主要含体育场，配

套商业、室外工程等，Ⅱ标段工程主要含体

育馆、游泳馆等。除了Ⅰ标段取得突破性进

展之外，再过几天，Ⅱ标段首根工程桩也即

将开始施工。据悉，厦门新体育中心预计

2022 年 6 月基本完工，2022 年 11 月底交付

使用。

厦门新体育中心项目位于东部体育会

展新城片区，建设地址位于翔安区刘五店社

区，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53.3 万平方米，包含 6

万座体育场、1.8 万座体育馆 (配套综合训练

馆)、5000 座游泳馆。同时，还配套环湾商业、

酒店、户外运动场等设施，定位为国际大型

体育赛事的主场馆，以及全民活动的主要场

所。

“‘丝路海运’快捷航线

‘海丰山东’轮进口手续办

妥，允许作业”，随着海关、边

检、海事等口岸联检部门共

同发出指令，来自柬埔寨西

哈努克装载着木材的集装箱

被缓缓吊起，越过船舷，平稳

地落入集运拖车，拖车不作

停留直接驶出码头，快速衔

接供应链的下一个环节。

上述场景发生在“海丝”

核心港区———厦门港海天集

装箱码头。8 月 13 日上午，

“丝路海运”快捷航线全流程

服务提升暨“进口直提”仪式

在厦门国际航运科创中心隆

重举行，通过远程直播，便捷

的手续办理、无缝的货物通

关、默契的港内外协作毫无

保留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

的蔓延对全球海、陆、空供应

链的正常运转提出了新的挑

战，各地海港业务发展面临较

大冲击。为积极响应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充分发挥福建

省“海丝”核心区及多区叠加

优势，有效抵御疫情对港口、

航商、贸易的冲击，“丝路海

运”服务再升级，于 8月初成

功开行“丝路海运”快捷航线，

并配套制定了“‘丝路海运’快

捷航线全流程服务提升”方

案，在船舶通行、船舶联检、码

头作业、货物通关、航运服务、

海铁联运、支线转运、港内驳

运等八大环节进一步提升服

务标准，以期实现更高效的港

口效率、更准的船舶班期、更

低的物流成本，为保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做出积极探索和

应有贡献。

据统计，“丝路海运”快捷

航线发布以来，相关船舶进出

港时间压缩了约 10%、码头作

业效率提升了约 5%、通关查

验效率提升了约 20%，成效显

著。尤其是在海关、边检、海事

等相关口岸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在码头、理货、报关行等相

关企业的无缝衔接下，“进口

直提”作业模式进一步提升了

港口货物流转和口岸通关效

率，有效压缩了货物在港时

间，满足了货主企业快速提箱

需求，是持续优化厦门口岸营

商环境的又一重要创新举措。

下一步，厦门港各相关

单位将携手打造更优的“丝

路海运”快捷航线，全力保障

“两链”稳定，持续提升港口

营商环境，为厦门港争先进

位、走深走实“海丝”核心区

建设共同努力。

厦门新体育中心效果图。

服 务 再 升 级
“丝路海运”快捷航线“进口直提”通道正式启用

□徐景明王协云

“丝路海运”快捷航线“进口直提”通道正式启用。

《财富》世界 强出炉
中国大陆公司数量首超美国

2020《财富》世界 500强前 10位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