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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
业家协会发布“2021中国企业500强”
榜单，其中222家企业营业收入超过千
亿元大关。

四川有14家企业上榜“2021中国
企业500强”，其中新希望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位列上榜川企第一位，名列榜单第
109位，排名较2020年上升25位。

8家企业营收超万亿

“2021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显示，
“500强”入围门槛继续提高，提升至营
业收入392.36亿元，比上年门槛提高了
32.75亿元。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
石化位列前三。

据统计，“500强”2020年共实现营
业收入 89.83 万亿元，比上年 500 强增
长 4.43%；实现净利润 40712.58 亿元，
比上年500强增长4.59%。

榜单显示，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
的企业数量增至222家，有8家企业营业
收入超过了1万亿元，分别为国家电网、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建筑、中国平
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

与此同时，非银企业与银行盈利差
距持续缩小。榜单中481家非银实体企
业的净资产利润率为8.43%，19家银行
的净资产利润率为10.22%，二者差距进
一步缩小到1.79个百分点。

入围企业产业结构呈现优化调
整。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入围
企业数量增加，其中通信设备制造业增
加 4 家，风能太阳能设备制造业增加 3
家，物流及供应链业增加了5家。入围
企业数量减少最多的行业分别是房屋
建筑业、煤炭采掘及采选业、化学纤维

制造业，分别减少了10家、6家、4家。
此外，榜单显示入围企业研发投入

与研发强度持续提升。企均研发投入为
29.43亿元，比上年500强增长17.95%；
平均研发强度升至 1.77%，创下了中国
企业500强平均研发强度新高。

500强中川企占据14席

在地域分布上，京粤鲁三省市中国
企业500强分布最多，分别为93、58、50
家，浙江、江苏、上海、河北、福建、四川、
重庆紧随其后。其中，四川有14家企业
上榜。

新希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列上榜
川企第一位，名列榜单第109位，排名较
2020年上升了25位。今年8月，《财富》
全球发布了最新世界 500 强企业排行
榜，新希望控股集团位列第390位，这也

是四川本土首个世界500强企业。
此次新上榜的川企为四川公路桥

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 343 位。
去年排名第184位的四川省铁路产业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排名第 340 位
的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此前已完成重组，今年未上榜。

除新希望外，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
团有限公司、通威集团有限公司、成都
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蓝润集团有限
公司、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泸州
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商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排名均有所上升。

从 营 业 收 入 上 来 看 ，新 希 望 以
21807950 万元跻身两千亿“俱乐部”，
长虹、五粮液营收均过千亿元。

综合新华社、川观新闻

同 步 播 报

8家川企入围
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全国工商联9月25日在湖南省长沙
市发布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京东集团、恒力
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强，位居前五的
民营企业年营业收入规模均超过6000
亿元。此外，四川有8家民营企业入围
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

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黄荣介绍，从
营业收入来看，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
槛达235.01亿元，比上年增加32.97亿
元；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槛达
100.51亿元，比上年增加11.33亿元；服
务业民营企业100强入围门槛达322.76
亿元，比上年增加33.25亿元。

其中，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
8913.68亿元的营业收入规模，连续6年
位居民营企业500强榜首、制造业民营
企业500强榜首；京东集团位居服务业
民营企业100强首位。

数据显示，2020年民营企业500强的
营业收入总额35.12万亿元，增长16.39%；
纳税总额达1.36万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
的8.84%；员工总数1109.11万人，增长
6.26%，占全国就业人员的1.48%。

榜单显示，上榜的8家四川民营企
业分别为新希望集团、通威集团、蓝润
集团、四川省川威集团、四川省德胜集
团钒钛有限公司、四川科伦实业集团、
正黄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成都蛟龙港
(成都蛟龙投资有限公司、成都蛟龙经
济开发有限公司)。

综合新华社、川观新闻

14家川企上榜“2021中国企业5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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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操纵市场案
取得重大进展

高莉介绍，近期，继查实史某等人
操纵“中源家居”“利通电子”股票价格
案后，证监会与公安机关依托线索联合
研判机制，结合交易所监控发现情况，
依法启动对一批恶性操纵市场案件的
联合调查工作，并作为 2021 年证监会
专项执法行动的重点案件，集中调配力
量，强化执法协作，加快案件突破。目
前，相关人员涉嫌操纵“南岭民爆”“今
创集团”“昊志机电”股票价格案取得重
大进展。

经查，2020年8月至12月，刘某烨
团伙以股票配资、委托理财等方式控制
数十个证券账户，涉嫌通过集中资金优
势、持股优势连续买卖等手段操纵“南
岭民爆”股票，非法获利数千万元；叶某
在明知刘某烨等人操纵“南岭民爆”股
票价格的情况下，积极提供相关帮助及
建议，为操纵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并谋
取非法利益。2019 年以来，刘某龙团
伙、颜某团伙涉嫌通过连续交易、对倒
等方式，分别操纵“今创集团”“昊志机
电”股票价格，涉案金额巨大。调查还

发现，个别机构从业人员存在利用职务
便利与操纵团伙进行利益输送的嫌
疑。鉴于上述人员的违法行为达到刑
事立案追诉标准，证监会依法将相关案
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近日，证监会配
合公安机关开展联合行动，一举将3起
操纵市场案件的主要涉嫌犯罪人员抓
捕归案。

“上述案件是证监会与公安机关
合力查获的有组织实施操纵市场违
法犯罪案件，反映了操纵团伙与配资
中介、市场掮客、股市‘黑嘴’等相互
勾结的灰黑利益链条，是近年来证监
会‘零容忍’打击的重点违法类型。”
高莉表示。

正确把握
市值管理合法性边界

“以市值管理之名行操纵市场、内
幕交易之实，借‘伪市值管理’牟取非
法利益的行为严重破坏资本市场公平
秩序，严重干扰资本市场功能发挥，严
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也不利于上市
公司质量提高，是证监会长期以来严厉
打击的重点。”郭瑞明表示，市场各方

应当对市值管理形成正确认识，依法合
规的市值管理与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
行为之间存在清晰的边界和本质的区
别。正确把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合
法性边界，应严守“三条红线”和“三项
原则”。

“三条红线”是指，严禁操控上市公
司信息，不得控制信息披露节奏，不得
选择性信息披露、虚假信息披露，欺骗
投资者；严禁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股
价，牟取非法利益，扰乱资本市场“三
公”秩序；严禁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中
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 三 项 原 则 ”方 面 ，一 是 主 体 适
格。市值管理的主体必须是上市公司
或者其他依法准许的适格主体，除法
律法规明确授权外，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和董监高等其他主体不得以
自身名义实施市值管理。二是账户
实名。直接进行证券交易的账户必
须是上市公司或者依法准许的其他
主体的实名账户。三是披露充分。必
须按照现行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公平地披露信息，不得操控信息，
不得有抽屉协议。

据新华社

2021中国企业500强揭榜 14家川企上榜

操纵团伙、配资中介、掮客、“黑嘴”相互勾结

证监会会同公安机关查获多起操纵市场大案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9月24日在证监会
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证监会会同公安机关查获
多起操纵市场重大案件，相关人员涉嫌操纵“南
岭民爆”“今创集团”“昊志机电”股票价格案取
得重大进展。证监会将严厉打击虚假信息披露

及财务造假、以市值管理之名实施操纵市场、内
幕交易等恶性违法犯罪活动。

证监会上市部副主任郭瑞明在发布会上指
出，正确把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合法性边界，
应当严守“三条红线”和“三项原则”。

北交所：
开市前公开发行审查不停摆

“北交所开市前公开发行审查不停
摆。”全国股转公司副总经理、北京证券
交易所副总经理李永春 9 月 25 日在
2021中关村论坛上说，北交所开市后，
精选层公司将平移为上市公司，确保市
场无缝对接。

“按照证监会的部署安排，在北京市
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正紧锣密鼓地开展
北交所开市的准备工作。”李永春说，截
至目前，北交所法人主体已经注册成立，
董事、高管均已到位。投资者适当性规
则已经发布，公开发行上市交易的基本
业务规则均已公开征求意见。 据新华社

部门协同、央地联动
坚决遏制“炒币”风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布
《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
炒作风险的通知》。9月24日，人民银
行有关负责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通知明确，虚拟货币兑换、作为中
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
易提供撮合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
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
务全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
止，坚决依法取缔；境外虚拟货币交易
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
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
建立部门协同、央地联动的常态化工作
机制。中央层面，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建
立协调机制，整体统筹和推动工作落实；
地方层面，各省级人民政府落实属地风
险处置责任，依法取缔打击本辖区虚拟
货币相关非法金融活动。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