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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扈亮製表

公司

江蘇沙鋼集團

華為投資控股

蘇寧電器(微博)集團

聯想控股

山東魏橋創業集團

浙江吉利控股集團

大連萬達集團股份

雨潤控股集團

新疆廣匯實業投資（集團）

三一集團

營業收入總額
（萬元）

20,752,771

20,392,874

19,473,388

18,307,800

16,101,478

15,099,498

10,510,228

9,074,651

8,020,696

8,018,661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三十日電】由全國工商聯主
辦的 「2012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今日在北京揭曉，
江蘇沙鋼集團以 2075 億元（人民幣，下同）營收總

額排名第一，華為、蘇寧、聯想控股及山東魏橋分列
二至五位。此次民企 500 強入選門檻再創新高，達
65.69億元，總收入達93072.37億元。

雖然國內外經濟形勢仍不樂觀，但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民企500強入圍標準仍然繼續提高，這也說明
民營企業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仍保持高速發展態勢
。2011 年，民營企業 500 強入圍門檻為 65.69 億元，
較 2010 年提高 15.09 億元；營業收入總額同比增長
33.25%，增速則下降超過 10 個百分點。營業收入總
額超過1000億元的企業共7家，營收在100億元以上
的企業由2010年的220家增至311家。

在當天舉行的2012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發布會
上，全國工商聯常務副主席孫安民還揭曉 2012 年中
國民企製造業500強、民企服務業100強名單。2012
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調研分析報告也同時公布。

數據顯示，民營企業500強資產總額達77703.52
億元，同比增長 32.09%，低於 2010 年增長水平超過
18 個百分點。資產總額突破 1000 億元的企業 9 家，
其中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2900多億元居榜首。

在民企500強保持資產規模快速增長的同時，受

市場景氣度下降、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影響，民營企
業500強稅後淨利潤較上年增速大幅下降。報告指出
，民企500強營收、資產規模和利潤水平增速回落，
經營效益下降，反映出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增大，形
勢不容樂觀。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三十日電】商務部、國家統
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今日在京聯合發布《2011 年
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公報》顯示，
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淨額為746.5億美元，同比
增長 8.5%，列居全球第 6 位，實現了連續 10 年的增
長，再次刷新年度投資流量記錄。

《公報》顯示，截至 2011 年底，中國共有 1.35
萬家境內投資者在國（境）外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
1.8 萬家，分布於全球 177 個國家（地區），對外直
接投資累計淨額達4247.8億美元（存量），年末境外
企業資產總額近2萬億美元。存量的七成分布在亞洲
地區，存量為3034.3億美元（佔總存量的71.4%）。
對發展中國家投資存量佔89%，發達國家佔11%。在
非金融存量中，國有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佔到近9成
份額。

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2012 年世界投
資報告》顯示，2011 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流量
為1.69萬億美元，年末存量21.17萬億美元，以此為
基期進行計算，當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別佔全球流
量、存量的4.4%和2%。流量位居全球第六位，存量
位居第13位。境外企業實現銷售收入10448億美元，
同比增長47.1%。

近三成央企海外投資虧損
在回應記者關於中企海外投資情況時，商務部合

作司商務參贊石資明指出，商務部根據各企業 2011
年年度報表情況統計發現，境內投資者對外直接投資
的 1.8 萬家企業中，77.6%盈利或持平，22.4%虧損。
而央企海外投資在海外設立的近 2000 家企業中，
72.7%盈利或持平，27.3%虧損，低於平均水平。

報告還顯示，2011 年，地方對外投資活躍，中
部地區對外投資增幅高達 110%。地方非金融類對外
直接投資流量達到 235.6 億美元，同比增長 32.7%，
浙江、山東、浙江名列地方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
量前三位。2011 年，中部地區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
資30.7億美元，增幅高達110%，西部地區30.55億美
元，同比增幅28.6%，其他地區174.35億美元，同比
增長25.4%。

【本報記者賀鵬飛南京三十日電】江蘇省
將於 10 月 1 日起正式啟動省直管縣體制改革
試點，首批試點包括昆山市、泰興市及沭陽縣
三個縣級行政區域。

知情人士透露，江蘇省多年前即已開始醞
釀實施省直管縣體制改革，但由於牽涉到省、
市、縣三級政府的利益重新分配，特別是改革
將大大削弱省轄市的職權，因而遭到了巨大阻
力。不過近年來縣級政府要求進行省直管縣體
制改革的呼聲日趨高漲，中央和省級層面也希
望通過這一改革進一步激發縣域經濟活力，提
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在此背景下，江蘇省最終決心啟動省直管
縣體制改革。出於謹慎考慮，該省決定在蘇州
市下轄的昆山市、泰州市下轄的泰興市和宿遷
市下轄的沭陽縣先行試點。

根據中共江蘇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改革試
點方案，將在維持試點縣（市）行政區劃、統
計口徑隸屬關係和幹部管理體制不變的情況下
，由省政府直接領導試點縣（市）政府的工作
，試點縣（市）政府各工作部門接受省政府主
管部門的業務指導或領導。

改革後，江蘇省將賦予試點縣（市）行使
與設區的市相同的行政管理權限。法律、法規
、規章規定由設區的市政府及其所屬部門行使
的行政管理權，將通過依法授權或委託等方式
，下放給試點縣（市）政府及其所屬部門；省
級政府及其所屬部門可以授權或者委託給設區
的市政府及其所屬部門行使的行政管理權，亦
將授權或者委託給試點縣（市）政府及其所屬
部門行使。即除國家法律、法規有明確規定的
以外，原省轄市審批或管理的經濟、社會管理
事項，均由試點縣（市）自行審批、管理；須
經省轄市審核、報省審批的，均由試點縣（市
）直接報省審批。

據悉，江蘇省將用3年左右時間全面實現
由省直接管理試點縣（市），並由此探索省直
管縣的途徑和方法，在此基礎上逐步面向全省
推廣省直管縣體制改革。

民企500強 沙鋼華為蘇寧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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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對外投資746億美元再創新高

【本報訊】30日，廣東加工貿易轉型
升級現場會在東莞舉行。廣東省委書記汪
洋要求廣東省政府盡快出台《加工貿易轉
型升級行動計劃》，推出促轉型的硬措施
。希望3年後廣東加工貿易新的競爭力讓
人刮目相看。

▲廣東省政府將盡快出台《加工貿易轉型升級行動計劃》，推動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圖為東莞市一
家服裝廠 美聯社

去年中國對外投資概況
歐盟

美國

東盟

75.61億美元

18.11億美元

59.05億美元

增26.8%

增38.5%

增34.1%

29日17時40分，蘭州市南濱河路七里河境內的黃河秀
川段堤防垮塌，長約120米，寬8至10米，導致8米遊覽道
路塌陷，其下埋設的向主城區供水管道斷裂，對城區部分地
段供水造成了影響。

險情發生後，蘭州市派出相關部門技術人員現場組織開
展排險工作。目前，塌方堤防已採取搶築挑水壩、填築石料
等搶護措施，威立雅水務集團緊急埋設臨時供水管線，盡快
恢復供水。

蘭州市七里河區抗旱防汛指揮部負責人30日稱，30日
早晨，黃河蘭州段水流量降至 2400 立方米每秒，水位下降
很多，不過由於長時間浸泡，黃河護河堤土壤飽含水分，水
位下降後，河堤便往外滲水，有多處河堤已出現輕微裂縫。

（中新社）

■渝爆拆亞洲最高工程

■黃河塌堤 蘭州局部斷水

據中新社報道，30 日，汪洋在回顧該省加工貿
易轉型之路時說： 「回想當初，如果不是尊重市場優
勝劣汰，而是片面保護所有的生產能力，就不可能催
生在逆境中生龍活虎的企業；如果不是讓基層和企業
先行先試，而是依賴政府大包大攬，就不可能形成現
在星火燎原的轉型升級之勢。」

今年以來，受海內外經濟形勢波動影響，廣東多
項經濟指標增幅低於全國水平，外貿出口情況更是不
容樂觀，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近日更是就穩定外需
、加快外貿轉型升級專門赴廣東調研，廣東的一舉一
動受到各界關注。

在現場會上，廣東多位重要官員表示，近年來該
省加工貿易逐步轉型使企業抵抗市場風險的能力大幅
提升，在當前市場環境倒逼機制下，加工貿易轉型升
級的必要性、緊迫性更為凸顯。

轉型四年已見成效
廣東是全國加工貿易發展最早最集中的省份，該

省自 2008 年起加快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汪洋表
示，近年來廣東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最突出的變化，是
提升了整個產業的層次和競爭力， 「短短4年間，勞
動密集型產業比重下降近 10 個百分點，而資本和技
術密集型產業則上升了10個百分點」。

數據顯示，廣東加工貿易企業總數已由 2008 年
的 3.3 萬家減少為 2011 年的 2.9 萬家，但同期加工貿
易出口額由2613億美元上升為3115億美元，企業平
均出口規模增長36%。這一數字的變化印證了廣東面
對危機仍堅持轉型所帶來的成效。

汪洋說，無論是日韓、新加坡、台灣還是中國內
地，都是通過發展加工貿易，引進國外的資金、設備
、技術和管理，承接世界產業轉移，從而把自身發展
融入到國際產業分工的體系，成功實現外向帶動，如
今廣東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不是要否定加工貿易
，而是要提升加工貿易的產業層次。

針對當前廣東加工貿易仍然面臨的企業競爭力不
強、產業集聚度有待提升等問題，汪洋指出，要優化
提升產業鏈、增強創新能力、完善載體建設，減少政

府對市場的干預，消除瓶頸制約，緩解用地緊、用工
緊、融資緊三大難題。

汪洋表示，廣東省政府要盡快出台《加工貿易轉
型升級行動計劃》，拿出促轉型的硬措施， 「現在廣
東轉型升級3年已經走出了路子，看到了光明的前景
，再過3年，加工貿易新的競爭力一定會讓人刮目相
看」。

向質量效益型轉變
【本報記者黃裕勇東莞三十日電】為了推動加工

貿易轉型升級，廣東省將在政策環境上繼續提供支持
，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在現場會上透露，將加快全國加
工貿易轉型升級示範區建設，細化落實各項 「先行先
試」政策，廣東省將出台實施《全面推進我省加工貿
易轉型升級行動計劃》和《我省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示
範企業獎勵辦法》，研究制定細化落實的具體細則、
措施。

在現場會上，廣東省為加工貿易未來3年定出新
的目標：力爭到 2015 年，企業 「委託設計＋自主品
牌」混合生產方式加工貿易出口佔加工貿易出口總額
的比重提升至70%以上；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佔加工貿
易出口總額的比重達到50%；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

型企業佔加工貿易企業總數的比重提升到60%以上，
實現加工貿易增長由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

朱小丹還明確提出要深化粵港合作。他表示，將
充分發揮粵港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專責小組等議事機構
的紐帶作用，加強在推進非法人來料加工企業轉型、
擴大內銷、自主創新和創立品牌等領域的深度合作，
特別是積極引導港澳企業到該省投資生產性服務業。

30日16時，重慶朝天門老地標建築──重慶港客運大
樓及三峽賓館成功實施爆破。此次爆破建築物高度達107.2
米（未含負一樓），截至目前，是亞洲爆破拆除最高的工程
，爆破體量達到了6.3萬立方米。

重慶港客運大樓樓高32層，建於1996年。通過40多天
的爆破前準備，港客運大樓及三峽賓館已打了5萬多個孔，
填充了 3.2 噸炸藥，使用國內最先進的數碼電子雷管 5.7 萬
多枚，由電腦芯片控制起爆。

（本報記者陳曉彬）

▲30日，廣東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現場會在東莞舉
行 黃裕勇攝

▲30日， 「2012中國民營企業500強」 發布會
在北京召開 新浪網

▲30日，重慶港客運大樓和三峽賓館被爆破拆除，瞬間
化為瓦礫 陳曉彬攝

▲29日，蘭州市南濱河路七里河黃河秀川段堤防垮塌
中新社

推進粵加工貿易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