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 在湘潭经开区，
世界500强企业加拿大麦
格纳国际集团投资建设的
汽车座椅项目， 正在抓紧
安装调试设备， 即将试生
产。该项目是今年“港洽周”

我省引进的重点项目。今年
来， 我省新引进世界500强
企业投资项目8个。目前，在
湘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
193家。

■记者 周月桂

本报9月10日讯 有着中国食品
和酒类行业“风向标”和“晴雨表”之称
的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时隔十年将
再度牵手长沙。记者获悉，9月9日，中
糖公司与长沙市政府正式签约，确定
第99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将于
2018年10月中下旬在长沙国际会展
中心举办。

近年来，全国糖酒会的国际化水
平不断提升，目前，原产地来自海外
的产品已占全部展品的25%-30%，
近20个海外国家或地区以政府、协会
组团的方式整体参展。

记者了解到， 历年5届糖酒会均
在长沙举办，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自此，长沙成为继成都、
郑州、石家庄之后，举办全国糖酒会
次数最多的城市。“全国糖酒会的举
办，将极大拉动举办城市第三产业消
费指数。集中的人流、物流、车流、信息
流和资金流，不仅给举办城市增加活
力，也能创造更丰富的商机。”业内人
士分析道。 ■记者 杨田风 刘璋景

本报9月10日讯 昨天，由郴州国
家级高新区、 郴州市商务局主办，湖
南东谷云商有限公司承办的2017年
度“互联网+白银”峰会在郴州召开。

据了解，本次峰会以“互联共享
合作共‘银’”为主题。产业精英针对
白银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白银产业
升级的方向以及如何利用大数据进
行精准营销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
解。在同期举行的白银产业链招商推
介会上，郴州高新区完成签约项目13
个，引进外来资金逾1.2亿元；湖南东
谷云商集团完成签约项目57个，交易
额逾3亿元。 ■见习记者 黄亚苹

8家湘企上榜2017中国企业500强
民营企业占5席，华菱钢铁进入前200强

A05 经济·热点

本报9月10日讯 9日，
第二届腾讯创业节走进湖
南，腾讯文创基地在位于长
沙高新区的腾讯众创空间
正式挂牌。本届创业节继续
关注和扶持创业者的同时，
重点聚焦内容创业。 据了
解，此次创业节，线上发起
“企鹅号城市新星” 评选活
动扶持，可登录c.qq.com报
名参与，凡参与活动的自媒
体均可获得5000元创业红

包， 每个城市的top10自媒
体号，给予百万现金以及千
万推广资源奖励。

“依托腾讯的内容产业
布局，企鹅号可以为长沙乃
至湖南的文创产业者提供
流量分成、产业资源、版权
保护、 谣言监测、 投资、孵
化、基础办公服务、内容创业
服务八大服务。”腾讯公司移
动互联网事业群副总裁侯晓
楠介绍。 ■记者 杨田风

本报9月10日讯 今天，中
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
会发布2017中国企业500强榜
单，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位列三甲。我省共8家企业榜上
有名，包括5家民企，而华菱钢
铁集团是唯一一家进入前200
强的企业。

我省上榜的8家企业分别
是：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181名）、湖南省建筑工
程集团总公司（206名）、三一集
团有限公司（234名）、中联重科
股份有限公司（302名）、蓝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388名）、湖南
博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430

名）、步步高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45名）、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451名）。与去年上榜的7家
湘企相比，新增了蓝思科技。

其中华菱钢铁集团在2014
年还一度进入全国500强中的
前100强，居94位。近两年来随
着钢铁行业进入低迷期， 公司
名次也是迅速下滑。 不过今年
以来，随着钢铁行业的复苏，公
司排名也有所提升。

去年位居185名的三一集
团，今年下滑了49名；另外，中
联重科去年是255名，今年下滑
了47名。不过，从今年两家公司
业绩来看， 下一年度有望往前
挺进一步。 ■记者 黄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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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福彩中心将针对即开型福
利彩票新游戏“十全十美” 开展
“十全十美刮刮乐 红包千万别错
过”全国营销活动。本次活动将以
扫码抽红包形式展开。活动自9月
9日起，为期20天，届时有累计超
过千万的现金红包惊喜大放送。

新票上市找亮点 玩法有趣
花样多

“十全十美” 是一款面值10

元的即开票， 最高奖金80万
元，以“对票”形式展现，有4
个玩法，共10次中奖机会。

奖金红包送不停 双重惊
喜等着你

“十全十美”促销活动将
于9月9日开始至9月28日结
束，共计20天。期间购买“十
全十美”彩票，除赢取票面奖
金外， 还可通过“福彩刮刮

乐”手机客户端扫描票面“玩法二”中
的促销二维码参与两次全国抽奖活
动，赢取总额1568万的现金红包！

惊喜一：最快即时奖，即扫即中
即领奖

活动期间每天9:00-21:00，扫
描二维码即可参与“即时奖”抽奖，即
有机会获得数额不等的现金红包，红
包累计达1468万元。

惊喜二：最惠周期奖，千个红包
千元奖

彩民每参加一次即时奖的抽奖
都可再获得一次参与“周期奖”抽奖的
机会，赢取“即时奖”的同时还可能获得
“周期奖”红包！“周期奖”将在9月19日
和28日两日的21:30开奖， 每日分别
抽取500个中奖票号， 每个中奖票号
奖励1000元红包，共计100万元。

全国齐上阵 各省创新意
在全国统一大型促销活动进行

期间，我省十四个市州在全国活动基
础上为彩民精心准备额外“好礼”！华
为P9手机、中石化加油卡……你想要
的统统都有！活动详情请咨询省内各
福彩投注站。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多大块头的企业能入选？

2017中国企业500强的入
围门槛为营业收入283.11亿元，
较上年大幅提升了39.65亿元，
提升幅度是自2002年首次发布
以来最大。 与2002年的20亿相
比，增幅高达13倍。

值得一提的是，2017中国企
业500强的营业收入总额首次突
破60万亿元， 达到了64.00万亿
元，相当于去年我国GDP总额的
86%。 净利润总额达到28273.4亿
元，较上年500强增长了3.18%。

哪些企业赚钱最多？

赚钱最多的还是银行。工、
建、农、中、交五大银行，再加上
国家开发银行，6家银行总利润
超过1万亿元， 占500强总利润
超过36.6%；而500强中的245家
制造业企业， 共实现净利润
5493.10亿元，占500强净利润总
额的19.53%。245家的总利润仅
仅相当于6家银行利润的一半。

新产业快速发展

55家新入围企业去年总营
收同比增长37.06%，远高于500
强企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观察
发现， 他们大多专注实业，其
中，新兴产业企业实现快速发
展。如华仪集团去年营收增幅
达47.17%， 位列榜单第478位；
以充电池起家的比亚迪，逐渐
横跨信息技术、 汽车制造、新
能源等多个领域， 去年营收增
长29.32%， 新晋为千亿级门槛
企业。

民企数量创新高

500强中， 民营企业达226
家，较2013年时增加了36家，创
造了历史新高。其中，营业收入
超过1000亿元的有39家， 这之
中进入2017财富世界500强的
达到23家。民生银行、平安保险
集团、安邦保险、恒大集团、海
航集团、 大连万达集团的资产
均超过了1万亿元。

腾讯文创基地落户长沙

全国糖酒会明年在长举办

“互联网+白银”峰会
郴州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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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落户世界500强达19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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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500强的入围门槛及增幅（2002-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