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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百强企业综合实力持续提高 北莱村距离著名景区广
西昭平县黄姚古镇仅 8 公里，
是黄姚古镇风景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踏上北莱村古朴的
石板路，青砖灰瓦映入记者眼
帘，爬山虎漫上房前屋后，平
静的山塘倒映着淡淡的白云
和湛蓝的天，岸边芦苇摇曳。

在离古村不到 200 米的
山坡上，一座座高大的白色有
机果蔬大棚矗立在村道两旁，
村民正在采摘瓜果，脸上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随着黄姚古
镇旅游不断升温，纷至沓来的
游人唤醒了古村落的活力。
临近午饭时间，大大小小的农
家乐和乡村民宿飘出诱人的
农家饭菜香气。

5 年前，这个村还是另一
番景象，老房子破破烂烂，村
民们以种稻谷为主。自从开
展精准扶贫以来，北莱村以乡
村旅游为发展方向，大力发展
农家乐+旅游产业，走出了一
条“政府引导、政策扶持、景区
带动、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市
场运作”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全村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的
31.7% 降 至 2018 年 底 的
2.44%。

2016 年 以 来 ，北 莱 村 以
丰富的生态、古建筑旅游资源为背景，以山水和高品质
特色农产品资源为开发重点，充分发挥北莱村邻近黄
姚古镇、依托黄姚古镇的特点，全面实施“精致农业
美丽北莱”乡村振兴计划，引进广西黄姚德缘观光农业
有限公司投资 5000 万元对北莱村古村落进行开发、休
闲公园景观建设和新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项目，
同时投资 9000 万元建设现代农事体验区项目。村民
们发展砂糖橘、黄金百香果种植产业，进一步发展了乡
村旅游。“北莱古村落在乡村振兴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了。”北莱村第一书记何建伟说。

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为北莱村带来了实惠。广西黄
姚德缘观光农业有限公司租用了 58 户古民居进行古民
居改造工程，建立精品样板房，推动精品乡村旅游线路
发展。通过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北莱村直接安排建档
贫困户 40 多人在家门口就业，帮助贫困户每年增收达
100 多万元。同时带动乡村餐饮、住宿、特产生产销售，
让 119户贫困户、3200名群众实现脱贫致富。

除了农旅结合外，该村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为脱
贫注入强劲动力。该村结合自身特色，采取土地流转、
集体入股的方式，整合 30 万元资金投入北莱黄金百香
果基地，投资 18 万元建设北莱村 15 千瓦光伏发电项目
产业，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扩源增收、公司赢利、贫困
户创收“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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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2019 长
三角企业100强、长三角制造业企业100
强、长三角服务业企业100强日前在上海
发布，这是首届长三角百强企业排行榜。
排行榜显示，2018 年长三角百强企业保
持平稳健康发展，营业收入、经济效益增
长较快，综合实力继续提高。

为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宣
传长三角大企业的发展成果，促进长三角
区域企业协同融合，上海市企业联合会、
上海市企业家协会、江苏省企业联合会、
江苏省企业家协会、浙江省企业联合会、
浙江省企业家协会、安徽省企业联合会和
安徽省企业家联合会共同组织开展了长
三角百强企业的排序和联合发布活动。

营业收入保持增长。长三角百强
2018 年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 143628.0
亿元，增长 18770.9 亿元；平均每家企业
营业收入规模达到 1436.3亿元。百强企
业入围门槛是509.3亿元。

2019年，长三角百强有 19家企业跻
身世界 500 强，整体排名比上年有所提
高；有 133 家企业入围中国企业 500 强，
174家企业入围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

154家企业入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
经济效益明显提升。长三角百强净

利润合计为 5721.7 亿元，增长 765.1 亿
元，增长率 15.44％，盈利水平呈现较高
上升势头。平均每家企业净利润 57.2亿
元。其中，阿里巴巴净利润增长率达到
37.12％，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作为民
营企业、新兴产业企业登上首届长三角百
强净利润排名第一的位次。

长三角百强纳税总额合计为 7189.2
亿元，比上年增长 412.8 亿元，增长率
6.09％。纳税总额增幅明显低于营业收
入和纳税总额的增幅，显示出近年来中央
降税政策措施落地后企业税负降低的
成效。

制造业业绩靓丽，服务业平稳发展。
制造业百强各省份上榜企业有：浙江 45
家、江苏 33家、上海和安徽各 11家，分布
在27个行业中。

制造业百强2018年的营业收入总额
达到90868.5亿元，增长11688.9亿元，增
长率14.76%。制造业百强平均营业收入
908.7 亿 元 。 制 造 业 百 强 入 围 门 槛 是
258.1 亿元。制造业百强 2018 年的净利

润总额达到 2918.9 亿元，增长 468.2 亿
元，增长率19.10%。

服务业百强各省份上榜企业有：上海
40家、浙江26家、江苏23家、安徽11家，
分布在31个行业中。

服务业百强2018年的营业收入总额
达到 67415.8 亿元，增长 8863.7 亿元，增
长率15.14%。服务业百强平均营业收入
674.2 亿 元 。 服 务 业 百 强 入 围 门 槛 是
132.6 亿元。服务业百强 2018 年的净利
润合计达到 3792.6 亿元，增长 311.4 亿
元，增长率8.95%。服务业百强平均净利
润38.75亿元。

互联网服务领头羊阿里巴巴一枝独
秀，营业收入、净利润双双保持高速增长，
其中净利润增长额达到 237.9亿元，占服
务业百强增长额的76.4％，是服务业百强
净利润增长的主要贡献企业。

2018 年长三角百强和制造业百强、
服务业百强在世界经济不景气，外贸摩
擦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环境下，
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主要特点是增
长速度较快。2018 年长三角百强和制
造业百强、服务业百强的营业收入增长

都达到 14％以上，长三角百强和制造业
百强的净利润达到 15％以上的增长，服
务业百强净利润也达到8.95％的增长，主
要经营指标增长率明显超过全国GDP的
增长率；企业经营规模较大。2018 年长
三角百强的营业收入 14.4 万亿元、资产
总额32.7万亿元，净利润5721.7亿元，在
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

新旧发展动能的转换，目前制造业百
强的增长主要依靠于汽车制造业的稳步
增长和黑色冶金、化学纤维行业的强势反
弹，服务业的增长主要依靠银行保险业、
住宅地产业稳步增长和互联网服务业靓
丽业绩。以阿里巴巴公司为代表的互联
网服务、物流和产业链供应等新兴行业产
出规模和资产规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在
长三角服务业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对拉高
长三角服务业百强经营业绩的作用力
较大。

这一现象表明，长三角支柱产业体系
的升级换代初步显现，构建以新兴产业为
核心的新的长三角支柱产业体系的大幕
已经拉开。

本报讯 记者郑明桥 柳洁、通讯员
李炜报道：11月28日，第十届汉口北商品
交易会在武汉市黄陂区开幕。本届“汉交
会”以“筑梦全球·智通未来”为主题，为期
一个月。盛会瞄准“国际化、时尚化、创新
化”办会目标，着眼汉口北“线上线下结
合”“内外贸结合”“批发与体验式消费结
合”三大高质量发展方向与成果，将实现
产业互联网、实体批发市场、零售消费市
场三重维度的跨越融合。

以“大商贸、大物流、大产业”为支撑，
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的汉口北迎来的是一
场全球性开放盛会。本届“汉交会”设立
进口商品、服装、鞋业、汽车、文体用品、酒
店用品、劳保用品、宠物用品等 30 大展
区，来自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品
牌厂商以及国内各行业重点商贸企业携
数万种优势产品集中参展。期间，还将举
办 2019 中国（武汉）产业互联网峰会，第
二届中国中部进口商品博览会，酒店用
品、文体用品等五大行业博览会，汉口北
电商直播节，华中首家跨境电商体验中心

开业等一系列“有亮点、有规格、有创意”
的活动。

汉口北商贸物流枢纽区是商务部重
点支持的国家级商贸物流枢纽区，拥有
30 个大型专业市场集群，市场运营总面
积逾 680 万平方米，落地商户超过 3.2 万
户，日均批发货量 16 万件，2018 年市场
总交易额达873亿元，是全国极具规模和
交易量排名靠前的商贸物流平台。

2019 年《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奋力把武汉建设成“内陆消费中
心”，同时还要“持续释放内需动力，培育
中部强大市场”。不久前武汉出台了《全
市加快新消费引领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按照

计划，到2021年，武汉将成为现代化商业
聚集地、国际化消费目的地、便利化时尚
宜居地，打响“武汉购”品牌。同时，通过
若干年持续努力，建成立足中部、辐射国
内、面向世界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在汉口北市场 16.8 平方公里的核心
区内，记者看到10座产业规划先进、配套
设施完善的市场（园区）依次分布在汉口
北大道两边。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在这
里集聚，琳琅满目的商品又通过高效的交
通网络流向四面八方。

如今，汉口北大市场、大商贸、大流通
的现代商贸产业集群已经形成，先后被授
予“国家级市场贸易方式采购试点”“中国
最具投资潜力市场集群”“全国市场承接

转移示范基地”“中国优秀示范市场”等
称号。

由商务部和湖北省政府联合举办的
“中国汉口北商品交易会”自2010年起已
连续举办9届，更是彰显了汉口北人气鼎
盛、商机涌流的中部“采购天堂”地位，历
年交易额增幅均超过10%。

未来，黄陂区将依托武汉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和长江新城建设，继续深化汉口北
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试点，支持菜鸟、普
洛斯、越海、圆通、武汉国际多式联运物流
港等重点物流项目集聚发展，擦亮“汉交
会”内陆地区最大的国际化采购交易盛会
招牌，打造武汉乃至中部地区对外开放新
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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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黄陂擦亮“武汉购”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