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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襄经济振兴大业 共享百强业绩喜悦
—2019 成都百强企业发布暨颁奖盛典隆重举行
——

姻 王正荣 本报记者 樊瑛 张建忠
9 月 26 日，
在丹桂飘香的金秋时节，成都
迎来了 2019 成都百强企业发布暨颁奖盛典，
为祖国 70 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当天，来自
全市 400 余名企业代表齐聚位于天府大道国
际金融中心的会议现场，共襄经济振兴大业，
共享百强业绩喜悦。
出席盛会的主要领导和嘉宾有：成都市
人民政府唐章昭副秘书长，成都市经信局刘
幼成副巡视员，成都市工商联温莉艳副主席，
成都市国资委李孟英副巡视员，成都市人社
局赵雅轩处长，
成都市总工会王灏处长，成都
市商务局何苏川调研员，成都市统计局许开
水处长、张帆处长，成都市经信局企业处李林
处长、产业协作处刘光华调研员、
消费品处张
文军处长，
工业招商处何天茂副处长，招商银
行成都分行行长助理高照先生，招商银行成
都分行公司金融三部总经理向瑜先生。
据了解，成都百强企业的评选与发布，今
年是第九届，共有“2019 成都企业 100 强”、
“
2019 成都制造业 100 强”
、
“2019 成都民营企
业 100 强”和“2019 成都服务业 100 强”
4个
百强排行榜。2019 成都企业 100 强入围门槛
为 25.96 亿元，比去年提高了 3.5 亿元，同比
增长 15.53%。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收入
达到 1312 亿元，名列榜首。
成都市人民政府唐章昭副秘书长在致辞
中表示，2019 成都 100 强企业总体规模继续
提高，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继续加大。2018
年营业收入总额达到 15036.1367 亿，同比增
加了 18.92%，其中上百亿的企业达到 37 户，
比 2017 年的 31 户增加 6 户；大家关心的民
营企业营业收入 达到 7102.74 亿元 ，增长
26.97%，增长较快，势头较好；百强企业实现
了营业总收入、净利润、资产总额、所有者权
益、
纳税总额、从业人数六项经济指标的全面
增长。总体情况表明，
成都百强企业仍然保持
了稳中有进，
稳中有升，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
势。奠定了我市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显现了
成都经济发展的活力。
唐章昭指出，企业不论大小，不论国营民
营都肩负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丰富的物质财富，为
实现两个 100 年发展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使命的重任。当前，
仍然是机遇与挑
战同在，我们要正视困难和挑战，
全面提振精
气神，从城市生活环境的变化中增强共识，从
营商环境的变化中增强信心，从我们 100 强
企业自己的辉煌成就中增强自信，从成都历
代创新创业的文化基因中传承智慧。总之，
只
要我们上下同心，抢抓机遇，克难攻坚，就一
定能够再创辉煌。
成都企业联合会/成都企业家协会会长
许晓舟先生作 2019 成都百强企业发布主旨
报告，对成都百强企业做了全面详尽的分析。
他指出, 成都市百强企业发布工作来之不
易，
从 2011 年以来经历了一个渐进完善的过
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组织运行体系。今年在
市经信局、国资委、商务局、统计局、市工商联
的持续关注和支持下，经过 5 个多月艰辛工
作和努力，终于完成了发布前的各项筹备工
作，
现结果已重磅出炉，实现 4 大类型百强企
业同时发布。
许晓舟指出，
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认识、把握、引领
新常态作为经济工作的大政方针，以新发展
理念引导中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作为中国经
济的重要主体，大企业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厚植发展优
势。
大企业是一个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引领
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此，
成都市委市政府一直坚持发展“成都市大企
业大集团”
，特别是十九大以来，成都市主管
经济部门紧密结合成都发展实际，把支持企
业做大做强与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更好
融合起来，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培育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更好结合起来，围绕
加快产业功能区建设，不断提升制造业升级，
壮大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骨干企业和领军企
业，培育一批专注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企
业，
促进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
新型
材料、绿色食品五大产业快速增长。目前，一
系列的重大产业化项目落地，为成都建设全
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夯实了产
业支撑。根据规划，
到 2022 年，
成都力争制造

荫 2019 成都百强企业发布暨颁奖盛典现场

荫成都市人民政府唐章昭副秘书长致辞

过硬产品成拓市场
“利器”
过硬的产品质量，有效的市场开拓手段，
让这个占地只有 15 亩，正式员工只有 18 名的
小公司经营质量稳步提升，2018 年完成销售
收入 5417 万元，
利润 166 万元。

荫成都企业联合会、成都企业家协会会长许晓舟 荫 成 都 企 联 常 务 副 会 长 兼 秘 书 长 周 永 章 宣 读
2019 成都企业 100 强名单
先生作 2019 成都百强企业发布主旨报告

荫 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新希望集团刘永好董事长
“改革先锋”证书。

业规模突破 2 万亿元，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
重达 50%以上，建成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
城市。
许晓舟指出，成都企业 100 强是全市的
领军企业，是成都各行业的杰出代表，其变化
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市经济发展的走
势。2019 年全市经济持续发展，主要经济指标
总量和增速在全省“双领先”
，成都企业 100
强入围门槛逐年提高，增势明显，实现了提速
扩张、
提质发展。
大会上，由成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周永章宣读 2019 成都企业 100 强名单；由
成都市经信局企业处李林处长宣读 2019 成
都制造业 100 强名单；由成都市工商联温莉
艳副主席宣读 2019 成都民营企业 100 强名
单；由成都市商务局何苏川调研员宣读 2019
成都服务业 100 强名单。
成都市经信局刘幼成副巡视员和成都市
企业联合会许晓舟会长共同为“2019 成都企
业 100 强”
企业代表颁发证书和奖牌；
成都市国资委李孟英副巡视员和李林处
长一起为获得
“2019 成都制造业 100 强”企业
代表颁发证书和奖牌；
成都市人社局赵雅轩处长上台与温莉艳
副主席一起为获得“2019 成都民营企业 100
强”企业代表颁发证书和奖牌；
成都成都市总工会王灏处长与何苏川调
研员一起为获得
“2019 成都服务业 100 强”企
业代表颁发证书和奖牌。
新希望集团党委副书记沈军代表成都市
综合类和民营企业类百强企业发表获奖感
言；制造业百强企业代表成都大运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谢平副总经理发表获奖感言；服务
业百强企业代表成都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西南分公司公共事务总监邱敏女士发表获奖

著名民营企业家刘永好先生发起创立，是伴
随中国改革开放进步和成长的民企先锋。在
30 余年的发展中，
新希望集团连续 16 年位列
中国企业 500 强前茅，创造了显著的社会价
值与商业价值。在 2019 年成都企业百强名单
中，已经由去年的第二名升至第一名。
2018 年正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刘永好董
事长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优秀代表，被党中央
国务院评为“改革开放先锋人物”，被中央统
战部、全国工商联联合推荐为“改革开放 40
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
之一。新希望的发展
成果入选了国家博物馆
“伟大的变革”改革成
就展，获得社会各界充分肯定。
新希望集团跟随改革大潮奋斗至今，旗
下已拥有 4 家 A 股上市公司，在全球 30 多个
国家和地区拥有分（子）公司超过 600 家，员
工近 8 万人，集团资产规模近 2000 亿元人民
币，
年销售收入超 1300 亿元人民币。集团主
体信用等级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评定为 AAA 信用等级。
集团立足农牧行业并不断开拓新领域，
进入食品快消、农业科技、地产文旅、医疗健
康、
金融投资等多个产业。目前，新希望集团
已成为以现代农业与食品产业为主导，布局
银行、证券、金融科技和基金等多种金融业
态，持续关注、投资、运营具有创新能力和成
长性的新兴行业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新希望集团早在 1997 年便开始海外业
务探索，
并于 1999 年在越南建成第一家海外
工厂。目前，集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
产、
建设、筹建、投资的工厂达 40 余家。在十
余年国际化发展的探索道路上，以开放共赢
的心态与包括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
美国嘉吉公司（Cargill）、日本三井物产(Mitsui& Co) 等在内的国际知名企业和机构建

“他们的砌块砖质量好，送货快，解决问题
及时。”
城隆建材公司的老客户中建八局项目
部材料科科长杨金伟说，
“我们需要的所有建
材产品首选是城隆建材公司”
。
笔者了解到与城隆建材形成长期战略合作
的客户有 13 家，
每年新开发客户 5 家以上。客户
遍及济南、
淄博、
莱芜、
青州、
博山、
济宁等地市。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
城隆建材投资 190 万
元，将原切割机的地翻改成了空翻，这项改造
将产品的破碎率降低了 2 个百分点。该公司还
先后对放浆系统、
铝粉添加系统进行了自动化
改造，购进模具刷油机器人、抱夹机，减少人工

2019 年，城隆建材参加建材行业技术人
才培训 9 人次，参加行业展览会 2 次，职工技
能培训比武 3 次。安技部主任李滨、副主任李
建发明的停送电节能的交流电焊机、铝粉搅拌
双送水装置、
收放料卷扬机获得了实用新型专
利证书。
1 至 8 月份，该公司创新项目立项 8 项，
已完成了科技创新两项，技术创新两项，群众
创新 3 项。其中料浆运行监测系统投入使用以
来，
不仅减少了人工，还大大提升了产品质量。
“料浆运行监测系统，实现了料浆的时时
监测，系统会根据料浆的质量变化自动调节添

加料浆的量，增加料浆的稳定性，从而提升产
品质量的稳定性。”这项技术创新人李建介
绍。
据悉，
城隆建材公司对技术研发人员在创
新上的奖励从不手软，2019 年仅用于创新奖
励就达到了 6 万元。
创新也让城隆建材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他们一次通过主管部门高新技术产业的认定。
2019 年，
山东能源对主辅产业进行逐步分离，
在
煤炭、
电力、
新材料、
医疗健康养老 4 个主产业以
外，
城隆建材公司因较强的研发创新能力，
被认
定为新型建材公司，
进入了主产业行列。

荫向
“2019 成都 100 强企业“代表颁发证书和奖牌

感言。
据了解，9 年来，成都市百强企业逐年成
长壮大，已成为成都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和行业领军企业，为成都市经济发展作出了
卓越的贡献，一年一度的百强企业发布已成
为了成都市经济领域的“奥斯卡”奖，受到了
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入围企业也受到全社会
的尊敬。
国有企业阵营有所扩大，在总体规模指
标包括人均指标上，国企依然表现了自己中
流砥柱的作用。成都民营企业在企业的运营
能力、成本控制、抗风险能力上依然风头强
劲。令人欣喜的是，2019 年成都百强企业的
收入利润率、资产利润率、资产负债率等效益
指标，总体实现了 9 年来的最大增幅，表明我
们成都企业的总体盈利能力有了大幅的提
升，
转型升级成效日益显现。

链接
1尧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荫新希望集团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收入达到 1312
亿元，名列 2019 成都企业百强、
制造业百强、
民营企业百强榜首。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始创于 1982 年，由

16 人，
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产品供不应求之时，城隆建材公司还进行
商业模式的创新，托管章丘金森的砌块砖销
售，
每年为其销售砌块砖约 5 万立方。

人才资源被
“激活”
城隆建材公司正式员工 18 人，科技人员
就有 9 人，
占总人数的 50%。本科以上学历的
2 人，
占总数的 11.11%。这组数字对于 1 个小
型的建材生产厂来说，可谓惊人。该公司还建
立科技人员培养进修、职工技能培训、优秀人
才引进以及人才绩效评价制度。

荫成都兴城集团参与建设的成都市天府绿道

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名列 2019
成都企业百强第七名、
服务业百强榜首。
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始创于 2003
年，已加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截至 2019 年 6 月底，集团
资产总额 1896 亿元，净资产 530 亿元。目前
主营建筑产业、城市综合开发、医疗健康、文
体旅游、资本运营与资产管理五大产业板块，
集团设有二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15 家，三级
公司 116 家，员工人数 23000 余人，正努力打
造成为世界一流的国际化城市综合开发运营
商。
集团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打造了成
都市东部、南部新区共计 56 平方千米两个城
市副中心及天府绿道锦城公园、成都规划馆、
金沙遗址博物馆、
成都天府广场、四川电视塔
等一批城市地标，先后建成了双流国际机场
航站楼、成都二环路高架等 1000 余个城市民
生项目。目前，集团正加快建设天府绿道和
2021 年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149.2 千米重
要交通配套工程
“东西城市轴线”。
精工善成，
兴城弘业。成都兴城集团力争
到 2022 年，实现资产总额 3000 亿元以上、年
营收 1700 亿元以上，
进入世界 500 强行列。
主营业务板块：建筑产业——
—全国第一
批“装配式建筑基地”和“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建成医院、
市场、学校共 563 所，社区服
务设施 3285 处，累计获得鲁班奖、詹天佑奖
等国家级优质工程奖 34 个，拥有国家发明及
实用新型专利 349 项，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6526 人。
城市综合开发——
—中国房地产业综合实
力 100 强，建设超过 1400 万平方米高品质住
宅，2017—2018 年拿地面积成都市场首位，累
计取得开发用地超 4700 亩 （1 亩≈666 平方
米），
成功布局广州、西安等城市，是首家落地
省外市场的市属国有企业。
医疗健康——
—成都市唯一一家市级国有
医疗健康投资企业，完成西部首个医美小镇、
中电（成都）健康医疗大数据、TSRI 中国研究
中心、淮州新城医院等项目立项，2018 年收购
上市公司红日药业（股票代码 300026）。
文体旅游——
—建成 180 千米锦城公园，提
升生态景观 47.6 平方千米，增加成都市绕城
内人均绿化面积 40%以上，累计接待游客超
100 万人次；兴城足球俱乐部 2018 年以主场
不败战绩晋级中乙联赛，截至 2019 年 8 月，
排名南区积分榜第一。
资本运营与资产管理——
—率先获得国内
主体信用评级 AAA 和国际信用评级 BBB+ 的
市属国有企业，
同时发行美元债券和欧元债券
首家中国西南国有企业，
成功发行 3 亿美元无
抵押无担保债券和 5 亿美元无抵押无担保债
券，
成功获批 100 亿元优质主体企业债券。
成功申报注册 40 亿元纾困公司债，成功
发行 20 亿元纾困公司债，创全市场单期最大
规模；成功发行 10 亿元生态环保专项债券，
为同批次 10 年期债券最低成本；成功发行 20
亿元住房租赁公司债，创 2019 年中西部同类
私募公司债券最低成本。

荫新希望集团党委副书记沈军代表成都市综合类 荫制造业百强企业代表成都大运汽车集团有限公 荫服务业百强企业代表成都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西
和民营企业类百强企业发表获奖感言
司谢平副总经理发表获奖感言
南分公司公共事务总监邱敏女士发表获奖感言。

荩荩荩咱上接 P1暂

经过不断的研发创新，城隆建材公司已经
由单一产品的生产企业，变成了多产品研发、
生产、贸易的综合企业。2015 年至 2018 年，该
公司生产研发的新产品加气混凝土、蒸压加气
混凝土砌块、
蒸压粉煤灰砖、岩棉板、
挤塑板也
相继投入了市场。

立了持续稳固的合作关系，通过构建价值联
盟实现了全球优质资源的整合。
历经 30 余年的发展，新希望在今天依旧
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集团将人才
年轻化、产融一体化、国际化、创新与科技化
作为新时期发展的重要引擎。新希望集团已
成为在多个领域布局的多元化综合性民营企
业，
成为中国最大的肉、蛋、奶综合供应商，中
国最大的生猪养殖与加工企业之一，中国第
一大、世界第二大饲料生产企业。
站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时代新起点，
新希望集团将以“五新企业”转型升级为目
标，以“转换新机制、布局新赛道、探索新科
技、担当新责任、任用新青年”的理念引领企
业加快发展、创新发展，致力于成为现代农业
的引领者、乡村振兴的排头兵。
2尧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