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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 500强企业品牌的
全球表现

中国品牌一直在不断地借鉴和学习西方

商人带来的现代经营理念和营销方式，中国企

业与品牌开始理智的对待品牌的发展。从过去

的为了扩大海外市场盲目的并购与贴牌到现

在的以自主研发创新为主逐渐在海外市场站

稳脚跟和扩大知名度。随着“中国制造 2025”、
“中国品牌日”、一带一路、“农业现代化”等国

家战略的提出，为中国品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

力量，中国企业品牌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

升，具体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 在全球 500强的品牌数量和排名总体

上升

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世界品牌 500
强》（2019）中，中国有 40 个品牌入选，总体居

于第 5 位，2020 年中国有 43 个品牌入选，总体

居于第 4 位，有些企业品牌排名提升高达 200
个名次，中国企业品牌在全球品牌地位中有了

明显提升。

2.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袁全球综合实力稳步

提升

对比 2019和 2020《世界品牌 500 强》榜单

可以发现，入围企业以制造业、金融业为主，服

务业和新兴产业较少，但是 2020 年中国海油、

宝武、周大福、招商银行、北大荒等品牌跃升全

球榜单，华润等品牌滑落榜单，再加上我国大

力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相信不久的将

来，我国企业品牌在全球的综合实力将会有质

的飞跃。

3.国际标准制定 参与数量持续上升

目前，我国企业发展更加聚焦优势行业来

提升企业品牌高质量的发展，且创新势头强

劲。据统计，2021 中国企业 500 强共投入研发

经费 1.31 万亿元，增长 21.50%；研发强度为

1.77%，提高 0.16 个百分点；参与国际标准制

定达 7616 项，同比上年增长 45 项。

虽然中国品牌建设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

进步，但是，中国品牌在全球前 100 强中只有

9 个，从品牌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品牌的发展环

境来看，我国与品牌强国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

距。在联合国工发组织发布的《2020年工业竞

争力绩效报告》中，我国的工业竞争力位居第

二。中国制造业的产值和工业产值非常巨大，

但许多产品与行业“大而不强”，在整体工业竞

争力上，与西方一些先进国家仍然存在差距，

在国际市场依然存在着品牌影响力弱、品牌话

语权小、总体品牌形象不佳以及品牌经济贡献

力偏低等问题，整体上呈现出来的国际竞争力

不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出

口国，中国依然是“制造大国、品牌小国”。

在国际化进程中，如何提升中国品牌对于

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将是我国品牌国

际化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难题。

二、中国 500强企业品牌的
具体增长态势

本研究报告正式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我国

企业品牌现状做一个整体扫描。报告以中国企

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 2019、
2020、2021 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为分析基础，

从国家营收、企业营收、产业结构、研发创新、

地域结构等方面研究和分析中国 500 强企业

品牌的增长态势。

1.国家营收院与全球相比袁逆势增长

2021 中国企业 500 强规模逆势增长，共实

现营业收入 89.83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4.43%；利润总额达到 6.0 万亿元，比上年 500
强增长了 7.75%；实现净利润 4.07 万亿元，比

上年 500 强增长了 4.59%。（备注：同期美国

500 强和世界 500 强的营业收入分别下滑了

3.15%和 4.81%）

2.企业营收院千亿级企业数量持续增长

“十三五”期间，我国千亿级企业增加了

70 家，中国 500 强的入围门槛增加了 148.90
亿元。2021 年千亿级企业达到 222 家，中国企

业 500 强入围门槛提升至 392.36 亿元，其中中

国石化、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建筑、工商

银行、中国平安、建设银行、农业银行这 8 家企

业达到万亿级。

具体如下表所示：

3.产业结构院优化升级袁新兴产业和现代

服务业增长明显

中国 500 强企业共涉及 75 个行业，制造

业占据半壁江山。与 2020 年相比，2021 年制

造业企业数达 249 家，增加量达到了 11 家，逆

转了前两年制造业企业数量减少的态势。同

时，产业结构继续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和现代服务业企业分别增加了 8 家和 6 家，房

屋建筑企业、煤炭采掘企业分别减少了 10 家

和 6 家，我国企业发展更加聚焦优势行业来提

升高质量的发展。

中国 500 强企业的行业分布和前十行业

分别如下：

4.研发创新院优化升级袁新兴产业和现代

服务业增长明显

2021 中国企业 500 强共投入研发经费约

1.31 万亿元（442 家企业填报数据），同口径比

上年增长 15.57%，企业平均研发投入为 29.43
亿元，增长了 17.95%。

其中制造业企业研发强度持续高于服务

业，并且保持上升态势。非金融类中央企业的

平均研发投入金额明显高于其他企业，且保持

逐年增长态势。高端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力度

较大，航空航天业在企业平均研发费用的行业

排名中居首位，通信设备制造业在研发强度、

人均研发费用的行业排名中高居首位。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省企业在区域研发强

度排名中持续位居榜首，明显领先于其他地

区。

三、中国500强企业品牌价值
指数

品牌的核心就是品牌价值，本报告基于目

前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的品牌体系模型和相关

研究，提出了符合我国经济实情的品牌价值指

数评分的三维评价体系模型，对主要行业的重

点品牌进行了品牌价值指数分析和研究。

1.能源企业

2. 房地产企业

3. 工程建筑企业

4. 金融企业

5. 医药企业

6. 食品企业

7. 饮料企业

Ⅰ引言Ⅰ

2020年，党中央发布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 0 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提出要“以质

量品牌为重点，促进消费向

绿色、健康、安全发展，鼓励

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

为中国品牌的发展注入了

新的力量。

当前，我国品牌正在成

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和新力量，涌现出了一批优

秀的企业和品牌。中国的高

铁、船舶和大型发电设备、

国家电网的输电技术等产

品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

名片；华为、海尔等一批中

国自主品牌跨入世界级品

牌的行列，具备了与世界品

牌同台竞争的能力；一批中

国企业正逐步实现从贴牌

生产到创建自主品牌的转

变，有些中国企业已经走出

一条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的

品牌发展道路。

因此，报告以中国企业

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

布的 2019、2020、2021 中

国企业 500 强榜单为分析

基础，深入分析研究中国企

业品牌塑造与价值提升议

题。

2021中国500强企业品牌塑造与价值提升报告

企业品牌 2019全球排名 2020全球排名

华润 78 未入围世界 500强
中国航天科工 366 未入围世界 500强
中国海油 未入围世界 500强 306
宝武 未入围世界 500强 340
周大福 未入围世界 500强 377
招商银行 未入围世界 500强 386
北大荒 未入围世界 500强 430

万亿级企业 营收渊亿元冤

国家电网 26676.68
中国平安 13214.15
中国石油 19593.12
工商银行 12612.81
中国石化 19577.25
建设银行 11447.54
中国建筑 16150.23
农业银行 10604.35

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行业

2019 244 173 83
2020 238 181 81
2021 249 176 75

企业名称 研发投入渊亿元冤

华为 1418.93
腾讯 389.72
中国航天科工 344.66
中国石油 318.46
中国移动 295.06
中国建筑 255.23
中国铁路 218.38
浙江吉利 218.11
中国交通建设 216.65

2019 2020

企业品牌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指数 渊亿元冤 指数 渊亿元冤

国家电网 A- A-
中国石化 B+ 2516.26 A- 2903.41
中国石油 B+ 3378.72 A- 3529.88

2019 2020

企业品牌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指数 渊亿元冤 指数 渊亿元冤

万科 B- 1107.7 B- 1235.89
碧桂园 B- 1302.8 B- 1453.65
保利 C- 836.26 D+ 1003.51

2019 2020

企业品牌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指数 渊亿元冤 指数 渊亿元冤

中国建筑 A- 2224.26 A+ 2258.98
中国中铁 B- 1830.25 B- 2035.38
中国铁道建筑 C+ 1882.25 C+ 1994.76

2019 2020

企业品牌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指数 渊亿元冤 指数 渊亿元冤

中国工商银行 B- 3666.73 A 3700.21
中国平安 C+ 2848.27 B 2278.62
中国建设银行 C 3031.35 B- 3094.39

2019 2020

企业品牌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指数 渊亿元冤 指数 渊亿元冤

国药控股 B 1534.27 D+ 1641.16
华润医药 C+ 902.36 C- 903.34
扬子江药业 C 825.03 C+ 907.01

2019 2020

企业品牌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指数 渊亿元冤 指数 渊亿元冤

中粮 B 1336.04 D 1532.19
康师傅 C+ 585.17 C 702.21
双汇 C 316.83 B- 318.09

2019 2020

企业品牌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
指数 渊亿元冤 指数 渊亿元冤

伊利 B 596.92 A+ 716.31
蒙牛 B- 905.54 A- 904.63
娃哈哈 C- 297.85 A- 3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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