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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企业联合会   

 

 

苏企联 [2020]37 号   

 

 

关于 2020 江苏营业收入百强企业、 

制造业百强企业、服务业 50 强企业情况的通报 

 

各地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各有关单位： 

我会依据企业自愿、自主申报及相关公开资料，主要按 2019

年企业财务报表中营业收入指标进行了排序。现就 2020 江苏前

100 家企业榜单（以下简称“百强”）、前 100 家制造业企业榜单

（以下简称“制造业百强”）、前 50 家服务业企业榜单（以下简

称“服务业 50强”）的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江苏百强企业情况 

（一）百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2019 年，江苏百强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68298.22 亿元，平均

每家企业营业收入规模达到 682.98 亿元。营业收入超千亿元的

企业有 14 家，其中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6738.25 亿元）、

苏宁控股集团（6652.59 亿元）、恒力集团有限公司（5567.4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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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位居前三强。入榜企业门槛为 202.31亿元。全省有 45家企

业入围中国企业联合会公布的 2020 中国企业 500强。 

（二）百强企业地区分布 

2019 年，江苏百强企业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共有 73 家企

业上榜(其中,南京 9 家、无锡 24家、常州 8家、苏州 28家、镇

江 4 家), 入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 52930.84 亿元，占百强企业

总额的 77.5%；苏中地区有 18 家企业上榜(其中，南通 14 家、扬

州 1 家、泰州 3家)，入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11378.36 亿元，占

百强企业总额的 16.66%;苏北地区有 9 家企业上榜(其中，徐州 3

家、连云港 5家、盐城 1家)，入榜企业总营业收入总额 3989.02

亿元，占百强企业总额的 5.84%。 

（三）百强企业行业分布 

2019 年，江苏百强企业中制造业占有重要地位，有 66 家制

造业企业入榜，其中，苏南地区 54 家（南京 2 家、无锡 18 家、

常州 7 家、苏州 23 家、镇江 4 家）,入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

39452.67亿元，占百强企业总额的 57.77%。有 17 家建筑业企业

入榜，主要集中在苏中地区(南通 12 家、泰州 1 家)，入榜企业

营业收入总额为 16427.27 亿元，占百强企业总额的 24.05%。有

17 家服务业企业入榜，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南京 6 家、无锡 5

家、常州 1 家、苏州 3 家),入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 12418.29

亿元，占百强企业总额的 18.18%。 

二、江苏制造业百强企业情况 

（一）制造业百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2019年，江苏制造业百强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43618.7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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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家企业营业收入规模达到 436.18 亿元。其中，营业收入

超千亿元的企业有 10 家，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以 5567.40 亿元，

位居制造业百强之首；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 2520.78 亿元，

位列第二；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1925.36 亿元，位列第三。

制造业百强入榜企业门槛为 81.05 亿元。全省有 55 家企业入围

中国企业联合会公布的 2020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 

（二）制造业百强企业地区分布 

江苏制造业百强中，苏南企业有 73 家(南京 4 家、无锡 26

家、常州 10 家、苏州 27 家、镇江 6 家), 入榜企业营业收入总

额 35961.82 亿元，占制造业百强总额的 82.45%；苏中企业有 12

家(南通 5 家、扬州 2 家、泰州 5 家), 入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3002.69亿元，占制造业百强总额的 6.88%；苏北企业有 15家(徐

州 5家、连云港 9家、盐城 1家), 入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4654.19

亿元，占制造业百强总额的 10.67％。 

三、江苏服务业 50 强企业情况 

（一）服务业 50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2019 年，江苏服务业 50 强企业实现营业收入总额为

16084.99亿元,平均每家企业营业收入规模达到 321.70 亿元。苏

宁控股集团 6652.59 亿元，位列第一；弘阳集团有限公司 958.61

亿元，位列第二；五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35.39 亿元，位列第

三。服务业 50 强入榜企业门槛为 52.99亿元。全省有 44家企业

入围中国企业联合会公布的 2020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 

（二）服务业 50强企业地区分布 

    江苏服务业 50 强企业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共有 47 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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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京 11 家、无锡 22家、常州 2 家、苏州 12家)，入榜企业

营业收入总额 15449.79亿元,占服务业 50强总额的 96.05%;苏中

地区 2 家（南通），入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447.68 亿元,占服务

业 50 强总额的 2.78%;苏北地区 1家（盐城）,入榜企业营业收入

总额 187.52 亿元,占服务业 50强总额的 1.17%。 

 2019 年,以江苏百强企业为代表的江苏大企业,认真贯彻新

发展理念,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主动推动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新动

能,保持了稳健发展的态势,在做强做优方面继续迈出坚实步伐。

希望广大企业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

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新发展理念，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信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

的事，在争创世界一流企业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为建设

“强富美高”新江苏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附件： 

    1．2020江苏百强企业榜单； 

    2．2020江苏制造业百强企业榜单； 

    3．2020江苏服务业 50 强企业榜单。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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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百强企业榜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行业

类别 
所属地区 

1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南京 

2 苏宁控股集团 服务业 南京 

3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4 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南通 

5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6 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7 南通三建控股有限公司 建筑业 南通 

8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南京 

9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常州 

10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无锡 

11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无锡 

12 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无锡 

13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14 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15 弘阳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业 南京 

16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盐城 

17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泰州 

18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徐州 

19 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20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南通 

21 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无锡 

22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南通 

23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无锡 

24 江苏新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无锡 

25 五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业 南京 

26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南通 

27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业 苏州 

28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业 南通 

29 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南通 

30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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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华西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无锡 

32 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 制造业 泰州 

33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34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南京 

35 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业 南京 

36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南通 

37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南通 

38 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39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无锡 

40 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无锡 

41 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无锡 

42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无锡 

43 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徐州 

44 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 制造业 连云港 

45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徐州 

46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无锡 

47 远景能源有限公司 制造业 无锡 

48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49 东方润安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常州 

50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业 南京 

51 江苏大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服务业 无锡 

52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镇江 

53 江苏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镇江 

54 江苏金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常州 

55 江苏新海石化有限公司 制造业 连云港 

56 苏州金螳螂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苏州 

57 攀华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58 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 制造业 镇江 

59 永鼎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60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61 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62 江苏沃得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镇江 

63 同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业 苏州 

64 江苏省镔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连云港 

65 南通化工轻工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业 南通 

66 中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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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张家港保税区立信投资有限公司 服务业 苏州 

68 常熟市龙腾特种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69 中兴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业 泰州 

70 百兴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常州 

71 震雄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72 江阴长三角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业 无锡 

73 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无锡 

74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扬州 

75 高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业 南京 

76 兴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业 无锡 

77 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78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业 苏州 

79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无锡 

80 江苏无锡朝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业 无锡 

81 江苏江润铜业有限公司 制造业 无锡 

82 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83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84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无锡 

85 江苏东渡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86 雅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87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常州 

88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连云港 

89 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无锡 

90 江苏国强镀锌实业有限公司 制造业 常州 

91 无锡市不锈钢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服务业 无锡 

92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业 南通 

93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94 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苏州 

95 连云港亚新钢铁有限公司 制造业 连云港 

96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业 无锡 

97 南通五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南通 

98 江苏金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业 常州 

99 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南通 

100 新阳科技集团 制造业 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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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制造业百强企业榜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地区 

1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2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3 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4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 

5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 

6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7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8 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9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10 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11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盐城 

12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泰州 

13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州 

14 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15 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16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17 江苏新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18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 

19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20 华西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21 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 泰州 

22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23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 

24 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25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26 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27 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28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29 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 

30 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 连云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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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 徐州 

32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33 远景能源有限公司 无锡 

34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35 东方润安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 

36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 

37 江苏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 

38 江苏金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 

39 江苏新海石化有限公司 连云港 

40 攀华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41 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 镇江 

42 永鼎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43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44 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45 江苏沃得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 

46 江苏省镔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连云港 

47 常熟市龙腾特种钢有限公司 苏州 

48 百兴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 

49 震雄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50 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51 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52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53 江苏江润铜业有限公司 无锡 

54 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55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56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57 江苏东渡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58 雅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59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 

60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 

61 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62 江苏国强镀锌实业有限公司 常州 

63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64 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65 连云港亚新钢铁有限公司 连云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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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新阳科技集团 常州 

67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 

68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 

69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 

70 江苏申特钢铁有限公司 常州 

71 淮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徐州 

72 南京金箔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 

73 江苏西城三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74 江南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75 南京华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南京 

76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77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扬州 

78 江苏文凤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 

79 扬州市秦邮特种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扬州 

80 连云港兴鑫钢铁有限公司 连云港 

81 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82 好孩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 

83 江苏江南化纤集团 苏州 

84 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85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 

86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连云港 

87 香塘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88 瑞声光电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常州 

89 江阴江东集团公司 无锡 

90 江苏济川控股有限公司 泰州 

91 益海(泰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泰州 

92 阿尔法（江阴）沥青有限公司 无锡 

93 江苏隆力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94 江苏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徐州 

95 江苏新时代造船有限公司 泰州 

96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连云港 

97 鑫缘茧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 

98 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 

99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 

100 无锡新兰洲特钢有限公司 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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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苏服务业 50 强企业榜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地区 

1 苏宁控股集团 南京 

2 弘阳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 

3 五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 

4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5 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6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7 江苏大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无锡 

8 同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9 南通化工轻工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 

10 张家港保税区立信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 

11 江阴长三角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12 高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 

13 兴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14 江苏无锡朝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15 无锡市不锈钢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无锡 

16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17 江苏金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 

18 张家港保税区旭江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 

19 南京新华海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 

20 盐城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盐城 

21 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 

22 张家港市泽厚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 

23 昆山京东尚信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 

24 张家港市沃丰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 

25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 

26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 

27 江阴市金桥化工有限公司 无锡 

28 常州市化工轻工材料总公司 常州 

29 江苏大经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30 无锡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31 玖隆钢铁物流有限公司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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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苏州裕景泰控股有限公司 苏州 

33 无锡市市政公用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34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35 张家港恒泰佳居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 

36 江苏嘉奕和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无锡 

37 张家港保税区日祥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 

38 江阴市凯竹贸易有限公司 无锡 

39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40 南京金宝商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41 江阴达赛贸易有限公司 无锡 

42 江阴市川江化工有限公司 无锡 

43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44 江苏中电豪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 

45 苏汽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 

46 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47 江苏华地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 

48 江阴宝靖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无锡 

49 江阴市双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无锡 

50 无锡市宝金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无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