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企业和工业经济联合会文件 
 

湘企工〔2019〕08 号 

 

关于申报 2019湖南 100强企业、制造业 
100强企业、服务业 100强企业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自 2003年以来，我会已连续 16年开展了湖南 100强企业排

序活动，发布了湖南 100强企业及其分析报告，为社会各界提供

了我省大企业发展的相关数据与研究信息，得到了省委、省政府

及有关部门、企业界、新闻界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肯定，在

国内外产生了显著影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引导我省企业争创中国一流企业、世界一流企业，促进企业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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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做大，不断提高企业整体形象和竞争力，根据中国企业联合

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关于申报 2019中国企业 500强、制造业

企业 500强、服务业企业 500强的通知》（中国企联业字〔2019〕

7 号文）要求，我会决定在开展湖南 100 强企业、制造业 50 强

企业、服务业 50强企业排序和发布活动的基础上，从 2019年开

始，开展湖南 100强企业、制造业 100强企业、服务业 100强企

业排序和发布活动，并向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推荐

我省企业申报 2019中国企业 500强、制造业企业 500强、服务

业企业 500强、中国企业 1000强。同时，为配合国家部委和中

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相关工作，引导我省大企业加快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会决定从 2019 年

开始，以 2019湖南 100强企业、制造业 100强企业、服务业 100

强企业为基础，依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下简称“战新”产

业）业务归口统计的营业收入，向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

协会推荐我省企业申报中国“战新”产业领军企业 100强。  

各企业 100强企业申报及我会推荐申报中国 500强企业（含

中国 1000强、中国“战新”产业领军企业 100强）工作，按照

国际通行方式进行,不向企业收取费用。我会在省政府及有关部

门和各市州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省直行业协会的支持下，

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初步确定贵企业为 2019湖南相关 100强

企业候选企业，请贵企业按要求及时申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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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资格 

凡在湖南省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境外注册、

投资主体为中国自然人或法人，主要业务在湖南省境内的企业均

可申报（不包括在华外资、港澳台独资、控股企业，也不包括行

政性公司、政企合一的单位以及各类资产经营公司）。 

属于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或相对控股子公司，由于其财务

报表能被合并到集团母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则只允许其母公司申

报。中央在湘企业、区域性连锁企业、资产经营公司、烟草公司

参加湖南 100强企业排序，但不推荐申报中国 500强企业。 

二、申报条件 

1．申报 2019湖南 100强企业，2018年营业收入应达到 20

亿元（人民币）以上，其中达到 2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

由我会推荐申报中国企业 500强。 

2．申报 2019 湖南制造业 100 强企业，2018 年营业收入应

达到 15亿元（人民币）以上，其中达到 50亿元（人民币）以上

的企业，由我会推荐申报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 

3．申报 2019 湖南服务业 100 强企业，2018 年营业收入应

达到 5亿元（人民币）以上，其中达到 30亿元（人民币）以上

的企业，由我会推荐申报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强。 

三、发布和奖励 

2019 湖南 100 强企业、制造业 100 强企业、服务业 100 强

企业，将在编辑出版《2019 湖南 100 强企业发展报告》之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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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布，并授牌和在湖南日报等新闻媒体刊登。届时，我会将

邀请贵企业参加湖南 100强企业发布活动。 

新进中国企业 500 强企业，根据《湖南省新进“中国企业

500强”和“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盈利企业管理团队奖励办法》

（湘发改工〔2017〕644号）精神，给予其企业管理团队一次性

300万元奖励。同时，入围中国 500强的企业届时将被邀请参加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举办的 2019中国 500强企业

高峰论坛。 

四、申报要求及程序 

1．申报 2019湖南 100强企业、制造业 100强企业、服务业

100 强企业，按照申报表填表说明（附件 2）要求，认真填写申

报表（附件 1），申报表可登陆湘企联合网（www.hnqlw.org）下

载。所有指标均需按企业合并报表的数据填报。主要填报营业收

入、海外收入、利润总额、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资产总额、

海外资产、所有者权益、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纳税总额、研

发费用、员工总数、海外员工等指标和企业有关信息。申报企业

最终入围指标是营业收入，依此确定企业 1-100位排序。 

附件 1中有关“战新”产业的指标，是为了推荐申报中国“战

新”产业领军企业 100强，主要填报“战新”业务的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资产总额、员工人数等指标，并且提供不超过 3家以

“战新”产业为核心业务的下属公司相关信息。 

2．申报企业需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审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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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相关财务报表复印件。未能提供的，需提交能够证明企

业数据真实可靠材料，如上报当地财政局、统计局、国资委、发

改委或主管部门的报表（副本），由审计机构盖章确认。凡只提供

企业申报表或者数据不完整又无法确认的，均不纳入申报范围。 

3．申报时间。请贵企业于 2019年 5月 20日前，将签字盖

章的《2019 湖南 100 强企业、制造业 100 强企业、服务业 100

强企业申报表》（附件 1）、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审计的

2018 年度相关财务报表复印件或其他证明材料纸质版及电子版

报送至我会。 

联系人：吴标松，电话：0731-82213408（传真），电子邮箱: 

1327464732@qq.com，通讯地址：长沙市天心区五凌路 158号金

葳佳园 1栋 1506室湖南省企业和工业经济联合会企业创新工作

部，邮政编码：410004。 

     

附件：1、2019湖南 100强企业、制造业 100强企业、服务 

业 100强企业申报表 

2、2019湖南 100强企业、制造业 100强企业、服务 

业 100强企业申报表填表说明 
      

 

湖南省企业和工业经济联合会   
2019年 3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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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湖南 100强企业、制造业 100强企业、 
服务业 100强企业申报表 

 
中文  企业性质 国有（     ） 

民营（     ） 企业名称 
英文  英文简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企业网址  传真  电子信箱  

 姓    名 职  务（部门） 电话(加区号) 手机号码 

法人代表     

主要负责人     

活动联系人     

数据填报联系人     

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  主业所属行业 
（可只填序号）  

指标（万元） 营业收入 海外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母公司 
净利润 资产总额 海外资产 

2017年       

2018年       

指标（万元） 所有者 
权益 

归属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纳税总额 研发费用 员工总数 

（人） 
海外员工
（人） 

2017年       

2018年       

指标（万元） 战新业务 
总收入 

战新业务 
利润总额 

战新业务 
资产总额 

战新业务员工 
人数（人）  

2017年      

2018年      

截止 2018年底信息化累计投入总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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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下属企业中是否有属于战新产业的企业，如果有，有(   )家，请填报营业收
入最多的 3家战新企业信息。战新产业的行业分类代码见附件二填表说明四。 

下属战新企业 1  战新行业代码  

指标（万元）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资产总额 员工人数（人） 研发费用 

2017年      

2018年      

下属战新企业 2  战新行业代码  

指标（万元）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资产总额 员工人数（人） 研发费用 

2017年      

2018年      

下属战新企业 3  战新行业代码  

指标（万元）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资产总额 员工人数（人） 研发费用 

2017年      

2018年      

企业信息 

① 依据第一主营业务，本企业属于：A.制造业；B.服务业；C.采掘业；D.
建筑业：E.其它。请选择其中一项上打“√”。 

② 在 2018年是否并购或重组了其他企业？如果是，共（      ）家。 
③ 本企业截至 2018年底，拥有全资和控股子公司（      ）家，参股公司
（      ）家，分公司（     ）家。 

④ 截至 2018年底，本企业拥有专利（      ）项，其中发明专利（      ）
项。 

⑤ 本企业参与形成的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共（    ）项，其中国家和行
业标准（      ）项、国际标准（      ）项。 

法人代表（签字）： 
 
申报企业（盖章）： 
 

2019年  月  日 

申报指标数据属实。 
主管财务负责人（签字）： 
 
 

2019年  月  日 

提交经审计的 2018 年
相关财务报表(复印件)或证
明材料。 

  
2019年  月  日 

注：请认真参照附件 2 的填表说明填写或打√。本表填好后请先发电子版至邮箱：
132746473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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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湖南 100强企业、制造业 100强企业、 
服务业 100强企业申报表填表说明 

 

2019 湖南 100 强企业、制造业 100 强企业、服务业 100 强

企业申报表主要栏目填报说明如下： 

一、企业性质栏：请从“国有”、“民营”两种性质中选一项

打√。国有是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民营是指非国有企业，包

括集体和私营企业等。 

二、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栏：指企业生产的主要产品或

提供的主要服务，按在营业收入的占比由大到小排列，最多不超

过 3项（必须填报）。 

三、主业所在行业：按以下分类标准填写(可只填序号)。 

1．农、林、牧、渔业 

2．采矿业 

3．制造业 

3.1 食品（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

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 

3.2纺织（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 

3.3 轻工（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

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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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

业） 

3.4 石化（石油、煤炭及其它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5医药 

3.6 冶金（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 

3.7机械（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 

3.8 电子通信（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

仪表制造业） 

3.9建材（水泥及其制品、玻璃、陶瓷、新型墙体材料等） 

3.10其它制造业 

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建筑业 

6．批发和零售业 

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8．住宿和餐饮业 

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金融业 

11．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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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5．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6．教育 

17．卫生和社会工作 

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9．其它 

四、指标栏：所有指标均按企业合并财务报表和年报的数据

填报，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

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 

营业收入：包括企业的所有收入，不含增值税，即主营业务

和非主营业务、境内和境外的收入。商业银行的营业收入为利息

收入与非利息营业收入之和(不扣减对应的支出)。保险公司的营

业收入是保险费和年金收入扣除储蓄的资本收益或损失。 

利润总额：利润总额扣除所得税。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净利润扣除少数股东损益。 

资产总额：年末的资产总额。 

所有者权益：年末的所有者权益总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扣除少数股东权益。 

纳税总额：在中国大陆境内实际缴纳的税收总额，包括增值

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他各税种税收，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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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集团）代扣代缴其他企业或个人的各种税收，也不包括

教育费附加、文化事业建设费等各项非税收费用。 

研发费用：指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

的各项费用，包括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整费、

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实验费、技术图书资料费、研究机构人员的工

资、研究设备的折旧、新产品的试制、技术研究有关的其他经费

以及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科研试制的费用。 

信息化投入：企业信息化的软硬件投入和运营维护投入。 

员工总数：年度平均从业人数（含所有被合并报表企业的人

数）。 

海外收入、海外资产、海外员工是指企业在中国大陆以外的

营业收入、资产、员工。海外收入以平均汇率折算,海外资产以

年底汇率折算。平均汇率： 2017年为 1美元=6.7571元人民币，

2018年为 1美元=6.6437元人民币；年底汇率:2017年为 1美元

=6.5342元人民币，2018年为 1美元=6.8632元人民币。 

五、“战新”产业的行业分类代码如下：1、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2、高端装备制造产业；3、新材料产业；4、生物产业；5、

新能源汽车产业；6、新能源产业；7、节能环保产业；8、数字

创意产业；9、相关服务业。  

六、企业信息栏请按照要求填写或√。 

七、所有填报栏目一定要完整，资料要仔细核对，保证名称

及数据的准确性，并请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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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省工信厅、省国资委，
名誉会长、顾问、高级副会长、副会长  

湖南省企业和工业经济联合会秘书处       2019年 3月 2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