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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机 械 工 业 联 合 会 
中 国 汽 车 工 业 协 会 

 

中机联统〔2017〕129 号 

 

 

关于公布 2016 年中国机械工业百强 

汽车工业三十强企业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16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中国制造

2025》及相关政策的引领下，机械工业积极探索行业发展的新路

径，增长速度出现回升，发展态势总体平稳。其中，一批行业骨

干企业继续起到了中坚作用。 

为了继续反映机械、汽车工业骨干企业过去一年在结构调

整、转型升级、品牌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发展成果，激励行业企业

继续推进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根据 2016 年机械、汽车工业企业主要统计指

标数据，核实排定出 2016 年机械工业百强、汽车工业三十强企

业名单，现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1、附件 2）。 

机械工业百强、汽车工业三十强企业是行业深入推进结构调

整、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突出代表，是行业持续、稳定、健康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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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中坚力量，希望你们能再接再厉、积极进取、主动作为，

瞄准“中国制造 2025”和“制造强国”的目标和方向，不断探

索、勇于创新，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道路上更上层楼，

为我国机械、汽车工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附件： 

1、2016 年中国机械工业营业收入百强企业名单 

2、2016 年中国汽车工业营业收入三十强企业名单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2017 年 5 月 31 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17 年 5 月 3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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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6 年中国机械工业营业收入百强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省市 主要产品 
营业收入 

（万元）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 机械装备制造与研发，工程承包 21481780 

2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内燃机，内燃机配件 13409876 

3 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 大型液压机，电梯 11759860 

4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上海市 电站设备，电梯，机床，机械设备 9780429 

5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起重机械，铲运机械 7711016 

6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 混凝土机械，挖掘机械 6375794 

7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中央空调主机，制冷配件 5252832 

8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 起重机械，铲运机械，混凝土机械 5026920 

9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区 
变压器、电抗器、互感器、开关、电线电缆，

电子铝箔、电极箔 
4901487 

10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发电设备 3745774 

11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 三轮汽车，拖拉机 3557631 

12 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 黑龙江 发电设备，电站锅炉，电站汽轮 3349252 

13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交联电缆，控制电缆 3272223 

14 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交直流钢化玻璃绝缘子、电容器组、互感器等，

交流套管、隔离开关等 
2852977 

15 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区 柴油机 2712698 

16 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电梯及扶梯，电机 2665472 

17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区 1.5 兆瓦风力发电机组，2.5 兆瓦风力发电机组 2639583 

18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低压电器、输配电，新能源电站 2623580 

19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收获机械，拖拉机，工程机械 1924429 

20 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四通换向阀，电子膨胀阀 1920315 

21 山东五征集团 山东省 农用车，载货汽车，拖拉机 1909945 

22 大全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高低压成套电器，智能元器件、封闭母线、母

线槽、变压器 
1756566 

23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 起重设备，矿山设备，轧钢设备 1700028 

24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 智能输配电设备，电力电子产品 1656939 

25 中国西电集团公司 陕西省 变压器，全封闭组合电器 1645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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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省市 主要产品 
营业收入 

（万元） 

26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 金属切削机床，数控系统 1550430 

27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 风力发电机及机组，交、直流电动机 1539492 

28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区 土方机械，桩工机械，预应力产品 1525995 

29 人本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轴承 1461382 

30 临沂临工机械集团 山东省 装载机，挖掘机 1332425 

31 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数控机床，气体储运，环保产业等 1260649 

32 海天塑机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注塑机，数控机床 1239161 

33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电线电缆 1221410 

34 山东华兴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石材加工机械，农业机械 1122627 

35 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低压电器，仪器仪表 1119331 

36 大连冰山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省 制冷空调设备，食品冷冻冷藏设备 1112689 

37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 矿山设备，建材水泥设备 1102436 

38 广州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大重型机械装备、能源动力，超高压输配电设

备 
1091906 

39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 封闭式组合电器，断路器 1023951 

40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省 矿山机械设备，输送机械设备 1012107 

41 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省 石油钻采机械，炼油化工设备 1010376 

42 卫华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 起重机，工程建筑 1008697 

43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 工业自动化仪表及控制系统，电子器件 989223 

44 日立建机(中国)有限公司 安徽省 挖掘机，起重机 979202 

45 杭叉集团 浙江省 叉车 803583 

46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电线电缆，仪器仪表 715241 

47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 风机，泵类，往复式压缩机 703249 

48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 电除尘设备，高、低压设备 669846 

49 安徽蓝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电线电缆光缆，仪器仪表，桥架 667890 

50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省 冶金机械，装卸机械，起重机械 644952 

51 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 叉车 644544 

52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风机、风扇 613886 

53 风帆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省 铅酸蓄电池 60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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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省市 主要产品 
营业收入 

（万元） 

54 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电力电缆，电缆附件 586794 

55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推土机 564225 

56 天津大桥焊材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 电焊条，焊丝 552770 

57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 轴承 538716 

58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 全断面隧道掘进机，全电脑凿岩台车 537235 

59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制冷空调设备，环保制热设备 500021 

60 天津市金桥焊材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 焊条，焊丝 478221 

61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 陕西省 金属切削机床，金属切削刀具 469601 

62 杭州东华链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链传动产品，农业机械 452794 

63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省 风机，工矿配件，仪表，锅炉 442920 

64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金属成形机床，金属切削机床 441558 

65 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 河南省 滚动轴承 435273 

66 豫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 起重机械 427910 

67 人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低压电器元件，低压电器一般元器件 427332 

68 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 工程机械，传动机械，特殊用途装备 408296 

69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 柴油发动机 392205 

70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工业汽轮机 372480 

71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电除尘器 354322 

72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导线，电线电缆 322037 

73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 装载机，挖掘机 319036 

74 北京 ABB 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市 变压器，变频器 315705 

75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 泵 313485 

76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 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线 302451 

77 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 柴油发动机 298542 

78 南京汽轮电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 燃气轮机，汽轮机，燃（汽）轮发电机 295300 

79 安徽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电力电缆 293100 

80 青岛捷能汽轮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发电机，汽轮机 282804 

81 四川空分设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气体分离及液化设备，低温液体贮运设备 27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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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省市 主要产品 
营业收入 

（万元） 

82 上海富士施乐有限公司 上海市 数码多功能一体机 273758 

83 开山集团 浙江省 压缩机械制造，螺杆膨胀发电站 269945 

84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铝合金压铸件 267823 

85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重庆市 各种系列发动机 254146 

86 北京电力设备总厂有限公司 北京市 ZGM 型中速辊式磨煤机，特高压平波电抗器 249317 

87 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压力机，折弯机 243777 

88 山东金马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汽车配件，型材 234803 

89 国营芜湖机械厂 安徽省 
轻钢结构,工艺装备制造，航空产品修理，软管、

钢管 
230863 

90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柴油发动机 223293 

91 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各类手扶拖拉机，各类轮式拖拉机 217611 

92 安徽皖南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电动机 205100 

93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 
辽宁省 工业机器人，移动机器人 203348 

94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 旋挖钻机，静力压桩机，挖掘机，凿岩设备 202772 

95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余热锅炉，电站锅炉 197045 

96 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仪器仪表，仪表元器件 182647 

97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原常熟开关

厂) 
江苏省 

CM 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CW 系列智能型万能

式断路器 
178463 

98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汽车仪表,摩托车仪表 169350 

99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燃气轮机高温合金叶片，硅溶胶产品 154461 

100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船用齿轮箱，工程变速箱 15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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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6 年中国汽车工业营业收入三十强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省市 主导产品 
营业收入 

（万元） 

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 乘用车、商用车、汽车零部件 159664718 

2 东风汽车公司 湖北省 乘用车、商用车、汽车零部件 57176352 

3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吉林省 乘用车、商用车、汽车零部件 56089592 

4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 乘用车、商用车、汽车零部件 40610385 

5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乘用车、商用车、汽车零部件 34748875 

6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乘用车、商用车、汽车零部件、摩托车 24626532 

7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辽宁省 乘用车、商用车、汽车零部件 17273211 

8 万向集团公司 浙江省 汽车零部件 11071834 

9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 乘用车、商用车、汽车零部件 9861570 

10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 乘用车、商用车、汽车零部件 7367756 

11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商用车、汽车零部件 7002988 

12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安徽省 乘用车、商用车、汽车零部件 6832535 

13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乘用车、汽车零部件 6119800 

14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 商用车 3767727 

15 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省 商用车、汽车零部件 3681227 

16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市 乘用车、商用车 3288168 

17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乘用车、汽车零部件 3268535 

18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汽车零部件 2581805 

19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 商用车、汽车零部件 2460829 

20 永康众泰汽车有限公司 浙江省 乘用车 2250391 

21 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 专用车、发动机、汽车零部件 2095612 

22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 汽车零部件 1969254 

23 三环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 改装车、汽车零部件 1940223 

24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汽车零部件 1855241 

25 北方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 汽车零部件 1792642 

26 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 摩托车 1756392 

27 中集车辆(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改装车、半挂车 1468075 

28 安徽中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汽车零部件 1354673 

29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 汽车零部件 1039101 

30 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 乘用车 1030930 

注：多数企业数据为年度汇总口径快报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