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CA简介

ACCA (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 是全球广受认
可的国际专业会计师组织，为全世界有志投身于
财会、金融以及管理领域的专才提供首选的资格
认证。ACCA 目前在中国大陆拥有 6,000 名会员
及 62,100 名学员，并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
深圳、沈阳、青岛和武汉共设有 8 个代表处。

ACCA 为全球 181 个国家的 188,000 名会员
及 480,000 名学员提供支持，从雇主的技能需求
出发，为会员和学员的事业发展提供完善的专业
服务。ACCA 透过全球 100 个办事处和中心，以
及全球超过 7,110 家认可雇主，为员工的学习与
发展提供高标准服务。ACCA 致力于维护公共利
益，提倡适度的会计监管方式，同时，通过开展
国际化研究，不断提升财会行业的声誉与影响力。

ACCA 自 1904 年成立以来，一直秉承着独特
的核心价值，即机遇、多元性、创新、诚信和责任。
我们深信，会计师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创
造价值。ACCA 致力于培养会计师的专业能力，
支持采纳统一的国际准则。我们的价值观与各行
各业的雇主保持一致，并且确信，ACCA 培养的
是能够为企业增值的会计师。ACCA 让来自不同
背景的有志之士都有机会进入财会行业，并且不
断创新、修订并推广我们的专业资格，满足学员
和雇主的多样化需求。

了 解 详 情， 请 访 问 ACCA 网 站：www.
acca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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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首次报告发布两年之后，

2016 年报告再次将目光聚焦于中

国的新兴全球企业，旨在发现在未

来三到五年，最具潜力角逐于全球

市场的中国新兴百强企业。他们在

中国打下了强大的基础，正在更加

迅速地推进国际化——而或许最为

重要的是，其增长速度还将继续领

先于全球经济增速及中国公司的平

均增速水平。2016 年，在全球经

济下滑的趋势之下，中国的未来全

球巨人们正在扬帆起航、逆向而行。

如需获得更多资料，请联系：

蔡鹏鹏
ACCA 商业洞察主管

+44 (0)20 7059 5975
faye.chua@accaglobal.com

蔡鹏鹏是 ACCA 商业洞察主管，负责与全球商业和财会行业
密切相关的未来主题研究和洞察。研究项目覆盖多样化的主题和
领域。蔡鹏鹏在不同的经济研究领域有超过十余年的工作经验，
并且拥有在北美、亚太和欧洲等不同地区工作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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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人民币汇率走势、GDP、出口数
据，甚至是通过其他众多跟踪手段获取的经济
指标，中国经济是否可以保持健康增长，始终
是全球各个经济体中最备受期待和密切关注的
焦点。

本报告是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
继 2014 年首次发布之后，第二次发布中国新
兴全球企业排名，旨在彰显一批有望不断发展
壮大、与现有全球企业一较高下的后起之秀。
该排名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仅仅依据个别
财务指标（例如企业规模），而是综合评判绩
效和竞争力等各方面因素。因此同其他榜单相
比，ACCA 的排名方法能够更全面、更深入、
更广泛地遴选出中国正在崛起的全球巨头。

那么，2014 年以来出现了哪些新的形势？
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可谓动作频频。首先，他
们更加积极地寻求海外扩张，除了扩大出口之
外，还越来越多地开展收购兼并、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以及在全球各地建立研发与创新中心。
其次，2016 年的中国企业已较 2014 年更具国
际化特征。

不过更引人注目的是，本报告选定的 100
家企业，其年增速不仅已远远超越本国 GDP，
更远远胜过了全球经济的增长率，并且预计未
来将继续保持这一发展势头。

蔡鹏鹏
ACCA 商业洞察主管

前言

本报告是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 继 2014 年首次发布之后，

第二次发布中国新兴全球企业排名，

旨在彰显一批有望不断发展壮大、

与现有全球企业一较高下的后起之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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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首次报告发布两年之后，2016 年报告
再次将目光聚焦于中国的新兴全球企业，在重
新回顾前次入围 100 强企业的同时，寻找并确
定新的上榜企业。这些企业的追随目标不仅是
海尔、联想和阿里巴巴等早已闻名遐迩的大型
企业，也包括一些不太知名、但已充分实现全
球化的企业。他们在中国打下了强大的基础，
正在更加迅速地推进国际化——而或许最为重
要的是，其增长速度还将继续领先于全球经济
增速及中国公司的平均增速水平。2016 年，
在全球经济下滑的趋势之下，中国的未来全球
巨人们正在扬帆起航、逆向而行。

评选方法

为了发现未来百强企业，我们考察了在中
国境内和海外资本市场上市的所有中国公司。
我们首先按照规模对其进行筛选；接下来，以
5 年增长率为标准筛选，确保入选企业能够长
期保持可持续增长。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
保持高增长意味着这些企业具有稳健的商业模
式并且有支持不断发展的能力 。排名还考虑了
新兴中国企业的市场地位和市场表现，包括：
在国内市场的地位、在国际市场上的业务延伸
程度、以及商业模式与战略。

采用该方法基于以下主要原因：

1.	 企业规模：它能够反映一家企业可以在多
大范围内创造充足的盈余来进行投资或是
确保为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以及是否达到
足够量级参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

2.	 增长率：在 5 年这样一个相当长的期间内
保持增长体现了企业以可持续方式扩大规
模和拓展业务的能力。

3.	 国内地位：报告选定的公司在开辟海外市
场之前，都先在国内建立强有力的市场地
位。中国市场是企业国际扩张的大本营，
国际化常以本土市场的成功为基础。

4.	 国际市场表现：2014 年的排名中，这一
维度主要按照出口市场来定义，关键指标
选用了出口销售额。近些年来中国企业的
国际表现有了进一步拓展，包括跨国并
购、缔结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其他多种形
式——尤其是设立物流枢纽、设计与研发
中心。

5.	 商业模式与战略：虽然这是最难决定和评
估的指标，但也是最为重要的。

报告确定了 100 家正在快速发展、逐步
成长为国际巨头的中国企业。他们的增长速度
和整体竞争力表明其很有可能继续扩张。未来
几年，如能沿着目前的成长轨迹不断前进，报
告中的很多企业都将成为中国新一代的全球企
业。

尽管这类前瞻性分析永远无法做到百分百
确定，但我们由衷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本报告
一窥中国企业未来几年的发展蓝图。

距 首 次 报 告 发 布 两 年 之 后，

2016 年报告再次将目光聚焦于中国

的新兴全球企业，在重新回顾前次

入围 100 强企业的同时，寻找并确

定新的上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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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的中国比 2014 年更加

国际化，而推动这一全球化趋势的，

正是包括本报告所确定的新兴全球

巨头在内的一批领军企业。

2016 年的中国比 2014 年更加国际化，而
推动这一全球化趋势的，正是包括本报告所确
定的新兴全球巨头在内的一批领军企业。

2016 年“企业未来 100 强”榜单中，略
超半数都是新入围企业，这展现了中国市场的
激烈竞争和新兴企业的不断涌现。而榜单中 46
家企业则是第二次上榜。也就是说，约一半的
前次入选企业保持了自身地位，另一半的则是
新晋跻身榜单的企业。一些知名的公司 2016
年没能获选。这表明，要想长期保持高水平、
甚至超高水平的增长，即使对于非常成功的企
业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这些企业遍布中国各地，但仍以位于各大
主要城市为多——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和
武汉（表 1 和图 1）。100 强企业广泛地遍布
于中国各地。很多公司将总部设在大城市或东
部沿海，这体现了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新兴全球巨头的分布有向
南转移的趋势。2014 年的榜单中，七家企业
的总部设在深圳，而 2016 年达到了 11 家；同
时，总部位于北京的企业从 17 家减少为 13 家。
这反映出，由于同香港和全球经济密切关联、
具备前海等国家级开放平台、高新科技产业发
展资源，深圳的经济地位正在不断提升。

多样性仍然是中国未来全球企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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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强企业覆盖了不同行业部门，其中服
务型企业和无形产品企业名列前茅，体现了中
国经济正在寻找的生产制造业的出口，经济的
多样性也正在不断提高。（见图 2）

100 强中有 21 家企业属于电脑和通讯设
备行业，所占比例最大。

总体来看，这 100 家企业按照营业收入，
均可归为相对较大的企业——不过其规模和增
长速度各不相同。

这些 100 强企业的增速在 12% 到 64% 之
间不等：我们测算了五年期的年增长速度，以
此证明这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是超高速增
长；这一点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在近年
中国经济放缓，GDP 年均增速下滑到 6% 左右
的情况下。换言之，这些企业中增长最慢的，
其速度也达到了中国 GDP 增速的两倍之多，
增速最快的企业则是以 10 倍于本国经济的速
度发展。

几乎所有上榜企业都具备一项普遍特征，
即有效的商业模式。总体来看，企业的管理者
展现出了对所在行业动态及客户需求的深入了
解。他们制定的企业战略清晰、连贯、完整，
同时有利地证明了他们对业务及其业绩进行了
有效的管控。

这些 100 强企业拥有光明的未来增长前
景。如果能够保持增速，他们将成为在中国以
及其他市场中的现有巨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本报告选取了六家中国企业作为详细案例
分析，包括：怡亚通，供应链管理公司；复星
医药，制药及医疗服务公司；携程旅行网，旅
游公司；长园集团，专门从事电动汽车和智能
技术的公司（译者注：即 14 年报告中排名 31
位的“长园新材”）；如家，领先连锁快捷酒店；
大族激光，致力于先进激光技术的公司。我们
希望通过这些案例来说明为什么他们是值得关
注的未来企业。

这些公司已经适应了在不太乐

观的经济环境中，通过不断发展自

身反周期的商业模式，从而使他们

在疲软的需求面之下，仍然能够保

持快速增长。

运输设备 1
纸张和打印 1

计算机通信 21

化工 12

电子工业 10

设备机械 8金属与非金属 7

制药 6

汽车 3
教育娱乐 3
纺织服装 3

企业服务 2
食品饮料 2
家具木材 2
酒店餐饮 2
仪器 2
零售 2

橡胶塑料 2
运输物流 2
批发 2

互联网与资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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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国企业未来 100 强

 2016 排名 排名变化 公司 总分  2016 排名 排名变化 公司 总分

1 1 华邦健康 222 52 新晋 利欧股份 56

2 5 宏发股份 205 53 新晋 华海药业 55

3 2 海康威视 134 54 新晋 莱宝高科 54

4 新晋 尤夫股份 130 55 -24 长园集团 53

4 新晋 三安光电 130 55 -17 华住酒店集团 53

6 -5 亨通光电 121 57 -18 烽火通信 53

7 63 顺风光电 116 58 新晋 和利时自动化 52

8 -5 大华股份 115 58 -22 深天马 A 52

8 新晋 易车 115 60 -51 中鼎股份 51

10 新晋 东山精密 113 60 -9 长电科技 51

11 4 鑫达集团 107 62 新晋 中科生物 50

12 1 德赛电池 102 62 新晋 兆驰股份 50

13 新晋 世纪互联 100 62 -33 新东方 50

14 7 怡亚通 97 65 新晋 南都电源 49

15 新晋 锦富新材 95 66 新晋 有研新材 48

16 新晋 南京新百 90 67 -52 惠而浦 47

17 -5 中银绒业 87 68 4 科达洁能 46

17 新晋 好未来 87 68 新晋 大洋电机 46

19 新晋 光迅科技 83 70 -44 联化科技 45

20 34 复星医药 83 70 新晋 中天科技 45

21 41 宁波华翔 82 72 -14 三花股份 44

21 新晋 大富科技 82 72 新晋 中成股份 44

21 新晋 卧龙电气 82 72 -25 如家快捷 44

24 -17 万丰奥威 80 75 新晋 新浪 43

24 新晋 亿晶光电 80 75 -29 苏泊尔 43

26 新晋 创维数字 77 77 -34 人福医药 42

26 3 华谊兄弟 77 77 新晋 秦川机床 42

28 新晋 大连重工 75 77 -46 大族激光 42

28 58 搜房网 75 77 -5 安琪酵母 42

28 新晋 奥飞娱乐 75 77 -21 晶科能源 42

31 新晋 华瑞服装 74 77 新晋 金凰珠宝 42

32 -6 携程旅行网 71 77 新晋 航标控股 42

33 新晋 海宁皮城 70 84 -64 盾安环境 40

33 23 普洛药业 70 85 新晋 中通客车 39

35 -18 时代新材 67 85 新晋 新安股份 39

35 新晋 卓翼科技 67 87 新晋 龙星化工 38

37 -31 浩沙国际 66 87 新晋 万和电气 38

38 新晋 得润电子 65 89 7 搜狐 37

39 56 中泰化学 65 90 新晋 宜华生活 37

40 新晋 胜利精密 64 90 -18 畅游 37

41 新晋 华天科技 63 92 新晋 风范股份 36

41 -5 同仁堂 63 92 新晋 百川股份 36

43 新晋 华映科技 61 94 -32 当当 35

43 新晋 杰瑞股份 61 95 新晋 信立泰 34

43 新晋 中粮屯河 61 96 新晋 龙净环保 33

46 -29 隆基股份 60 97 新晋 红太阳 32

47 新晋 辉丰股份 59 97 新晋 中航动控 32

47 33 福日电子 59 97 -64 中材科技 32

47 新晋 合力泰 59 97 新晋 中远航运 32

50 -25 黑猫股份 58

50 新晋 扬农化工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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