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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企业联合会

苏企联〔2022〕20 号

关于2022江苏营业收入百强企业、
制造业百强企业、服务业百强企业情况的通报

各地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各有关单位：

我会连续第三年依据企业自愿、自主申报及相关公开资料，参照

国际上通行做法，以 2021 年企业财务报表中营业收入指标为入围标准

并进行排序。现就 2022 江苏企业排序前 100 家榜单(以下简称“百

强”)、制造业企业排序前 100 家榜单（以下简称“制造业百强”)、

服务业企业排序前 100 家榜单（以下简称“服务业百强”)的有关情况

通报如下：

一、江苏企业排序前百强情况

(一)百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2021 年，江苏百强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72240.31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1.55%，平均每家入榜企业营业收入规模达到 722.4 亿元，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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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59.31 亿元。其中，国有企业 17 家，实现营业收入 13181.73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9.66%。营业收入超千亿元的企业有 18 家，比上年

增加 4 家，其中恒力集团有限公司(7323.44 亿元)、盛虹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3479.79 亿元)、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3036.31 亿元)位居前

三强。江苏百强入榜企业门槛为 270.51 亿元，比上年提高了 76.91

亿元。全省有 44家企业入围中国企业联合会公布的 2022 中国企业500

强，比上年增加 1 家。

（二）百强企业地区分布

2021 年，江苏百强企业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共有 77 家企业上

榜（其中无锡 25 家,苏州 24 家,南京 15 家,常州 8 家,镇江 5 家)，比

上年减少 2 家;入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 55915.53 亿元，占百强企业

总额的 77.4%。苏中地区有 16 家企业上榜（其中南通 11 家，扬州 4

家，泰州 1 家)，比上年增加 4 家；入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11494.52

亿元，占百强企业总额的 15.91%。苏北地区有 7 家企业上榜（其中盐

城 3 家，徐州 2 家，连云港 2 家)，比上年减少 2 家；入榜企业营业收

入总额 4830.26 亿元，占百强企业总额的 6.58%。

(三)百强企业行业分布

2021 年，江苏百强企业中有 62 家制造业企业入榜，比上年减少 5

家。其中苏南地区 53 家（无锡 22 家，苏州 17 家，常州 7 家，镇江 5

家，南京 2 家)；制造业入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 48772.41 亿元，占

百强企业总额的 67.51%,比上年提高 4.58 个百分点。有 25 家服务业

企业入榜，比上年增加 4 家，入榜企业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有 23 家

（南京 12 家，苏州 7 家，无锡 3 家，常州 1 家)，南通有 2 家企业入

榜；服务业入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 16011.45 亿元，占百强企业总额

的 22.16%，比上年降低 3.52 个百分点。有 12 家建筑业企业入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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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8 家，扬州 3 家，南京 1 家），比上年增加 1 家，主要集中在苏中地

区；建筑业入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 6981.64 亿元，占百强企业总额

的 9.66%，比上年降低 1.09 个百分点。采矿业企业 1 家，营业收入总

额为 474.8 亿元。

二、江苏制造业企业排序前百强情况

(一)制造业百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2021 年，江苏制造业百强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55226.71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7.2%，平均每家入榜企业营业收入规模达到 552.26 亿元，

比上年增加 93.94 亿元。其中，营业收入超千亿元的企业有 13 家，比

上年增加 2 家。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以 7323.44 亿元位居制造业百强之

首，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3479.79 亿元位列第二，江苏沙钢集团

有限公司以 3036.31 亿元位列第三。江苏制造业百强入榜企业门槛为

84.66 亿元，比上年提高 4.65 亿元。2022 江苏制造业百强国有企业 9

家,实现营业收入总额 6051.4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03%。全省有 58

家企业入围中国企业联合会公布的 2022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比上

年增加 4 家。

(二)制造业百强企业地区分布

江苏制造业百强企业中，苏南地区有 76 家企业入围（无锡 34 家，

苏州 20 家，常州 10 家，镇江 7 家，南京 5 家)，比上年减少 2 家;入

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46113.65 亿元，占制造业百强总额的 83.49%,比

上年降低 2.54 个百分点。苏中地区有 5 家企业入围（南通 2 家，泰州

2 家，扬州 1 家)，比上年减少 2 家；入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2463.15

亿元，占制造业百强总额的 4.46%，比上年降低 0.51 个百分点。苏北

地区有 19 家企业入围（连云港 9 家，徐州 6 家，盐城 3 家，宿迁 1

家)；入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6649.9亿元，占制造业百强总额的12.04%，



- 4 -

比上年提高 3.05 个百分点。

三、江苏服务业企业排序前百强情况

(一)服务业百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2021 年，江苏服务业百强企业实现营业收入总额为 24135.74 亿

元，比上年增长 9.22%，平均每家入榜企业营业收入规模达到 241.35

亿元。其中，营业收入超千亿元的企业有 4 家，比上年增加 2 家。中

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2602.57 亿元位列第一，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以 1686.81 亿元位列第二，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1389.04 亿

元位列第三。服务业百强入榜企业门槛为 15.42 亿元。2022 江苏服务

业百强国有企业 31 家,实现营业收入总额 8691.21 亿元，占服务业百

强营业收入总额的 36%,比上年增长 28%。全省有 53 家企业入围中国企

业联合会公布的 2022 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比上年增加 1 家。

(二)服务业百强企业地区分布

江苏服务业百强企业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共有 90 家（南京 32

家,无锡31家,苏州24家,常州3家)，入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20260.43

亿元，占服务业百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 83.94%;苏中地区 6 家（南

通 5 家,扬州 1 家），入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3422.08 亿元，占服务业

百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 14.17%;苏北地区 4 家（连云港 2 家,徐州 1

家,盐城 1 家），入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453.22 亿元，占服务业百强企

业营业收入总额的 1.88%。

2021 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全省上下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

殷嘱托，坚决扛起新使命，奋力谱写新篇章，实现了“十四五”的良

好开局。以江苏百强企业为代表的大集团大企业，把握发展机遇，拓

展发展空间，坚持高质量发展，在做强做优做大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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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稳定全省发展大局发挥了重要的“压舱石”作用。

企业是全省经济发展的根基和命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企业

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希望广大企业增

强忧患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链主”企业，着力打造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建设新时代制造强省，

实现我省大集团大企业更好更快发展，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

代化建设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

1. 2022 江苏百强企业榜单;

2. 2022 江苏制造业百强企业榜单;

3. 2022 江苏服务业百强企业榜单。

二〇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报:中国企业联合会、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江苏省国资委。

江苏省企业联合会办公室 2022年 10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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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江苏百强企业榜单

排名 企业名称

2021 年

营业收入

（万元）

主营

行业

类别

企业

性质
所属地区

1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73234451 制造业 民营 苏州市

2 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4797926 制造业 民营 苏州市

3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30363121 制造业 民营 苏州市

4 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6025762 服务业 民营 南通市

5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9038174 制造业 民营 常州市

6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8749509 制造业 民营 南京市

7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16868199 服务业 国有 南京市

8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4577969 制造业 国有 无锡市

9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890434 服务业 民营 南京市

10 南通三建控股有限公司 13593220 建筑业 民营 南通市

11 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 13538226 制造业 民营 盐城市

12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13100290 制造业 民营 苏州市

13 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13000528 制造业 民营 苏州市

14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386344 服务业 国有 南京市

15 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12056078 制造业 民营 苏州市

16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11685025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17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11679619 制造业 国有 徐州市

18 江苏新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700190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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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江阴兴澄特钢有限公司 9544050 制造业 国有 无锡市

20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9391858 制造业 国有 盐城市

21 弘阳集团有限公司 8809122 服务业 民营 南京市

22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8154688 制造业 民营 南通市

23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8094712 建筑业 民营 南通市

24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7855309 制造业 民营 泰州市

25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848214 服务业 国有 南京市

26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7830509 建筑业 民营 南通市

27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7695139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28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062718 建筑业 国有 南京市

29 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6875277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30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785254 服务业 国有 苏州市

31 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6576317 服务业 民营 南京市

32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6188836 制造业 国有 扬州市

33 远景能源有限公司 6156902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34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607178 建筑业 民营 南通市

35 东方润安集团有限公司 5579145 制造业 民营 常州市

36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493549 服务业 国有 南京市

37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391451 建筑业 民营 南通市

38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5012489 建筑业 民营 南通市

39 张家港市沃丰贸易有限公司 4974122 服务业 民营 苏州市

40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4857132 建筑业 国有 扬州市

41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766858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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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 4748054 采掘业 国有 徐州市

43 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 4651957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44 江苏大明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633540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45 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4594200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46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4580599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47 江苏华西集团有限公司 4578757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48 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555556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49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27842 服务业 国有 南京市

50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 4525414 服务业 民营 苏州市

51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4516216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52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4448039 制造业 民营 常州市

53 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 4432530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54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345099 制造业 民营 南京市

55 江苏金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4321168 制造业 民营 常州市

56 江苏天工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162285 制造业 民营 镇江市

57 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 4073487 制造业 民营 镇江市

58 攀华集团有限公司 4023069 制造业 民营 苏州市

59 江阴长三角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968749 服务业 民营 无锡市

60 南通化工轻工股份有限公司 3966883 服务业 民营 南通市

61 江苏沃得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3903607 制造业 民营 镇江市

62 江苏江润铜业有限公司 3869516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63 常熟市龙腾特种钢有限公司 3722933 制造业 民营 苏州市

64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公司 3661247 建筑业 民营 扬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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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624208 服务业 国有 南京市

66 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 3494721 制造业 民营 苏州市

67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3400000 制造业 民营 苏州市

68 张家港保税区彬鹏贸易有限公司 3355652 服务业 民营 苏州市

69 江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3325607 服务业 民营 南京市

70 江苏省镔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268030 制造业 民营 连云港市

71 中煤能源南京有限公司 3222374 服务业 国有 南京市

72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3207857 制造业 民营 苏州市

73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3179314 制造业 民营 苏州市

74 江苏国强镀锌实业有限公司 3121394 制造业 民营 常州市

75 张家港保税区立信投资有限公司 3079310 服务业 民营 苏州市

76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50241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77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3011144 建筑业 国有 扬州市

78 江苏无锡朝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5431 服务业 民营 无锡市

79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983612 制造业 民营 镇江市

80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2958758 制造业 民营 苏州市

81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2953127 制造业 民营 常州市

82 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 2913585 制造业 民营 苏州市

83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886250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84 震雄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2880500 制造业 民营 苏州市

85 南京金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876766 服务业 民营 南京市

86 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873238 制造业 民营 苏州市

87 江苏新海石化有限公司 2867981 制造业 民营 连云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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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60624 建筑业 民营 南通市

89 兴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857844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90 江苏西城三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852191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91 南通五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834052 建筑业 民营 南通市

92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2829358 制造业 民营 镇江市

93 江苏万帮金之星车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813223 服务业 民营 常州市

94 盐城联鑫钢铁有限公司 2808861 制造业 民营 盐城市

95 新阳科技集团 2755281 制造业 民营 常州市

96 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 2735098 制造业 民营 苏州市

97 苏州金螳螂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730375 服务业 民营 苏州市

98 张家港保税区昌荣贸易有限公司 2720199 服务业 民营 苏州市

99 无锡市不锈钢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715163 服务业 民营 无锡市

100 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705159 制造业 民营 无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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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江苏制造业百强企业榜单

排名 企业名称

2021 年

营业收入

（万元）

企业

性质
所属地区

1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73234451 民营 苏州市

2 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4797926 民营 苏州市

3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30363121 民营 苏州市

4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9038174 民营 常州市

5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8749509 民营 南京市

6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4577969 国有 无锡市

7 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 13538226 民营 盐城市

8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13100290 民营 苏州市

9 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13000528 民营 苏州市

10 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12056078 民营 苏州市

11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11685025 民营 无锡市

12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11679619 国有 徐州市

13 江苏新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700190 民营 无锡市

14 江阴兴澄特钢有限公司 9544050 国有 无锡市

15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9391858 国有 盐城市

16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8154688 民营 南通市

17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7855309 民营 泰州市

18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7695139 民营 无锡市

19 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6875277 民营 无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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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6188836 国有 扬州市

21 远景能源有限公司 6156902 民营 无锡市

22 东方润安集团有限公司 5579145 民营 常州市

23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766858 民营 无锡市

24 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 4651957 民营 无锡市

25 江苏大明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633540 民营 无锡市

26 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4594200 民营 无锡市

27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4580599 民营 无锡市

28 江苏华西集团有限公司 4578757 民营 无锡市

29 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555556 民营 无锡市

30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4516216 民营 无锡市

31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4448039 民营 常州市

32 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 4432530 民营 无锡市

33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345099 民营 南京市

34 江苏金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4321168 民营 常州市

35 江苏天工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162285 民营 镇江市

36 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 4073487 民营 镇江市

37 攀华集团有限公司 4023069 民营 苏州市

38 江苏沃得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3903607 民营 镇江市

39 江苏江润铜业有限公司 3869516 民营 无锡市

40 常熟市龙腾特种钢有限公司 3722933 民营 苏州市

41 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 3494721 民营 苏州市

42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3400000 民营 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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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江苏省镔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268030 民营 连云港市

44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3207857 民营 苏州市

45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3179314 民营 苏州市

46 江苏国强镀锌实业有限公司 3121394 民营 常州市

47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50241 民营 无锡市

48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983612 民营 镇江市

49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2958758 民营 苏州市

50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2953127 民营 常州市

51 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 2913585 民营 苏州市

52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886250 民营 无锡市

53 震雄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2880500 民营 苏州市

54 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873238 民营 苏州市

55 江苏新海石化有限公司 2867981 民营 连云港市

56 兴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857844 民营 无锡市

57 江苏西城三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852191 民营 无锡市

58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2829358 民营 镇江市

59 盐城联鑫钢铁有限公司 2808861 民营 盐城市

60 新阳科技集团 2755281 民营 常州市

61 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 2735098 民营 苏州市

62 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705159 民营 无锡市

63 连云港兴鑫钢铁有限公司 2680620 民营 连云港市

64 连云港亚新钢铁有限公司 2678576 民营 连云港市

65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2636022 民营 南京市



- 14 -

66 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617127 国有 苏州市

67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590553 民营 连云港市

68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535018 国有 宿迁市

69 无锡新三洲特钢有限公司 2466131 民营 无锡市

70 大全集团有限公司 2388076 民营 镇江市

71 无锡小天鹅电器有限公司 2310422 民营 无锡市

72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83704 民营 连云港市

73 江苏飞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132056 民营 镇江市

74 重庆理想汽车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2078093 民营 常州市

75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9539 国有 南京市

76 昆山联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990797 民营 苏州市

77 江南集团有限公司 1917355 民营 无锡市

78 淮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713206 民营 徐州市

79 南京金箔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05525 民营 南京市

80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1590908 国有 连云港市

81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581223 民营 南通市

82 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573963 民营 无锡市

83 江阴江东集团公司 1523668 民营 无锡市

84 江苏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411007 民营 徐州市

85 江苏中广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402929 民营 无锡市

86 徐州金虹钢铁集团公司 1396774 民营 徐州市

87 中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396325 民营 徐州市

88 阿尔法（江阴）沥青有限公司 1371927 民营 无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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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立讯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1339529 民营 苏州市

90 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 1320870 民营 无锡市

91 瑞声光电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1292662 民营 常州市

92 闻泰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1201445 民营 无锡市

93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1091531 民营 无锡市

94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003659 民营 无锡市

95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981481 民营 连云港市

96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38670 民营 连云港市

97 无锡市华美电缆有限公司 925945 民营 无锡市

98 江苏新时代造船有限公司 851443 民营 泰州市

99 沂州科技有限公司 847632 民营 徐州市

100 江苏今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46603 民营 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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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江苏服务业百强企业榜单

排名 企业名称

2021 年

营业收入

（万元）

企业

性质
所属地区

1 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6025762 民营 南通市

2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16868199 国有 南京市

3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890434 民营 南京市

4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386344 国有 南京市

5 弘阳集团有限公司 8809122 民营 南京市

6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848214 国有 南京市

7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785254 国有 苏州市

8 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6576317 民营 南京市

9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493549 国有 南京市

10 张家港市沃丰贸易有限公司 4974122 民营 苏州市

11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27842 国有 南京市

12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 4525414 民营 苏州市

13 江阴长三角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968749 民营 无锡市

14 南通化工轻工股份有限公司 3966883 民营 南通市

15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624208 国有 南京市

16 张家港保税区彬鹏贸易有限公司 3355652 民营 苏州市

17 江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3325607 民营 南京市

18 中煤能源南京有限公司 3222374 国有 南京市

19 张家港保税区立信投资有限公司 3079310 民营 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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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江苏无锡朝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5431 民营 无锡市

21 南京金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876766 民营 南京市

22 江苏万帮金之星车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813223 民营 常州市

23 苏州金螳螂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730375 民营 苏州市

24 张家港保税区昌荣贸易有限公司 2720199 民营 苏州市

25 无锡市不锈钢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715163 民营 无锡市

26 南京新华海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676520 民营 南京市

27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636707 民营 苏州市

28 张家港保税区旭江贸易有限公司 2528587 民营 苏州市

29 江阴市金桥化工有限公司 2465531 民营 无锡市

30 无锡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381138 国有 无锡市

31 江苏华地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325686 民营 无锡市

32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305583 民营 常州市

33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293211 国有 无锡市

34 江苏省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150293 国有 南京市

35 常州市化工轻工材料总公司 2093618 民营 常州市

36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002 国有 南京市

37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1954557 国有 南京市

38 张家港保税区日祥贸易有限公司 1944913 民营 苏州市

39 江苏大经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1879463 民营 无锡市

40 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 1777490 民营 南通市

41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1683005 国有 无锡市

42 京东五星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1679017 民营 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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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徐州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1568931 民营 徐州市

44 苏州裕景泰控股有限公司 1523180 民营 苏州市

45 江苏省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1504439 国有 南京市

46 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66348 国有 连云港市

47 玖隆钢铁物流有限公司 1399587 国有 苏州市

48 同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22709 民营 苏州市

49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78000 国有 南通市

50 无锡市市政公用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189416 国有 无锡市

51 江苏卫岗集团有限公司 1112762 民营 南京市

52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63953 国有 南京市

53 银城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62619 民营 南京市

54 南京红太阳跨境供应链有限公司 1057436 民营 南京市

55 长江联合供应链管理（江苏）有限公司 1049219 民营 苏州市

56 无锡城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014217 国有 无锡市

57 德基广场有限公司 1003751 民营 南京市

58 江苏易汇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976611 民营 苏州市

59 盐城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62090 国有 盐城市

60 寰宇东方国际集装箱（启东）有限公司 948509 国有 南通市

61 江苏嘉奕和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20121 民营 无锡市

62 无锡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3668 民营 无锡市

63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904888 民营 南京市

64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67178 国有 无锡市

65 无锡安井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859163 民营 无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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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27527 民营 苏州市

67 无锡市宝金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802656 民营 无锡市

68 江阴达赛贸易有限公司 790682 民营 无锡市

69 江苏京迅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790305 民营 苏州市

70 江苏采木工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783854 民营 无锡市

71 江苏新三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73393 民营 苏州市

72 江阴市凯竹贸易有限公司 758638 民营 无锡市

73 东吴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754300 民营 苏州市

74 江阴宝靖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741747 民营 无锡市

75 张家港银贝贸易有限公司 731963 民营 苏州市

76 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705343 民营 南京市

77 江苏锡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698209 民营 无锡市

78 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695512 民营 苏州市

79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84532 民营 南京市

80 江阴市川江化工有限公司 649960 民营 无锡市

81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37592 民营 无锡市

82 村鸟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25952 民营 南京市

83 常熟市交电家电有限责任公司 607968 民营 苏州市

84 江苏中电豪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62181 民营 无锡市

85 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34904 国有 连云港市

86 江苏百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05630 民营 无锡市

87 朗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63945 民营 无锡市

88 江苏辉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12456 民营 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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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张家港保税区乐丰贸易有限公司 356187 民营 苏州市

90 南京钢锋实业有限公司 323546 民营 南京市

91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4163 国有 南京市

92 雅达国际健康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266011 民营 无锡市

93 无锡市新发集团有限公司 264214 国有 无锡市

94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61022 国有 南京市

95 南京地铁有限公司 260792 国有 南京市

96 央视国际网络无锡有限公司 231956 国有 无锡市

97 江苏宏信超市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24197 民营 扬州市

98 江苏信用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2644 民营 无锡市

99 友谊时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1613 民营 苏州市

100 江苏航天大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4208 国有 无锡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