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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河南上榜 10家企
业，分别是万洲国际有限公司、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豫光金铅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神火煤电股份
有限公司、中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这10家企业仍以煤电钢

铁传统行业为主，总体排名波
动不大。万洲国际有限公司排
名由去年的 55位跌至今年的
66位，仍然高居豫企榜首。郑
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和中原银行则是最新上榜。

洛杉矶银河上轮在主场凭
借伊布拉希莫维奇的梅开二度
2比0力克多伦多FC，取得了自
4月 29日以来的首次主场胜
利。圣何塞地震上轮凭借前锋

胡森第93分钟的进球主场绝杀
皇家盐湖城，球队最近8个主场
7胜1平，过去13轮联赛中的两
场败仗都是在客场。圣何塞地
震本赛季的客场表现与主场相

比差距较大，过去客场对阵洛
杉矶银河也以 5胜 6平 15负处
于明显的下风，上周末刚刚结
束主场连败颓势的洛杉矶银河
更有希望迎来连胜。河体

7 月 10 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79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10、
13、16、28、35”，后区开出号码“04、
05”。当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61
期开奖，以2.71亿元的全国发行量，
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9765万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 4注头奖。4
注均为基本投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000万元，分落河北、江苏和安徽。

数据显示，河北中出 1注的
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承德，
中奖彩票是一张4元2注单式票。

江苏中出 2注 1000万元基本
投注头奖。其中 1注出自苏州，中
奖彩票是一张“10+3”复式票，投注
金额 1512元，投注注数 756注，单
票中奖金额 1152万元。另 1注出
自扬州，中奖彩票是一张“8+3”复
式票，投注金额 336元，投注注数
168注，单票中奖金额1147万元。

安徽中出的1注1000万元基本

投注头奖出自马鞍山，中奖彩票是
一张“8+2”复式票，投注金额112元，
投注注数56注，单票中奖金额1005
万元。

二等奖中出 75注，单注奖金
70.49万元。其中8注为追加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56.39万元。追加后，
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126.88万元。

当期，三等奖中出 133注，单
注奖金为 10000元。四等奖中出
641注，单注奖金为 3000元。五等
奖中出 13046注，单注奖金为 300
元。六等奖中出 21765注，单注奖
金为 200元。七等奖中出 28720
注，单注奖金为 100元。八等奖中
出 662771注，单注奖金为 15元。
九等奖开出 7003275注，单注奖金
为5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
42.82亿元滚存至 7月 13日开奖的
第19080期。 张慧慈

郑煤机和中原银行首次上榜中国500强
10家豫企入围 万洲国际排名第66位居河南首位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7月10日晚，财富中
文网发布了最新的《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考量了全球范
围内最大的中国上市企业在过去一年的业绩和成就。该榜单
由《财富》（中文版）与中金公司财富管理部合作编制。河南有
10家企业上榜，其中，万洲国际有限公司排名第66位。

据了解，今年中国500家上
榜的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达到
45.5 万 亿 元 ，较 去 年 增 长
14.8%，再创新高；净利润达到
了 3.625万亿元，较去年增长
4.21%，相比去年24.24%的涨幅
而言，受宏观经济影响大幅放
缓。今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
槛为 162.38亿元，相比去年提

升了17%。去年中国GDP首次
突破 90万亿元，这 500家上市
公司的收入总和也再次超过了
中国当年GDP的一半。

榜单头部公司依然是：中石
化、中石油和中国建筑。中国平
安蝉联非国有企业第一位。

今年一共有42家新上榜和
重新上榜公司，其中小米集团

以 1749亿元的总收入排名第
53位。美团点评则以 652亿元
营收排名第 140位。在食品行
业，颇受关注的是今年首次进
入 500强（排名第 482位）的海
底捞，2018年总收入达 170亿
元。此外，好未来（第483位）则
成为首家上榜中国 500强的教
育行业企业。

上榜500强年营收门槛比去年提升了17%

在行业方面，由阿里巴巴、
腾讯领衔的互联网服务行业虽
然收入总和仅占到所有 500家
公司的 2%，但是该行业市值却
接近 11万亿，占中国 500强总
市值的23.7%。

在盈利能力方面，与去年情
况相同，最赚钱的 10家上市公

司除了几大商业银行和保险公
司之外，仍是中国移动有限公
司、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和阿里巴
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这10家
公司在去年的总利润达到 1.46
万亿，占全部上榜公司利润总和
的 40.3%。2019年，中国 500强
中共计有 30家公司未能盈利，

亏损总额达到1771亿元。今年
首次上榜的美团点评居亏损榜
首位，亏损额接近1155亿元。

在利润率最高的40家上市
公司中，贵州茅台由去年的第四
位跃居榜首，利润率高达
45.6%。在净利润率最高的这40
家公司中，商业银行占据了21家。

美团点评居亏损榜首位亏损额接近1155亿元

10家豫企以传统行业为主

大乐透开出4注头奖
单期筹集公益金9765万元

竞彩周五强档推荐

俄超开锣 平局大师亮相

■中了吗

（中奖号码以体彩福彩官方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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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拉兵工厂在上赛季的俄
超中取得第六名的好成绩，其
中主场战绩8胜5平2负更是高
居第四位，主教练切雷夫琴科
以及教练团队完成续约，赛季

初的热身赛中取得 1胜 3平 1
负。莫斯科迪纳摩上赛季排名
仅勉强高于降级区，15场平局
是联赛中最多的，其中做客1胜
9平 5负，赛季初的 5场热身赛

取得 4胜 1平。图拉兵工厂是
主场龙，而莫斯科迪纳摩是客
场平局大师，上赛季两队交锋
都战平，以往 7次交锋迪纳摩 2
胜4平1负不落下风。

华盛顿联队上轮客场不敌
达拉斯 FC后结束 5轮不败，球
队最近 8轮联赛中的唯一胜利
是在主场1比0小胜奥兰多城，
过去 11轮联赛中的全部 3场胜
利也都取自主场（最近 6个主

场 3胜 3平）。16岁的锋线小
将格里芬·尤在上轮联赛中首
次亮相美职联。新英格兰革命
上轮联赛客场 2比 1力克科罗
拉多急流，本赛季首次收获联
赛两连胜并将不败纪录延长到

7场（4胜 3平），换帅的效果可
谓是立竿见影。在两队过去的
交锋记录中，主队的优势非常
明显，其中华盛顿联队已经连
续 7次在主场击败了新英格兰
革命。

休斯敦迪纳摩上轮在客场
2比 3不敌东部“副班长”辛辛
那提 FC，让对手结束 6连败的
同时，他们自己则遭遇到客场7
连败。休斯敦迪纳摩本赛季的
客场成绩在西部排名垫底，但

是 7胜 3平的主场战绩却高居
全联盟首位。

洛杉矶 FC最近两轮联赛
先后以5比1和6比1的大比分
击败了堪萨斯城竞技和温哥华
白帽，其排名继续列美职联西

部和全联盟的首位。值得一提
的是，洛杉矶FC周中还有一场
美国公开赛杯 1/4决赛的较量
（主场对阵波特兰伐木者），与
这场联赛之间相差还不到 48
小时。

周五002 俄超 图拉兵工厂VS莫斯科迪纳摩 7月13日 01:00

周五003 美职足 华盛顿联VS新英格兰革命 7月13日 07:00

周五004 美职足 休斯敦迪纳摩VS洛杉矶FC 7月13日 09:00

周五005 美职足 洛杉矶银河VS圣何塞地震 7月13日 11:00

500家企业总营收

45.5万亿元
较去年增长14.8%

500家上市公司的收入总和超过去年
中国GDP的一半

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槛为162.38亿元

净利润达到了 3.625
万亿元，较去年增长

4.21%
有42家新上榜和重新
上榜公司

营收前十强
1 中石化

2 中石油

3 中国建筑

4 中国平安

5 上汽集团

6 工商银行

7 中国中铁

8 中国移动

9 中国铁建

10 建设银行

利润率
贵州茅台居榜首，高达45.6%

30家公司未能盈利
美团点评居亏损首位

亏损额接近115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