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报道|| Special Report|| A  1

2017年《全球上市公司市值500强》分析报告

一、引言

在2017年中，全球经济整体回暖，

据IMF统计，大约3/4的国家实现了经济

加速增长，这也是自2010年以来的最

高比例。曾经面临高失业率的一些欧元

区国家走出了失业的阴影，一些较大的

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俄罗斯、阿根廷和巴

西也在这一年走出了经济衰退。美国作

为世界强国之一，继续稳健复苏国内经

济，改善就业环境。中国在世界经济大

好的潮流中，仍然是世界经济前进的重

要引擎。日前，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

《全球经济展望》指出，东亚和太平洋

地区对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的贡献率超

过1/3，其中大部分贡献来自中国。

在向好的经济增长势头下，资本市

场也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对于全球股市

来说2017是幸运的一年，全球股指普遍

上涨。2017年全年，标普500指数累涨

19.4%，道指累涨25.1%，年内共创出71

个收盘记录新高，纳指累涨28.2%，三

大股指均创2013年以来最大年度涨幅。

A股市场虽有所震荡，但整体趋势值得肯

定。港股也是创下总市值历史新高。此

外，从实际波动率或是恐慌指数来看，

美国，欧洲，日本，新兴市场股票市场

的波动率也都创下了30多年以来的历史

新低。

新华财经（XHF.com）编制的2017

年《全球上市公司市值500强》榜单，

总结了全球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表

现，直观地为投资者和民众们提供全球

上市公司信息。市值即公司资产的市场

价值，以公司现有股份数额乘以每股市

场价值而来，是一个衡量上市公司综合

实力的指标之一。市值能从小范围上决

定上市公司的投资人、投资者财富的大

小、股东创造价值的大小，从宏观上甚

至能衡量一个资本市场，一个地区，一

个国家，是经济实力的综合象征。

本榜单所采用的市值数据来源于

彭博公司（Bloomberg）、雅虎金融

（Yahoo Finance）等。其中市值，股价

和公司现有股份数等数据均以2017年12

月31日收盘价数据为准，对于多地上市

公司，区分不同地区上市的股份价格和

股份数量，按照分级靠档的方法，加权

计算总市值。各国转换汇率所用数据以

2017年12月31日货币收盘价为准，最后

以美元统一计价。

二、榜单综述

在2017年全球上市公司市值500榜

单中，苹果公司（Apple）以8608.8亿

美元的市值摘得桂冠，连续六年蝉联

全球市值第一。谷歌公司（Google）

和微软公司（Microsoft）分别以7292.9

亿美元以及6599.1亿美元的市值位居

第二、三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

腾讯（Tencent）以及阿里巴巴集团

（Alibaba）在2017年中走势强劲，以

4936.6亿美元以及4416.2亿美元位列榜

单第六以及第八，增幅分别达到了113%

以及102%，成为榜单前十中仅有的两家

非美国公司。榜单前10平均市值达到了

5499.6亿美元，相比于去年的4008.8亿

美元，增幅达到了37.2%。从行业来看，

榜单排名前10有五家公司为互联网行

业。

从榜单500家上市公司的市值分布

来看，榜单中共有5家公司市值超过5000

亿美元，2000-5000亿美元的公司有29

家，1000-2000亿美元的有61家，500-

1000亿美元的有157家。248家公司市值

位于500亿美元以下。其中，500亿美元

以上的公司数量达到了252家，相比于去

年的197家有了大幅提升。此外，本次排

名最低门槛为285.1亿美元，平均市值为

797.9亿美元，相比于去年的236.9亿美元

的门槛以及652.6亿美元的平均市值均有

不小提升。

三、国家分析

公司市值是衡量一个企业强弱的

重要指标，更是该公司所在国家的形象

以及经济实力的代表。从国家分布上来

看，2017年全球上市公司市值500强公司

分布在33个国家，95%以上的企业位于

北美，欧洲以及亚洲。其中，美国以195

家公司遥遥领先位列第一，中国以68家

公司位列第二，日本以42家位列第三，

紧随其后的是法国，英国，德国以及加

拿大。

按照上榜数量前十的国家的平均市

值来看，瑞士尽管只有13个公司上榜，

但是出乎意料的以920.8亿美元的平均市

值排名第二，比排名第一的美国略低一

点，中国平均市值为816.8亿美元排名第

三，与2016年的644.7亿美元相比有了较

大幅度的提升。日本尽管在总数上排名

第三，但是公司平均市值却很一般。

美国在500强榜单中占据了195个席

位，相比去年208位略有下滑。市值前

十的公司有8个来自美国，前100中美国

也是占据了半席。美国的195个公司的市

值总和达到了19.49万亿美元，平均市值

近一千亿美元。随着互联网行业和信息

新华财经（XHF.com）编制

技术的发展，美国科技相关行业发展迅

猛。在美国上榜的195个公司中，从上榜

数量来看，金融类（银行、保险、多元

金融及证券）有32家公司上榜，位列第

一；医疗健康类（医疗健康及制药类）

有24家公司上榜，位列第二；能源行业

有18家公司上榜，位列第三。从行业

平均市值的角度来看，互联网行业表现

出众，以2982.0亿美元的平均市值排名

第一；其次则是计算机与通讯行业，以

2090.2亿美元的平均市值排名第二；烟

草行业则以1501.8亿美元的平均市值位

列第三。美国一共有38个行业的公司入

榜，由此可见，现如今美国仍然是当之

无愧的第一经济体，各行业市场的发展

均比其他国家成熟壮大。

中国在今年的榜单中表现比去年更

为出色。共有68个公司上榜，比去年多

出8家，平均市值达到816.8亿美元，比

去年高了172.1亿美元。今年中国有15

家公司入围前100，也比去年多出了3

家。2017年表现出众的中国公司数腾讯

和阿里巴巴。腾讯和阿里巴巴分别在香

港和纽约上市，都在年内实现了市值翻

番，也使得他们成功打入市值前十的行

列，腾讯排名第6，阿里巴巴第8。腾讯

和阿里巴巴的成功也使得近两年，越来

越多的中国公司选择到包括香港、纽约

等地的海外交易所上市寻求更好的融资

机会。腾讯、阿里巴巴、工商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以及中石油是2017年中国公

司市值前5，均进入到了世界市值排名

前30。和去年榜单不同的是，中国移动

市值略有下滑，从22名跌到32名，取而

                      图表一： 全球上市公司市值500强前10

制表：新华财经（XHF.com）

排名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国家 上市地点 2017市值 2016市值 变化幅度

1 AAPL 苹果 美国 纽约 860.88 618.00 39.30%

2 GOOGL 谷歌 美国 纽约 729.29 546.10 33.55%

3 MSFT 微软 美国 纽约 659.91 483.70 36.43%

4 AMZN 亚马逊 美国 纽约 563.54 356.20 58.21%

5 FB 脸书 美国 纽约 514.99 326.60 57.68%

6 00700 腾讯 中国 香港 493.66 231.38 113.35%

7 BRK/A 伯克希尔哈撒韦 美国 纽约 489.25 401.90 21.73%

8 BABA 阿里巴巴 中国 纽约 441.62 218.70 101.93%

9 JNJ 强生 美国 纽约 375.36 313.70 19.66%

10 JPM 摩根大通 美国 纽约 371.05 308.80 20.16%

（单位：10亿美元）

                    图表二：全球上市公司市值500强区间分布

制表：新华财经（XHF.com）

市值分布
公司数量

（2017）

百分比

（2017）

公司数量

（2016）

百分比

（2016）
增减幅度

5000以上 5 1.00% 2 0.40% +0.60%

2000-5000 29 5.80% 23 4.60% +1.20%

1000-2000 61 12.20% 44 8.80% +3.40%

500-1000 157 31.40% 128 25.60% +5.80%

500以下 248 49.60% 303 60.60% -11.00%

（单位：亿美元）

        图表三：2017年全球市值500强入选国家前10榜单

制表：新华财经（XHF.com）

排名 国家 数量 总市值
平均

市值

总市值

占比
代表性公司

1 美  国 195 19487.52 99.94 48.85% 苹果，谷歌，微软

2 中  国 68 5554.23 81.68 13.92% 腾讯，阿里巴巴，工商银行

3 日  本 42 2186.34 52.06 5.48% 丰田汽车，日本电报电话，三菱日联金融

4 法  国 27 1734.53 64.24 4.35% 路威酩轩，道达尔，欧莱雅

5 英  国 23 1755.49 76.33 4.40% 汇丰银行，联合利华，英美烟草

6 德  国 21 1407.79 67.04 3.53% 思爱普，西门子，拜耳

7 加拿大 15 862.05 57.47 2.16% 皇家银行，多伦多自治银行，丰业银行 

8 瑞  士 13 1197.00 92.08 3.00% 雀巢，罗氏制药，诺华

9 印  度 13 660.00 50.77 1.65% 瑞莱斯实业，HDFC银行，塔塔咨询

10 澳大利亚 8 562.84 70.36 1.41% 必和必拓，联邦银行，西太平洋银行

（单位：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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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的是中国建设银行，排名比去年上

升了4名。从行业来看，银行公司入选

最多，达到15家，占比22.1%。接下来

是能源行业，入选6家；互联网和保险

行业，均有5家公司上榜，数量并列第

三。从行业平均市值来看，依靠腾讯和

阿里巴巴的贡献，互联网行业平均市值

（2240.7亿美元）最高，几乎是第三名

半导体行业（1156.8亿美元）的两倍。

排名第二的则是多元金融行业（1183.0

亿美元）。在看到金融和互联网行业发

展迅猛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上

榜公司较多的医药类行业中国只有一家

公司，平均市值较高的计算机与通讯行

业，中国仅有两家公司入榜，可见中国

在这些以技术为核心的行业和美国仍有

很大的差距。

日本在此次榜单中占据了42个席

位，排名第三。尽管上榜公司数量多，

上榜公司的平均市值在前十国家中落

后。日本公司中，丰田排名最高为31

名，和去年（第30名）基本持平，是汽

车行业市值最高的公司。除了丰田，另

外进入前100的只有排名98的日本电报电

话公司和排名100的三菱日联金融两家。

作为传统制造业的代表，日本汽车与零

件行业的公司有5家上榜，排名第一。紧

随其后的是电子电气行业，4家公司入

选；信息家电、银行及综合行业分别入

选3家，排名第三。从行业平均市值来

看，汽车与零件行业以平均市值805.7亿

美元的市值，位列第一；随后是电信行

业，以783.1亿美元市值，位列第二；多

元金融以741.9亿美元的平均市值位列第

三。

排名第四的法国，2017年有27家公

司入榜，也比去年略有上升。巴黎是时

尚之都，法国也有很多时尚、奢侈品公

司入榜。此次法国共有4家奢侈品行业公

司入榜，包括了闻名世界的路威酩轩、

迪奥开云集团和爱马仕国际。能源行业

也有4家公司入榜，保险、食品与饮料、

银行和防务与飞机制造等4个行业分别有

2家入选。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国家发展

较快的互联网、计算机与通讯等行业，

法国没有公司入榜。而由于时尚界奢侈

品行业的门槛较高，往往需要历史的沉

淀，因此奢侈品行业的法国在可预见的

未来内都将是首屈一指的。法国作为传

统经济强国，走了一条不同的行业发展

道路。

排名第五的英国有23家公司入榜，

相比去年榜单少了四家，但平均市值却

高于第三的日本以及第四的法国，可见

英国大企业的雄厚实力。英国经济受脱

欧的影响仍在持续，英镑在2017年略有

回升，却仍不稳定，也直接影响了很多

英国公司的市值。进入前100 的一共有

4家英国公司，分别是汇丰银行、联合

利华、英美烟草集团和英国石油公司，

且四家公司的市值受英镑升值影响，今

年也均有较大增幅。伦敦是欧洲金融中

心，也带动了英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一

共有5家银行公司进入榜单，随后是保

险、能源、日化、食品与饮料等行业。

和法国一样，英国没有互联网行业的公

司进入市值前500强。

四、行业分析

2017年全球上市公司市值500强共

覆盖了45个行业。其中，银行业共有65

个公司入榜，相比去年略微增加，是入

榜公司最多的行业，平均市值为778.7亿

美元。能源行业以47家公司位列第二，

平均市值为737.7亿美元。多元金融有27

家企业入榜，保险22家，制药、电信和

医疗健康各有20家。食品与饮料、汽车

与零件各19家。化工17家。

·  银行业

2017年全球上市公司市值500强银

行业共有65家公司上榜，相比去年的64

家仅略微上升，平均市值为778.7亿美

元，相比2016年的739.6亿美元，提升

了约5.3%。银行业以65家入榜企业成为

入榜最多行业，总市值也占据榜首，印

证了银行业的屹立不倒。在传统金融行

业不断衰败的同时，金融科技作为新兴

的金融领域公司正在进入我们的生活。

2017年，传统银行、投资以及财富管理

机构和资金支付等是金融科技颠覆程度

最高的领域，而电商、科技公司和传统

金融机构则是这场变革中最具颠覆性的

力量。在未来的几年内，银行业将会继

续加强内部研发和与金融科技公司间的

合作来落实创新。

·  能源

在本次榜单中，47家公司隶属能源

行业，平均市值为737.7亿美元。2017

年，国际油气市场全面回暖，油平均价

升至55美元/桶。石油公司逐步适应低

油价，经营实现盈利，行业景气程度提

升。全球天然气市场走出疲软，气价触

底反弹。

此外，全球油气市场并购明显回

暖，国际大石油公司参与程度提高，丹

麦石油与航运巨头马士基同意将旗下油

气业务出售给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交

易金额达74.5亿美元；荷兰皇家壳牌石

油公司以38亿美元将北海石油和天然气

资产出售给Chrysaor公司。行业并购重

组是能源业转型发展的需要，也是资本

运作的正常反映，能源行业不断优化产

业结构链，创新升级，扩大公司规模，

整体行业向好。

·  计算机与通讯

尽管计算机与通讯行业入榜公司

只有14家，并未进入入榜公司前十名行

业之列，但是其平均市值高达1671.6亿

美元。苹果、英特尔、威瑞森通讯是该

行业的前三名。信息技术的革新正在以

远超大家想象的速度前进，强大的技术

力量也正在淘汰现有的各种商业模式。

人工智能一词，正从一个单薄科技概念

迅速转身，开始渗透进硬件、渗透进产

品、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苹果

公司首次对外宣布将推出家用智能音箱

HomePod。用户可以通过语音助手令

其播放音乐、播报天气、新闻、交通、

赛事情况等，还可以控制连接家中的灯

光、门锁等设备。专注音响设备的佳能

也与Fellow Robot合作打造了服务机器

人。可以看出，计算机与通讯行业的先

驱者不多，但都以颠覆性的产品横扫信

息技术大流，是值得关注和投资的行业

之一。

五、上榜与落榜

在2017年市值500强的榜单中，共

有63家公司新入榜单。新入榜的前十公

司中，陶氏杜邦以1666.5亿美元名列前

茅。该公司在2017年8月31日，由当时陶

氏化工和杜邦以换股方式合并，成为了

全球最大的化学企业公司。这持续了将

近两年的合并计划预计将给两家公司带

来约30亿美元的运行率成本协同效应，

因此陶氏杜邦在2017年的资本市场也彰

显了极大的市场价值，还有望实现约10

亿美元的增长协同效应。

在新入榜的企业中，还有内地公司

海康威视，翻番的市值让这家公司成功

跻身全球榜单，位列第215位。2017年，

该公司股价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在

接近年末之际，与英特尔公司合作发布

了海康威视智能门禁产品：“明眸”近

景人脸识别系列。该产品通过最先进的

人脸识别技术“刷脸”进出门禁设备，

发布的当天股价就大涨，势头一直延续

到了年末，实现了553.2亿美元的市值。

不难发现，入榜公司的中国企业

增速迅猛，中国恒大、碧桂园、吉利汽

车、海康威视、五粮液，市值分别增

                    图表四：2017年全球市值500强行业分布图

制表：新华财经（XHF.com）

排名 行业
公司数量

（2017）

百分比

（2017）

公司数量

（2016）

百分比

（2016）
前三名公司

1 银行 65 13.00% 64 12.80% 工商银行、美国银行、富国银行

2 能源 47 9.40% 42 8.40% 埃克森美孚、皇家壳牌、雪佛龙

3 多元金融 27 5.40% 19 3.80% 伯克希尔哈撒韦、摩根大通、维萨

4 保险 22 4.40% 22 4..40% 中国人寿、友邦保险、安联

5 制药 20 4.00% 19 3.80% 强生、罗氏制药、辉瑞制药

5 电信 20 4.00% 25 5.00% 美国电话电报、中国移动、都科摩通信

5 医疗健康 20 4.00% 18 3.60% 联合健康、安进、美敦力

8 食品与饮料 19 3.80% 18 3.60% 雀巢、可口可乐、安海斯-布希英博 

8 汽车与零件 19 3.80% 17 3.40% 丰田汽车、大众、戴姆勒

10 化工 17 3.40% 15 3.00% 陶氏杜邦、3M、巴斯夫

      图表五：2017年全球市值500强新上榜前10公司

制表：新华财经（XHF.com）

排名 公司代码 公司名称
2017

市值

2016

市值
增幅

国家/

地区
行业

46 DWDP 陶氏杜邦 166.65 - -% 美国 化工

215 002415 海康威视 55.32 21.10 162.18% 中国 计算机与通讯

238 CFR 历峰 52.08 36.47 42.80% 瑞士 奢侈品

275 MU 美光科技 47.55 20.82 128.39% 美国 半导体

280 000858 五粮液 46.60 19.54 138.49% 中国 食品与饮料

285 MARUTI 马鲁蒂铃木 46.03 21.54 113.70% 印度 汽车与零件

287 03333 中国恒大 45.41 9.44 381.04% 中国 房地产

319 6098 才库媒体 42.18 21.72 94.20% 日本 传媒

331 UCG 裕信银行 41.71 32.01 30.30% 意大利 银行

342 02007 碧桂园 40.59 12.01 237.97% 中国 房地产

（单位：10亿美元）

      图表六：2017年全球市值500强落榜前10公司

制表：新华财经（XHF.com）

2016

排名
公司代码 公司名称

2017

市值

2016

市值
减幅

国家/

地区
行业

293 TEVA IT 梯瓦制药 19.03 36.80 -48.29% 以色列 制药

336 S US 斯普林特 23.56 33.50 -29.67% 美国 电信

351 KR US 克罗格 24.19 32.20 -24.88% 美国 零售

353 7270 JP 富士重工 24.48 32.03 -23.57% 日本 汽车与零件

374 PCG US 太平洋燃气电力 23.06 30.70 -24.89% 美国 能源

382 4503 JP 安斯泰来制药 26.41 30.29 -12.81% 日本 制药

388 IMO CN 帝国石油 26.12 29.50 -11.46% 加拿大 能源

393 WPP LN WPP集团 23.03 29.40 -21.67% 英国 传媒

402 DFS US 发现金融服务 27.95 28.60 -2.27% 美国 多元金融

413 COAL IN 印度煤炭公司 - 27.95 -% 印度 能源

（单位：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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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381.04%、237.97%、237.89%、

162.18%、138.49%。随着年底消费旺季

的到来，白酒行业似乎又迎来了高利润

的绝佳时机。从财务上看，2017年1至11

月份，五粮液集团实现销售收入732.8亿

元，同比增长4.9%；实现利润总额134.5

亿元，同比增长42.6%；收入、利润及增

幅创近五年新高，全年销售收入预计突

破800亿元，利润突破140亿元，这样的

业绩让五粮液市值排名窜升到了全球280

位，为466亿美元。

极具代表性的一家公司是梯瓦制

药。在2017年年末，在竞争对手迈兰

制药（Mylan）的Copaxone廉价替代药

品上周获得美国与欧洲药品管理局许可

后，公司在特拉维夫证交所股价一直

大跌。在分析师透露出迈兰将以60%的

价格占领40%的市场份额后，梯瓦制药

压力倍增，年底未能延续之前高市值势

头，市值仅为190.3亿美元。

六、上升与下跌

在这份市值涨幅最大的榜单中，有

7家入榜公司是中国企业，其中中国恒大

以381.02%的涨幅排名全球市值增长第

一，且远高于其他公司。公司日前发布

财报，全年实现了5009.6亿元人民币的

销售额，较2016年同比增长了34.2%，

全年销售面积5029.9万平方米，较2016

年增长19.2%。中国恒大整一年财务表现

优异，股价也相应持续走高，累计上涨

逾538%，不断创出新高。

榜单中增幅第二的公司是碧桂园，

从2016年的120.1亿美元到405.9亿美

元，实现了超过200%的增幅。由于良好

的股市表现，碧桂园在2017年底被恒生

指数纳入成分股。根据碧桂园发布的最

近财务数据，前十个月实现了合同销售

金额同比79%的增长以及合同销售建筑

面积60%的增长，领跑全行业。

从行业分布来看，房地产和食品与

饮料行业均有两家公司入榜。中国的房

价居高不下也带动了房地产行业的蓬勃

发展，使得以恒大和碧桂园为代表的房

地产公司的市值仍能保持高增长。排名

第三的吉利汽车是2017年新能源汽车的

代表。2017年全球各国都在大力推广和

发展以电动汽车为主的新能源汽车，各

地政府都推出了很多补贴、激励措施，

也对企业的技术研究给予了很多支持。

吉利汽车就借助政策和市场优势，2017

年的销量扶摇直上，吉利预计2017年的

净利润将同比增加约100%。

除了中国的7家公司，来自哥伦比

亚的哥伦比亚石油公司也在2017年内表

现出色。哥伦比亚石油公司2017年上半

年的净利润同期增长了90%。美光科技

则是一家以科技为核心的公司，拥有已

公开的超过两万多份专利申请，在半导

体芯片这一垄断较为严重的行业中站稳

了脚跟，实力足以和传统的韩国日本企

业对峙。来自法国的开云集团今年的增

长也很喜人。开云旗下的古驰、圣罗兰

等时尚品牌业绩出色，保持了2016年高

增长。开云集团表示，企业强劲的表现

来源于全球几乎各个地区的增长。开云

集团的爆发代表了如今全球的时装消费

趋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购买奢侈

品，追求时尚和品牌效应。

在这份市值跌幅最大的榜单中，有

6家来自美国，其余来自瑞典、澳大利

亚、英国和法国。跌幅最大的企业是通

用电气，跌幅接近50%。根据通用电气

发布的财报，2017年第二季度的营业收

入减少58%，净利润减少57%。通用电

气是美国制造业的代表。随着高层管理

人员的变更，通用电气逐渐无法跟上信

息时代的步伐，股价也降至了金融危机

之后的最低点。

跌幅第二的艾尔建公司是美国的一

家医疗公司，市值的跌落主要来源于业

绩不佳。2017年第二季度，艾尔建净亏

损接近8亿美元。海恩斯莫里斯公司一

直是时尚界快消品牌的代表。但近年来

业绩不佳，也因为越来越少人去实体店

而关闭了很多线下门店，股价降至金融

危机以来的最低点。公司表示，尽管采

取了大量打折等促销举措，公司的销量

仍然不如预期，有所下滑。联想到17年

一些奢侈品公司市值的飞涨，能看出消

费者在衣着上越来越不青睐快速、廉价

的品牌，而是去追求更美观时尚的高档

品。

线下零售行业的表现也不尽人意。

沃尔格林长靴联盟和塔吉特公司分别曾

经是美国第三大药店和第二大百货零售

店，但在2017年都经历了市值的下滑。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亚马逊等网上购物

平台成了消费者的主要消费渠道，给了

传统的线下零售店很大的挑战。2017

年亚马逊市值增长超过50%，而如好市

多、CVS等线下零售巨头的表现则很一

般，增长率分别为16%、-13%。

七、其余小榜单

在经济加速增长的大背景下，资

本市场中的中国企业表现优异，排名中

国第一的腾讯公司市值高达4936.6亿美

元，较2016年底上涨了113.35%，位列

世界第六，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龙头企

业之一。阿里巴巴以4416.2亿美元的市

值位列中国第二，也是进入世界市值前

十的公司，增长率101.93%，享有弥足

的国际地位和公司实力。中国市值前十

的企业中，有一半都属于金融行业，包

括工商银行（排名第3，市值3267.9亿美

元），建设银行（排名第4，市值2329.0

亿美元），中国平安，农业银行，中国

银行分列8，9，10位。除了个别公司的

市值有所下滑以外，榜单中大部分公司

都实现了迅猛的增长。

美国的实力一直不容小觑，在总

榜单中的前十中，8家都是美国公司。

细看美国前十榜单，苹果（8608.8亿美

元）、谷歌（7292.9亿美元）、微软

（6599.1亿美元）、亚马逊（5635.4亿

美元）、脸书（5149.9亿美元）毫无悬

念地承接了总榜单中的排名，印证了美

国商业霸主的地位。美国前十公司中，

有3家属于互联网行业，可见美国的科技

依旧领先世界。从增减幅度来看，虽然

不如中国公司增长迅猛，但美国前十企

业大部分也都稳中求进，亚马逊和脸书

增幅较大。

   图表七：2017年全球市值500强涨幅最大前10公司

制表：新华财经（XHF.com）

排名 总排名 公司名称
2017

市值

2016

市值
增幅

国家/

地区
行业

1 287 中国恒大 45.41 9.44 381.04% 中国 房地产

2 342 碧桂园 40.59 12.01 237.97% 中国 房地产

3 454 吉利汽车 31.12 9.21 237.89% 中国 汽车与零件

4 215 海康威视 55.32 21.10 162.18% 中国 计算机与通讯

5 466 哥伦比亚国家石油 30.43 12.42 145.01% 哥伦比亚 能源

6 280 五粮液 46.60 19.54 138.49% 中国 食品与饮料

7 275 美光科技 47.55 20.82 128.39% 美国 半导体

8 65 贵州茅台 134.66 60.40 122.95% 中国 食品与饮料

9 192 开云 59.66 26.85 122.20% 法国 奢侈品

10 459 京东方科技 30.78 14.39 113.90% 中国 半导体

（单位：10亿美元）

   图表八：2017年全球市值500强跌幅最大前10公司

制表：新华财经（XHF.com）

排名 总排名 公司名称
2017

市值

2016

市值
增幅

国家/

地区
行业

1 54 通用电气 151.33 279.50 -45.86% 美国 工业设备

2 219 艾尔建 54.40 80.10 -32.08% 美国 制药

3 418 海恩斯莫里斯 34.26 48.40 -29.21% 瑞典 服装服饰

4 493 阿纳达科石油 29.35 38.40 -23.57% 美国 能源

5 425 澳大利亚电信 33.73 44.10 -23.51% 澳大利亚 电信

6 228 美国国际 53.56 68.10 -21.35% 美国 保险

7 386 英国电信 36.46 45.90 -20.57% 英国 电信

8 109 斯伦贝谢 93.35 116.80 -20.08% 法国 能源

9 147 沃尔格林 71.92 89.60 -19.73% 美国 零售

10 399 塔吉特 35.47 40.70 -12.85% 美国 零售

（单位：10亿美元）

    图表九：2017年全球市值500强中国前10名榜单

制表：新华财经（XHF.com）

中国

排名

2017

全球排名

2016

全球排名
公司名称

2017

市值

2016

市值
上市地点 所属行业

1 6 14 腾讯 493.66 231.38 香港 互联网

2 8 20 阿里巴巴 441.62 218.70 纽约 互联网

3 12 16 工商银行 326.79 226.16 上海、香港 银行

4 23 27 建设银行 232.90 195.70 上海、香港 银行

5 27 25 中国石油 216.00 209.35 上海、香港、纽约 能源

6 32 22 中国移动 207.71 216.61 香港、纽约 电信

7 34 47 台积电 200.58 149.10 台湾 半导体

8 39 80 中国平安 194.06 93.19 上海、香港 多元金融

9 41 49 农业银行 187.41 144.88 上海、香港 银行

10 56 48 中国银行 144.62 145.71 上海、香港 银行

（单位：10亿美元）

    图表十：2017全球上市公司市值500强美国前10

制表：新华财经（XHF.com）

2017

排名

2016

排名
公司名称

2017

市值

2016

市值
增减幅 行业

1 1 苹果 860.88 618.00 39.30% 计算机与通讯

2 2 谷歌 729.29 546.10 33.55% 互联网

3 3 微软 659.91 483.70 36.43% 软件

4 6 亚马逊 563.54 356.20 58.21% 互联网

5 7 脸书 514.99 326.60 57.68% 互联网

7 4 伯克希尔哈撒韦 489.25 401.90 21.73% 多元金融

9 8 强生 375.36 313.70 19.66% 制药

10 9 摩根大通 371.05 308.80 20.16% 银行

11 5 埃克森美孚 354.39 374.30 -5.32% 能源

14 18 美国银行 307.91 223.70 37.65% 银行

（单位：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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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中许多公司市值增长较

快，在这份小榜单中可以看到，中国

平安市值增长率高达108.24%，过去10

年，中国平安在技术上投入了数十亿美

元，近年来，集团不断创新，从网上

银行平台到面部识别系统都有了质的

飞跃。2017年，中国平安股价上涨了

逾99%，年末收盘市值高达1940.6亿美

元。增速排第二的是印尼人民银行，是

新上榜的一家企业。从金融行业来说，

保险，银行，多元金融，资本市场都有

所复苏，许多公司在优良的经济大环境

下都进步不少。

10年后，金融危机卷土重来？就

在2月2日，美国股市创下了2008年金

融危机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也是史上

第二大单日跌幅。由于财报不佳，苹果

与谷歌等一批科技股遭到抛售，三大股

指一路狂泻。到收盘，道琼斯指数收跌

665.75点，跌幅2.54%，报25520.96点。

1988、1998、2008、都爆发了金融危

机。 对中国金融市场而言，全国社保

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说，中国金融

风险，比美国2008年前的更严重。由于

中国货币环境的宽松，资金成本反而更

高。名目繁多的中国特色衍生品层出不

穷，而且相互重叠。结果是不断抬高资

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货币扩

张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效益正

在减小。

新华财经(XHF)董事长丁海森说，近

30年，每隔10年逢7或8就会遇到一次全

球性金融危机。第一次金融危机是1987-

1988，主要诱因是广场协议；第二次

是1997-1998，主要诱因是亚洲金融危

机；第三次是2007-2008，原因是美国

爆次贷危机。今年为2018年，再次爆发

危机可能性非常大？这次主角将是哪个

    图表十一：2017全球上市公司市值500强金融行业增幅前10

制表：新华财经（XHF.com）

2017

排名
公司名称

2017

市值

2016

市值
增减幅 国家/地区 行业

39 中国平安 194.06 93.19 108.24% 中国 多元金融

433 印尼人民银行 33.04 19.10 72.98% 印度尼西亚 银行

75 招商银行 110.28 63.87 72.66% 中国 银行

113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91.71 53.90 70.15% 俄罗斯 银行

121 HDFC银行 86.84 51.10 69.94% 印度 银行

437 前进保险 32.76 19.41 68.78% 美国 保险

86 友邦保险 103.01 61.80 66.68% 中国香港 保险

355 德意志银行 39.44 25.00 57.76% 德国 银行

276 星展控股 47.55 30.33 56.78% 新加坡 多元金融

290 苏格兰皇家银行 44.98 28.77 56.34% 英国 银行

（单位：10亿美元）
国家？ 有三个犀牛一直在警告我们，一

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可能随时崩溃；二是

欧盟区的债务危机；三是中国信贷大幅

扩张后的债务违约或房地产泡沫破裂也

随时可能发生。其中，最有可能引发金

融危机的是美国股市的崩溃，来一个黑

色星期一或黑色五。

美股近几年的上涨，是因为虚拟

经济的代表即科技股在推动。丁海森

说，脸书(Facebook)、苹果(Apple)、微

软(Microsoft)、谷歌 (Google)及亚马逊

(Amazon)等五大科技巨头对美股指数上

涨的贡献达到45%。而中国A股的上涨，

目前只能靠传统经济推动，A股市值前

五的全部是银行、石油和通讯公司。茅

台，A股传统经济代表，PE为40倍；腾

讯，中概科技股代表，PE为57倍；苹

果，美股科技股代表，PE仅为19倍。说

明了什么？即使苹果是全球市值第一，

即使是科技概念，但苹果的股票目前还

是相对便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