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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商丘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
33 石家庄国控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省
34 南通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35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省
36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37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38 苏州中方财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39 德阳经开区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40 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41 舟山海洋综合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
42 四川纳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43 驻马店市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
44 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
45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
46 曹妃甸国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
47 苏州园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48 上海外滩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49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50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51 巴中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52 金华融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53 绍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54 随州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湖北省
55 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56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
57 天津津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
58 广元市园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省
59 重庆市潼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
60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61 福州开发区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 福建省
62 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63 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
64 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5 商洛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省
66 佛山市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省
67 临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68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69 衡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省
70 舟山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71 三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
72 厦门经济特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
73 达州市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省
74 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四川省
75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
76 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福建省
77 南京江北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78 湖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79 阜阳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
80 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81 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
82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
83 平顶山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
84 邵阳都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
85 太原市龙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
86 乌鲁木齐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87 厦门火炬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
88 盐城市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89 石家庄市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省
90 青岛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91 茂名港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92 广安发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93 自贡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94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
95 上海市松江水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
96 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97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
98 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99 宁波市供排水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总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01 南充发展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102 天津于家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
103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北京
104 重庆渝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重庆
10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06 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107 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8 上海嘉定新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
109 广元市园区创业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省
110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111 肇庆市国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省
112 盐城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113 上海中环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114 乐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115 淮安市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116 青岛西海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117 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省
118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119 济宁市城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
120 邵阳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
121 嘉兴滨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122 贵州双龙航空港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
123 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24 泉州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
125 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
126 柳州市城市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27 淮安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省
128 杭州市钱江新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129 随州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
130 吉首市城市供水总公司 湖南省
131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32 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133 十堰市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湖北省
134 嘉兴市嘉秀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135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36 江西省萍乡市昌盛城市投资有限公司 江西省
137 南宁新技术产业建设开发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38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139 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安徽省
140 成都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141 汕尾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省
142 泸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143 邯郸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
144 长沙先导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
145 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
146 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实业总公司 江苏省
147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148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财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49 吉林市国有资本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省
150 邯郸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
151 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152 自贡高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153 威海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154 江苏连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155 柳州市龙建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56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157 寿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省
158 汕头市投融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159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
160 毕节市碧海新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
161 运城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
162 日照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163 广西钦州临海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64 绍兴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165 福州市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
166 温州市公用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167 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168 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169 绍兴市镜湖新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170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
171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172 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173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
174 新疆可克达拉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75 桐乡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
176 广西正润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77 上海闵行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
178 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总公司 陕西省
179 杭州钱塘新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180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
181 南京东南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
182 毕节市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贵州省
183 望城经开区建设开发公司 湖南省
184 贵阳高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
185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
186 上海市普陀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
187 三门峡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
188 邵阳市自来水公司 湖南省
189 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
190 上海崇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
191 唐山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
192 渭南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省
193 衡阳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省
194 阿克苏地区绿色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5 天津滨海高新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
196 上海南汇城乡建设开发投资总公司 上海
197 广西百色百东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8 萍乡市昌兴投资有限公司 江西省
199 泸州市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200 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

11 月 14 日，地方政府投融资研究中心主任、国家
发改委 PPP 专家库成员胡恒松博士在第四届雄安新区
投融资发展论坛上正式发布新书：《中国地方政府投融
资平台转型发展研究 2020-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视角下
的城投转型》。

胡恒松博士等著作的《城投转型发展研究》系列著作，
是行业内全面、权威、颇具深度的研究书籍，首创性地构建
了一个较为科学完整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评价体系，综
合研究和分析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状况和运行质
量。 系列著作基于理论、评价、案例三个视角，对地方政府投
融资平台转型展开系统性研究， 形成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
平台发展评价的综合报告， 全面反映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
平台的整体发展情况。 通过剖析问题，提炼转型发展经验，
提出未来转型方向及路径， 引导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成功
转型，推动公司市场化运作。

自 2017 年起，胡博士等编委会开始著撰《城投转型发

展研究》系列图书，至今已经出版 4 部著作。 每本著作的撰
写都结合当时的政策环境遵循不同的转型发展逻辑展开。
2017 年城投转型发展的逻辑是增强造血功能，市场化运作；
2018 年城投转型发展的逻辑是活下去、 不违约；2019 年城
投转型发展的逻辑是政企分离、不碰隐性债务红线；2020 在
后疫情及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城投转型发展的逻辑是抢项
目、抢融资。

作为新书的一部分，2020 年中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
省级 100 强、地市级 200 强、县级 150 强排名榜在会上正式
出炉！ 据悉，排名榜已经连续发布四年，指标体系在实践过
程中不断修正完善，让排名结果更科学、更具说服力。 排名
榜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文字
与图表相结合的方法，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反映我国地方
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为全国上千家地
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提供了纵向比较， 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
台转型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和技术支持。

2020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排名揭晓

排名 公司名称 省份

1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北京
2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浙江省
3 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省
4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5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6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省
7 广西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8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 上海
9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10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省
11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2 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13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14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15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16 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
17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
18 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19 江西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
20 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21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省
22 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23 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
24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
25 甘肃省公路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省
26 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
27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
28 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29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
30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
31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
32 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
33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34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
35 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公司 河北省
36 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省
37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38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39 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40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
41 山东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42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3 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
44 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 上海
45 贵州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
46 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
47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江西省
48 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49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
50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51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广东省
52 甘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省
53 华远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
54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 陕西省
55 云南水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
56 上海申迪(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57 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
58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
59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
60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61 福建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
62 河南省收费还贷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
63 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64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排名 公司名称 省份
1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
2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
3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4 佛山市公用事业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省
5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
6 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7 嘉兴市湘家荡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8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9 襄阳东津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 浙江滨海新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
11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省
12 广州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13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省
14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15 柳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6 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17 广元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18 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19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20 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
21 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
22 滨州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23 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24 绍兴袍江工业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省
25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湖北省
26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27 山东金鲁班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28 瑞金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
29 郑州经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
30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31 郑州航空港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

排名 公司名称 省份

1 建德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浙江省
2 浙江杭州青山湖科技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3 浙江国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4 宁波市镇海区海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省
5 成都空港兴城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省
6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省
7 成都市郫都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 四川省
8 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省
9 杭州富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 济宁市兖州区惠民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省
11 湖州南浔交通水利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12 成都空港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13 昆山国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14 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省
15 成都新开元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省
16 绍兴市上虞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浙江省
17 绍兴市柯桥区城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18 含山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安徽省
19 成都市新津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20 宁波市鄞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
21 广州市番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省
22 新疆润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3 杭州市拱墅区经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
24 邹城市恒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
25 南京浦口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省
26 嘉善县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
27 成都香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28 苏州高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江苏省
29 南京江宁滨江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省
30 淄博市临淄区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山东省
31 太仓市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32 厦门海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
33 杭州西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34 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江苏省
35 启东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省
36 济宁市市中区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省
37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38 辽宁冠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省
39 江苏安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40 南京溧水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41 成都市青白江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四川省
42 孟州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
43 东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江苏省
44 济宁高新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省
45 徐州市贾汪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省
46 长兴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47 西安市浐灞河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省
48 四川成阿发展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
49 杭州余杭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
50 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 浙江省
51 宁波市奉化区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
52 宜兴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省
53 临汾市尧都区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省
54 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55 西峡县财和产业集聚区投资有限公司 河南省
56 平阳县国资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省
57 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福建省
58 聊城市安泰城乡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
59 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
60 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江苏省
61 无锡惠憬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
62 四川花园水城城乡产业发展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63 成都鑫华农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
64 老河口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湖北省
65 杭州望海潮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省
66 长兴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67 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68 乐清市国有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
69 南京高淳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省
70 广东顺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71 如皋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72 江苏润城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73 江阴临港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省
74 南京钟山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75 成都天府水城城乡水务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省
76 贵州水城经济开发区高科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贵州省
77 南京溧水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78 南京栖霞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江苏省
79 芜湖市镜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安徽省
80 邳州市恒润城市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省
81 桐庐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浙江省
82 成都市西汇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省
83 眉山市东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省
84 南京江宁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85 利辛县城乡发展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
86 绍兴市上虞区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87 温州市鹿城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省
88 贵阳泉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贵州省
89 广州市番禺信息技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
90 射阳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91 扬州市邗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
92 遂宁市天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93 南通苏通科技产业园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
94 浏阳现代制造产业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
95 兰考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
96 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 浙江省
97 伊宁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98 马鞍山郑蒲港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安徽省
99 宁波市江北区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 淄博般阳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1 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2 常熟市城市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3 公安县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湖北省
104 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省
105 浙江德清交运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6 枣庄市薛城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 山东省
107 湖州吴兴新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8 泰州华诚医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109 邹城市利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
110 龙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省
111 江苏金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江苏省
112 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
113 福鼎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福建省
114 金湖县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
115 福州市长乐区国有资产营运公司 福建省
116 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贵州省
117 秭归县楚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
118 无锡市惠山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119 龙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福建省
120 金华市金东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121 沛县城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省
122 潜江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省
123 宜都市国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
124 新沂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
125 昆山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126 南京溧水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127 德清县恒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省
128 宁海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129 福建省晋江新佳园控股有限公司 福建省
130 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辽宁省
131 绵阳宏达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132 沅江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
133 成都兴锦生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134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鸿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
135 嵊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
136 桐乡市崇德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137 杭州良渚文化城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138 桂林新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139 苏州汾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140 湖州东部新城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141 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142 舟山金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
143 贵阳白云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
144 无锡市锡西新城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145 郯城县城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山东省
146 绍兴市柯桥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147 武汉市江夏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
148 海城市金财土地房屋投资有限公司 辽宁省
149 南京市六合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江苏省
150 贵阳观山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

(韩瑞姣、刘政)

65 江苏苏通大桥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

66 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 山西省

67 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

68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69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省

70 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

71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天津

72 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

73 上海申通地铁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74 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省

75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76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江苏省

77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78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

79 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80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

81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82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83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安徽省

84 贵州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

85 山东省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86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87 河北建投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省

88 青海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

89 山西园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

90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91 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92 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

93 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总公司 甘肃省

94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95 四川金鼎产融控股有限公司 四川省

96 河南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

97 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98 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99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100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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