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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免责声明

本报告是由塔米狗企业并购融资信息服务平台（简称：塔米狗平台）运用传统估值方法，

结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通过机器学习算法程序自动生成。信息来源于本

报告发布之时的市场公开数据、塔米狗数据库（收录源为公开数据）、第三方专业机构数据及

用户提供的数据。本报告不对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北交金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也不因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对相关信息进行变更或更新时亦不会另行通知。

北交金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不保证报告中的结论或其它陈述在未来不会发生任何变

更，在不同时间点，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观点不一致的内容。本报告不构成买卖任何权益类标

的物（包括股权、债权、期权、基金份额等）的交易推荐或建议，亦不构成财务审计、法律、

税务、投资建议、投资咨询意见或其他意见，任何人不得将本报告作为其投资交易的依据，对

任何因直接或间接使用本报告涉及的信息和内容或者据此进行投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或损失，

北交金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次企业评价由塔米狗平台“企评家”企业成长性评价系统提供，解释权归北交金科金融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所有。

欲知更多企业详情请扫码关注塔米狗公众号或下载塔米狗APP及塔米狗官网

（https://www.tamigos.com/）进行查询：

微信公众号 塔米狗App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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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1713XU，于1992年09月18日在上海成立，注册资本82517.2034万人民币，法定代

表人：池洪。业务范围包括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审批项目外），物业管理，房地产开

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商品和国家禁止进出口

等特殊商品除外）。货运代理，仓储服务（除危险品），供应链管理，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

工，食品流通、医疗器械、煤炭的销售，危险化学品经营（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国

内外经济信息咨询，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会展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塔米狗企评家企业成长性评价系统评定：经济联合成长性得分 503，已超越塔米狗数据

库该行业 27% 的企业，已超越全行业 52% 的企业。企业成长性等级为 B。与同一规模下的行

业企业相比，该企业的成长性得分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具有较高的成长性。目前该企业正处于

高速成长期，企业成长性的各项指标高于市场平均水平，成长性日益显著。

成长性评价各评价维度结果：成长性评价各评价维度结果：

测评维度测评维度 企业得分企业得分 行业均值行业均值 对比对比 已超越企业已超越企业

创新能力 60 46 ↑ 93%

盈利能力 95 63 ↑ 100%

信用水平 50 69 ↓ 37%

风险水平 90 89 ↑ 100%

经营能力 80 65 ↑ 97%

产业特点 10 10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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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一、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代码

9131000013221713XU 经营状态经营状态 存续

工商注册号工商注册号 310000000012222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82517.2034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成立时间 1992年09月18日 纳税人识别号纳税人识别号 9131000013221713X
U

公司类型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

营业期限营业期限 1992-09-18至永久

核准日期核准日期 2021-06-01 实缴资本实缴资本 59326.212万人民币

人员规模人员规模 小于50人 参保人数参保人数 21

登记机关登记机关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注册地址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5
00号

英文名称英文名称 Yangtze River Economy Un
ited Development(group)Co.
,Ltd.

组织机构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13221713-X

行业行业 房地产开发经营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审批项目外），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商品和国

家禁止进出口等特殊商品除外）。货运代理，仓储服务（除危险品），供

应链管理，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食品流通、医疗器械、煤炭的销售，

危险化学品经营（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国内外经济信息咨询，

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会展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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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长性评价二、成长性评价

1. 评价维度评价维度

“企评家”企业成长性评价系统评价维度是基于公开大数据、塔米狗数据库企业数据、专业

机构数据及认证用户提供的数据，综合企业六大维度得分，运用信息技术和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自动生成结果，以便多角度解析企业发展能力。六大

维度具体介绍见表 1。

表 1 企评家成长性评价系统介绍

评价维度评价维度 维度描述维度描述

创新能力
衡量企业系统完成与创新有关的各项活动的能力，包括企业拥有的

专利、著作权、作品著作权、商标信息等

盈利能力
衡量企业经营业绩好坏和持续稳定发展的能力，包括财务指标如营

业收入、净利润等

信用水平
衡量企业的信用水平，包括企业债务等级、法院资信状况以及企业

税务评级、进出口信用评级等第三方数据

风险水平
衡量企业整体的风险水平，以经营风险为主，包括企业风险、相关

高管风险等

经营能力
衡量企业经营战略与计划的决策能力，包括企业是否正常经营、供

应商、企业购地信息、招投标等

产业特点
衡量企业所属产业的特色、热度、竞争力及其成长力，包括产业在

研发投入、企业招聘、招投标、融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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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长性得分成长性得分

经塔米狗企评家企业成长性评价系统评定：经济联合成长性总分为 503 分，成长性等级

为 B。与同一规模下的行业企业相比，该企业的成长性得分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具有较高的成

长性。目前该企业正处于高速成长期，企业成长性的各项指标高于市场平均水平，成长性日益

显著。与同行业企业相比，经济联合的成长性得分领先同行业 27% 的企业。

表 2 企业成长性评价结果

成长性分数成长性分数 成长性等级成长性等级

503 B

图 1 企业成长性得分

3. 能力测评能力测评

表 3 企业成长性能力测评对比

测评维度测评维度 企业得分企业得分 行业均值行业均值 对比对比 已超越企业已超越企业

创新能力 60 46 ↑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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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 95 63 ↑ 100%

信用水平 50 69 ↓ 37%

风险水平 90 89 ↑ 100%

经营能力 80 65 ↑ 97%

产业特点 10 10 —— 99%

图 2 企业成长性能力测评雷达图

4. 维度解析维度解析

创新能力创新能力: 60 分分; 行业均值行业均值: 46 分分
经济联合的创新能力指标总体一般，属于行业中上水平。经济联合商标信息数量多于行业

平均商标信息数量。该企业与创新能力有关的各项活动能力多于同类型企业的平均水平。该企

业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的能力在同规模行业企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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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同类型企业创新能力分布图

盈利能力盈利能力: 95 分分; 行业均值行业均值: 63 分分
经济联合的盈利能力指标总体较好，属于行业龙头水平。该企业与盈利能力有关的各项活

动能力低于同类型企业的平均水平。该企业在妥善经营、维持企业等方面的能力在同规模行业

企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图 4 同类型企业盈利能力分布图

信用水平信用水平: 50 分分; 行业均值行业均值: 69 分分
经济联合的信用水平指标总体较差，属于行业中下水平。该企业与信用水平有关的各项活

动能力低于同类型企业的平均水平。该企业在拥有第三方良好的信用记录等方面的能力在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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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行业企业中具有较差的竞争力。

图 5 同类型企业信用水平分布图

风险水平风险水平: 90 分分; 行业均值行业均值: 89 分分
经济联合的风险水平指标总体较好，属于行业一般水平。该企业与风险水平有关的各项活

动能力低于同类型企业的平均水平。该企业在企业经营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在同规模行业企

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图 6 同类型企业风险水平分布图

经营能力经营能力: 80 分分; 行业均值行业均值: 65 分分
经济联合的经营能力指标总体较好，属于行业中上水平。该企业与经营能力有关的各项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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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力低于同类型企业的平均水平。该企业在制定经营战略和计划决策等方面的能力在同规模

行业企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图 7 同类型企业经营能力分布图

产业特点产业特点: 10 分分; 产业均值产业均值: 10 分分
截止目前，经济联合的产业特点指标得分较低，属于一般水平。经济联合属于资本密集型

产业，该产业市场规模大，资本投入较为突出，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较高，产业具有较差的成

长性。

图 8 同类型企业产业特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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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结束
“企评家”企业成长性评价系统（简称：企评家系统）是采集企业公开数据与行业信息，利

用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对企业创新能力、信息水平、风险水平、盈利能力等方面进行多维度评

价，并在行业中进行评价排序，以实现对企业成长性的综合反映。该系统集数据采集、人工智

能评价模型和数据可视化输出平台为一体，为投资人、金融机构、产业管理部门以及企业提供

投资决策判断、风险前置预警中、过程动态监控跟踪以及企业自测等服务。

系统开发者：北交金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锦晖西一街99号布鲁明顿广场A座2单元2楼

联系方式：028-65718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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