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词汇：500强企业中英名称(一)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8/2021_2022__E5_88_86_E

7_B1_BB_E8_AF_8D_E6_c11_288996.htm 1 Exxon Mobil 埃克森

美孚 美国 炼油2 Wal-Mart Stores 沃尔玛商店 美国 零售3

General Motors 通用汽车 美国 汽车4 Ford Motor 福特汽车 美国

汽车5 DaimlerChrysler 戴姆勒克莱斯勒 德国 汽车6 Royal

Dutch/Shell Group 皇家荷兰壳牌集团 荷兰/英国 炼油7 BP 英国

石油 英国 炼油8 General Electric 通用电气 美国 电子电气9

Mitsubishi 三菱商事 日本 多样化10 Toyota Motor 丰田汽车 日

本 汽车11 Mitsui 三井物产 日本 多样化12 Citigroup 花旗集团 

美国 金融13 Itochu 伊藤忠商事 日本 多样化14 Total Fina Elf 道

达尔菲纳埃尔夫 法国 炼油15 Nippon Telegraph amp.T 美国电

话电报 美国 电信32 Verizon Communications 弗莱森电讯 美国 

电信33 U.S. Postal Service 美国邮政总局 美国 邮递包裹34 Philip

Morris 菲利普莫里斯 美国 食品烟草35 CGNU 商联保险 英国 

保险36 J.P. Morgan Chase 摩根大通银行 美国 银行37 Carrefour 

家乐福 法国 零售38 Credit Suisse 瑞士信贷集团 瑞士 银行39

Nissho Iwai 日商岩井 日本 多样化40 Honda Motor 本田汽车 日

本 汽车41 Bank of America Corp. 美洲银行 美国 银行42 BNP

Paribas 法国巴黎银行 法国 银行43 Nissan Motor 日产汽车 日本 

汽车44 Toshiba 东芝 日本 电子电气45 PDVSA 委内瑞拉石油 委

内瑞拉 炼油46 Assicurazioni Generali 忠利保险 意大利 保险47

Fiat 菲亚特 意大利 汽车48 Mizuho Holdings 瑞穗控股 日本 银

行49 SBC Communications 西南贝尔 美国 电信50 Boeing 波音 

美国 航空航天51 Texaco 德士古 美国 炼油52 Fujitsu 富士通 日



本 计算机53 Duke Energy 杜克能源 美国 电力煤气54 Kroger 克

罗格 美国 零售55 NEC 日本电气公司 日本 电子电气56

Hewlett-Packard 惠普 美国 计算机57 HSBC Holdings 汇丰控股 

英国 银行58 Koninklijke Ahold 的 荷兰 零售59 Nestlé 雀巢 瑞

士 食品60 Chevron 雪佛龙 美国 炼油61 State Farm Insurance

Cos. 州立农业保险 美国 保险62 Tokyo Electric Power 东京电力 

日本 电力煤气63 UBS 瑞士联合银行 瑞士 银行64 Dai-ichi

Mutual Life Insurance 第一生命 日本 保险65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美国国际集团 美国 保险66 Home Depot 家

庭百货 美国 零售67 Morgan Stanley Dean Witter 摩根士丹利添

惠 美国 证券经纪68 Sinopec 中国石化 中国 石油化工69 ENI 埃

尼 意大利 炼油70 Merrill Lynch 美林 美国 证券经纪71 Fannie

Mae 范妮梅 美国 金融72 Unilever 联合利华 荷兰/英国 食品73

Fortis 福尔蒂 荷兰/比利时 保险74 ABN AMRO Holding 荷兰银

行 荷兰 银行75 Metro 麦德龙 德国 零售76 Prudential 保诚保险 

英国 保险77 State Power Corporation 国家电力公司 中国 电力78

Rwe Group 莱茵集团 德国 电力煤气79 Compaq Computer 康柏

电脑 美国 计算机80 Repsol YPF 莱普索尔 西班牙 炼油81 Pemex

墨西哥石油 墨西哥 原油82 McKesson HBOC 麦卡森 美国 零

售83 China Petroleum 中国石油天然气 中国 炼油84 Lucent

Technologies 朗讯科技 美国 电子电气85 Sears Roebuck 西尔斯

罗巴克 美国 零售86 Peugeot 标致 法国 汽车87 Munich Re

Group 慕尼黑再保险 德国 保险88 Merck 默克 美国 制药89

Procter amp. Johnson 强生 美国 制药144 Allstate 好事达保险 美

国 保险145 Robert Bosch 罗伯特博世 德国 电子电气146 Alcatel 

阿尔卡特 法国 电子电气147 UtiliCorp United 公用事业联合公



司 美国 电力煤气公用148 Tyco International 特科国际 美国 电

子电气149 Hyundai Motor 现代汽车 日本 汽车150 Bayer 拜尔 德

国 化学151 Aegon 的 荷兰 保险152 Ito-Yokado 伊藤洋华堂 日本

零售153 International Paper 国际造纸 美国 纸产品154 Nokia 诺

基亚 芬兰 电子电气155 Nippon Mitsubishi Oil 日本三菱石油 日

本 炼油156 Olivetti 好利获得 意大利 电信157 Wells Fargo 富国

银行 美国 银行158 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 三菱重工 日本 工

农业设备159 GlaxoSmithKline 葛兰素史克 英国 制药160 Petrobr

ás 巴西石油 巴西 炼油161 Aetna 安泰 美国 保险162 Daiei 大荣 

日本 零售163 Saint-Gobain 圣戈班 法国 玻璃164 United

Technologies 联合技术 美国 航空航天165 Prudential Ins. Co. of

America 美国宝德信人寿保险 美国 保险166 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雷曼兄弟 美国 证券经纪167 Bank of Tokyo-Mitsubishi 

东京三菱银行 日本 银行168 Telefónica 西班牙电话 西班牙 电

信169 PGamp. Sun Alliance Insurance Group 皇家太阳保险集团 

英国 保险173 J. Sainsbury 桑斯博里 英国 零售174 Walt Disney 沃

特迪斯尼 美国 娱乐175 ConAgra 康尼格拉 美国 食品176

Lockheed Martin 洛克希德马丁 美国 航空航天177 Bank One

Corp. 第一银行 美国 银行178 Barclays 巴克莱银行 英国 银

行179 Jusco 吉之岛 日本 零售180 Honeywell International 霍尼韦

尔国际 美国 航空航天181 Nippon Steel 新日铁 日本 金属182

Sumitomo Bank 住友银行 日本 银行183 Tosco 的 美国 炼油184

First Union Corp. 第一联合银行 美国 银行185 Société Gén

érale 兴业银行 法国 银行186 Kansai Electric Power 关西电力 日

本 电力187 Dresdner Bank 德累斯顿银行 德国 银行188

American Express 美国运通 美国 金融189 Statoil 挪威石油 挪威 



炼油190 Sprint 斯普林特 美国 电信191 Westdeutsche Landesbank

西德意志银行 德国 银行192 Lloyds TSB Group 劳埃德集团 英

国 银行193 LG International 乐喜金星国际 韩国 多样化194

Southern 南方 美国 电力煤气195 Supervalu 超价商店 美国 零

售196 Enel 国家电力 意大利 电力197 Alcoa 美国铝业 美国 金

属198 East Japan Railway 东日本铁路 日本 铁路运输199 Dow

Chemical 道化学 美国 化学200 ABB 阿西布朗勃法瑞 瑞士 电子

电气201 Microsoft 微软 美国 软件202 Groupe Pinault-Printemps 

皮诺春天集团 法国 零售203 Tomen 东绵 日本 多样化204

FleetBoston 佛雷特波士顿银行 美国 银行205 CNP Assurances 法

国国家人寿保险 法国 保险206 Intesabci 的 意大利 银行207

AutoNation 的 美国 汽车销售服务208 Alstom 阿尔斯通 法国 电

子电气209 Indian Oil 印度石油 印度 炼油210 Preussag 普罗伊萨

格 德国 多样化211 Georgia-Pacific 佐治亚太平洋 美国 纸产

品212 Vodafone 沃达丰 英国 电信213 Industrial &amp.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 银行214 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 西班牙 银行215

TXU 德州公用 美国 电力煤气216 El Paso Corp. 的 美国 能源217

Nichimen 日绵 日本 多样化218 Groupe Auchan 的 法国 零售219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纽约人寿保险 美国 保险220

Bristol-Myers Squibb 百时美施贵宝 美国 制药221 Phillips

Petroleum 菲利普石油 美国 炼油222 Samsung Life Insurance 三

星人寿保险 韩国 保险223 Walgreen 沃尔格林 美国 零售224

Novartis 诺华 瑞士 制药225 UnitedHealth Group 联合健康集团 

美国 医疗健康226 Commerzbank 德国商业银行 德国 银行227

Crédit Lyonnais 里昂信贷银行 法国 银行228 China



Telecommunications 中国电信 中国 电信229 Loews 洛斯 美国 保

险230 Japan Tobacco 日本烟草 日本 烟草231 Aventis 安内特 法

国 制药232 KDDI 的 日本 电信233 Coca-Cola 可口可乐 美国 饮

料234 PepsiCo 百事公司 美国 饮料235 Tech Data 技术数据 美国

零售236 Sara Lee 沙拉李 美国 食品237 Chubu Electric Power 中

部电力 日本 电力238 Sanyo Electric 三洋电机 日本 电子电气239

AMR 美利坚公司 美国 航空公司240 Caterpillar 卡特彼勒 美国 

工农业设备241 Japan Postal Service 日本邮政 日本 邮递包裹242

Rabobank 拉博银行 荷兰 银行243 CVS 的 美国 零售244 LG

Electronics 乐喜金星电子 韩国 电子电气245 Viacom 维亚康姆 

美国 娱乐246 Cigna 信诺 美国 保险247 Abbey National 阿比国

民银行 英国 银行248 Asahi Mutual Life Insurance 朝日生命 日本 

保险249 Bergen Brunswig 伯根布鲁斯威格 美国 零售250 Toy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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