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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国互联网企业 100 强 

排名 公司名称 主要品牌 

1 阿里巴巴集团 阿里巴巴、淘宝、天猫 

2 腾讯公司 腾讯、QQ、微信 

3 百度公司 百度 

4 京东集团 京东 

5 奇虎 360 科技有限公司 360 安全卫士 

6 搜狐公司 搜狐、搜狗、畅游 

7 网易公司 网易、有道 

8 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携程旅行网、途风旅行网 

9 广州唯品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唯品会，乐蜂网 

10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宁易购、苏宁红孩子、PPTV 

11 北京新美大科技有限公司 美团、大众点评 

12 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宿 CDN、网宿科技云分发平

台 

13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小米、MIUI、多看 

14 新浪公司 新浪网、新浪微博 

15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乐视 TV、乐视商城 

16 北京搜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房天下 

17 北京五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8 同城 

18 三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37 游戏 

19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财富网、天天基金网 

20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网 

21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宽带、宽带通 

22 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4399 小游戏 

23 易车公司 易车网、易车二手车、易湃 

24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345 网址导航 

25 北京车之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汽车之家 

26 广州多益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多益游戏、战盟 

27 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龙、熊猫看书 

28 深圳市迅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迅雷、迅雷游戏 

29 乐居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乐居、房牛加 

30 途牛公司 途牛网 

31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程旅游 

32 上海景域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驴妈妈旅游网 

33 恒诚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宜人贷 

34 人人贷商务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人人贷 

35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网、人民视讯、环球网 

36 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 U 付、U 信、U 惠 

37 竞技世界(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JJ 比赛平台、JJ 斗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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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第一视频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视频、第一游戏网 

39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游族网络 

40 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钢银 

41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制造网、新一站保险网 

42 福建新中冠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喜购宝 

43 杭州边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边锋网络棋牌游戏世界 

44 广州创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377 游戏 

45 杭州卷瓜网络有限公司 蘑菇街 

46 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凤凰新媒体、凤凰网 

47 福建利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你他购 

48 北京暴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暴风影音，暴风游戏 

49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顺网娱乐在线 

50 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 滴滴出行 

51 北京寺库商贸有限公司 寺库网、寺库金融 

52 上海钢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找钢网 

53 深圳市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梦网科技 

54 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陆金所 

55 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芒果 TV 网、湖南 IPTV 

56 云游控股有限公司 91wan、菲音游戏 

57 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9 健康网、贵健康 

58 山东开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创云 

59 上海拍拍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拍拍贷 

60 北京六间房科技有限公司 六间房 

61 北京猎豹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猎豹清理大师、猎豹浏览器 

62 河南锐之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锐之旗、企汇网 

63 四川省艾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艾普宽带、艾普网络 

64 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咪咕阅读、灵犀、手机报 

65 河南中钢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中钢网 

66 浙江齐聚科技有限公司 呱呱社区 

67 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网 

68 上海格瓦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格瓦拉 

69 有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米广告、ADXMI、米汇 

70 深圳市珍爱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珍爱网 

71 上海帝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asyCDN 

72 佳缘国际有限公司 世纪佳缘网、爱真心网 

73 广州摩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梦芭莎、若缇诗 

74 武汉奇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卷皮 

75 趣游（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哥们网、牛 A 网页游戏 

76 银联商务有限公司 天天富 

77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63 云通信、263 企业邮箱 

78 苏州蜗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蜗牛游戏 

79 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365 淘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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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广州百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奥比岛、奥拉星 

81 郑州悉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世界工厂网 

82 九机网（原云南三九手机网） 九机网 

83 北京空中信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空中网 

84 湖南竞网智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智营销 

85 杭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 泰一舆情 

86 黑龙江龙采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龙采 MX 

87 金华比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5173（中国网络游戏服务网） 

88 中铁物资集团钢之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中国大宗物资网 

89 浙江省公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翼游中国 

90 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巨人游戏 

91 大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大大买钢 

92 迅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环迅支付 

93 好享购物股份有限公司 好享购物 

94 绿网天下（福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绿网天下 

95 上海车团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车团网 

96 重庆秒银科技有限公司 秒赚 

97 浙江国技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国技互联 

98 福建中金在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中金在线 

99 天翼阅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天翼阅读、氧气听书 

100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易乐游、58 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