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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互联网企业 100 强 

排名 中文名称 企业简称 主要品牌 

1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腾讯 微信、QQ、腾讯网、腾讯游戏 

2 阿里巴巴集团 阿里巴巴 淘宝、天猫、优酷、土豆 

3 百度公司 百度 百度、爱奇艺 

4 京东集团 京东 京东商城、京东金融 

5 网易集团 网易 网易、有道 

6 新浪公司 新浪 新浪网、微博 

7 搜狐集团 搜狐 搜狐、搜狗、畅游 

8 美团点评集团 美团点评 美团、大众点评 

9 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携程旅行网 携程旅行网、途风旅行网 

10 三六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六零 360 安全卫士 

11 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小米 小米、MIUI 系统、小米商城、米家 

12 苏宁控股集团 苏宁控股 苏宁易购、苏宁金融、苏宁文创、苏宁软件 

13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鹏博士 长城宽带、大麦影视 

14 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宿科技 网宿 

15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用友 用友 

16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明珠新媒体 BesTV 百视通、SiTV、五岸传播 

17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网 新华网 

18 三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三七互娱 37 游戏、37 手游 

19 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饿了么 饿了么、蜂鸟即时配送 

20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软集团 东软、熙康云医院 

21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二三四五 

2345 网址导航、2345 王牌浏览器 

2345 贷款王 

22 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凤凰网 凤凰新媒体、凤凰网 

23 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钢银电商 钢银 

24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顺网科技 网吧管家、顺网星传媒 

25 广州多益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多益网络 神武、梦想世界 

26 同程旅游集团 同程集团 同程国旅、同程金服 

27 宜人贷公司 宜人贷 宜人财富、宜人贷借款 

28 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昆仑万维 昆仑万维 

29 南京途牛科技有限公司 途牛旅游网 途牛旅游 

30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游族网络 少年三国志、大皇帝女神联盟 

31 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 联动优势 联动信息、联动支付、联动国际 

32 杭州边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边锋网络 边锋游戏、游戏茶苑 

33 北京车之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汽车之家 汽车之家 

34 北京搜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房天下 房天下 

35 上海找钢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找钢网 找钢商城、胖猫物流 

36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财富 东方财富网 

37 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4399 4399 小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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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中文名称 企业简称 主要品牌 

38 北京怡生乐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乐居 乐居 

39 美图公司 美图 美图秀秀、美颜相机、美拍 

40 竞技世界（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竞技世界 JJ 比赛 

41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内涵段子 

42 深圳市迅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迅雷网络 迅雷 

43 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网 东方网 

44 上海连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连尚网络 WiFi 万能钥匙 

45 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咪咕公司 咪咕音乐、咪咕视讯、咪咕数媒 

46 北京中钢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中钢网 中钢网 

47 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龙 魔域、征服、英魂之刃 

48 苏州蜗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蜗牛数字 蜗牛网、免商店、免卡、九阴真经 

49 黑龙江龙采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龙采 龙采 

50 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朗玛信息 39 健康网、贵阳互联网医院、蜂加 

51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吉比特 问道 

52 杭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 泰一指尚 DATAMUST、T-DATA、AdMatrix 

53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央视网 央视网、央视影音、中国 IPTV 

54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网 人民网、人民视讯、环球网 

55 深圳市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梦网科技 码信通 

56 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快乐阳光 芒果 TV 

57 上海波克城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波克城市 波克平台、波克捕鱼、捕鱼达人 

58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拓维信息 云课云宝贝智慧幼教平台 

59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六三 
263 云通信及企业邮箱、263 互动直播、

iTalkBB 蜻蜓 

60 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司 世纪互联 世纪互联、蓝云、快网、光载无限 

61 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微贷网 微贷网 

62 北京六间房科技有限公司 六间房 六间房、石榴直播 

63 上海米哈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米哈游 崩坏学园 

64 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暴风集团 暴风影音、暴风商城、暴风金融 

65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环新网 光环云 

66 海南易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易建科技 海航云平台、智慧机场云平台 

67 山东开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创集团 开创 

68 佳缘国际有限公司 世纪佳缘 世纪佳缘网、佳缘金融 

69 重庆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 猪八戒网 猪八戒网 

70 有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米科技 有米广告、ADMIX、米汇 

71 上海塑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塑米信息 塑米城 

72 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斗鱼直播 斗鱼直播 

73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科大讯飞 讯飞输入法、讯飞听见、晓译翻译机 

74 杭州卷瓜网络有限公司 蘑菇街 蘑菇街 

75 深圳市思贝克集团有限公司 思贝克 思贝克商城 

76 福建利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利嘉电商 你他购 

77 上海晨之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晨之科 咕噜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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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河南锐之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锐之旗 锐之旗、企汇网 

79 江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运满满 运满满 

80 湖南竞网智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竞网 竞网营销 

81 中至数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至集团 中至长尾广告、2217 游戏 

82 浙江省公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信产 店完美联盟、数字教育云、翼眼 

83 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酷狗音乐 酷狗音乐 

84 广州游爱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游爱网络 风云天下 OL、比武招亲、塔王之王 

85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盛天网络 易乐游、战吧、58 游戏网 

86 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都信息 首都信息 

87 沪江教育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沪江 沪江网校、CCtalk、开心词场 

88 心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心动网络 横扫千军、神仙道、天天打波利 

89 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三六五网 三六五淘房、租售宝、安家贷 

90 换车网（武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换车网 换车网、帮帮卖车、卡班金融 

91 北京亿玛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亿玛在线 易博 DSP、亿起发、易购网 

92 上海誉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誉点 雷霆之怒、赤月传说 2、皇图 

93 北京洋浦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梆梆安全 梆梆安全 

94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飞利信 飞利信 

95 北京亿起联科技有限公司 亿起联科技 点入魔方、PandaMobo 

96 厦门美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美柚 美柚、柚宝宝、柚子街 

97 金华比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金华比奇 5173 中国网络游戏服务网 

98 广州趣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趣丸网络 TT 游戏、TT 直播 

99 山东广电新媒体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 IPTV、齐鲁网 

100 厦门鑫点击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点击网络 点击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