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经济

1、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根据 2015 Insee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大区GDP

达 15.2万欧元，占法国 7.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

2.74万欧元，洛林、阿尔萨斯、香槟-阿登 GDP分别

为：5.8万欧元、5.69万欧元、3.7万欧元，分别占大

区生产总值 38.1%、37.4%、24.5%，按人均 GDP排名，

洛林 2.5万欧元、阿尔萨斯 3万欧元、香槟-阿登 2.8

欧元。

2、企业数量及行业分布情况

根据 2018年法国企业名录统计显示，大区共有企

业 202651家，其中，从事服务业的企业最多，共 89078

家、商业（73257家）、建筑业（22469家）、工业（17847

家）位列其后。2016年，大区新增企业达 31014家（据

2016年 Insee创建公司数量统计显示），主要包括：服

务业（16346家）、商业（9169家）、建筑业（3731家）、

工业（1768家）。

阿尔萨斯共有企业 75946家、其中，从事服务业

的企业共 34238家、商业（27642家）、建筑业（8368

家）、工业（5698家）。2016年，阿尔萨斯企业增加

12287家，主要包括：服务业（6932家）、商业（3497

家）、建筑业（1230家）、工业（628家）。



香槟-阿登共有企业 80139家，其中，从事服务业

的企业共 33931家、商业（29671家）、建筑业（9609

家）、工业（6931家）。2016年，企业增加 6691家，

主要包括：服务业（3452家）、商业（1996家）、建筑

业（852家）、工业（391家）。

洛林共有企业 46566家，其中，从事服务业的企

业共 20909家、商业（15944）、工业（5218家）、建

筑业（4495家）。2016年，企业增加 12036家，主要

包括：服务业（5962家）、商业（3676家）、建筑业（1649

家）、工业（749家）。

3、区内主要大、中型企业概况

（根据 2018 年 IGN 多媒体、CCI 调查数据，按员

工人数排名）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员工总人数 城市

标志雪铁龙

Peugeot Citroën
Automobiles PSA

汽车制造商 7000-8999人
米卢斯周边

（Mulhouse）

Würth France

专业工具、设备制造商

（ Fabrique et distribue des

produits de qualité destinés aux

professionnels du bâtiment, de

l’automobile et l’industrie）

3000-4999人

埃尔斯坦

（Erstein）

标志雪铁龙 PSA 汽车制造商
梅斯周边

（Metz）

SOVAB

(Société de Automobiles

Automobiles de Batilly)

汽车设备制造商
2000-2999人

巴蒂利

（Batilly）

阿尔萨斯电力公司 能源公司（核电站） 阿尔萨斯



Groupe EDF-ES Le fournisseur d'énergie （Alsace）

海格集团

Hager Electro

住宅、商业及工业建筑

电气安装及服务供应商

(fournisseurs leaders en matière

de solutions et de services pour

les installations électriques dans

les bâtiments résidentiels,

tertiaires et industriels)

奥贝奈

(Obernai)

法国舍弗勒

Schaeffler FRANCE

工业设备供应商 (La

fabrication comprend des

roulements, des guidages

linéaires, des éléments de moteurs

et des pièces de découpage de

précision)

阿格诺

（Haguenau）

阿塞洛米塔尔及洛

林钢铁集团

ArcelorMittal
Atlantique et

Lorraine

钢铁制造集团
弗洛朗日

（Thionville）

法国电力公司

Electricité de France
能源公司(核电)

1500-1999人

夏龙昂香槟

(Châlons-en-
Champagne)

标志雪铁龙 PSA 汽车制造商
雷泰勒

（Rethel）

法国电力公司

Electricité de France
能源公司（核电）

香槟-阿登
(Champagne-

Ardenne)
德国马牌（又名大

陆集团）Continental
轮胎制造、汽车配件供

应商
1000-1499人

阿尔萨斯

（Alsace）
法国电力公司

Electricité de France
能源公司（核电）

弗洛朗日

（Thionville）
法国米其林轮胎制

造 Manufacture française

Michelin

米其林轮胎制造商 800-899人
戈尔贝

（Golbey）

Axon Cable

专为高科技领域设计、定

制、生产电线、复合电缆、

扁平电缆、电缆组件、连接

器等电子方面产品的制造

700-799人
蒙米赖

（Montmirail）



商 (Axon'Cable excelle dans la

conception et la fabrication de fils,

câbles, cordons, harnais terminés

et solutions d'interconnectique

pour les applications haute

technologie)

Lisi Aerospace

用于航天、航空制造机身及

飞机发动机的固定件及结

构部件制造商（ un spécialiste

mondial de la fabrication d'éléments

de fixation et de composants

structurels utilisés pour la cellule et le

moteur de l'avion.）

600-699人
奥布河畔巴

（Bar-sur-Aube）

4、区内企业集群

所在城市 集群名称 主要产业领域

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Alsace Biovalley医疗竞争力集
群

生物技术、制药、数字

化、科技（LorNTec）
领域

French Tech Alsace 法国阿尔
萨斯科技创新竞争力集群

米卢斯

（Mulhouse）
French Tech Alsace 法国阿尔
萨斯科技创新竞争力集群

数字化、科技、未来汽

车领域

埃皮纳勒

(Épinal)

LorNTech 又 称 métropole
French Tech 法国创新科技集
群

材料、能源、数字化、

科技领域

南锡

(Nancy)

Hydreos水利部门竞争力集群 数字化、科技、化学、

能源、环境、生态技术LorNTech

梅斯

(Metz)

Materalia竞争力集群 航空、汽车、能源、健

康、数字化、科技领域LorNTec

泰昂维

(Thionville)
LorNTech法国创新科技集群 数字化、科技领域

兰斯 Le pôle Industries et 农业、数字化、科技领



(Reims) Agro-Ressources工、农业资源
集群，简称 IAR（专业开发、
替代农业、森林、藻类植物生

产石油原料的产品及技术)

域

Reims Tech兰斯创新科技集群

沙勒维尔－梅济耶

(Charleville-Mézières)
Materalia竞争力集群

航空、汽车、能源、健

康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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