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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19 试飞

启动万亿美元大市场

波音预测，中国将在 2024 年超

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场。

到 2035 年，中国的客运飞机需求量是

6810 架。其中，宽体飞机 1560 架，

支线飞机 140 架，单通道飞机 5110 架，

价值一万亿美元以上。

在未来 20 年，单通道飞机是中国

客机市场的主流机型，中国该机型的需

求预测是 5350 亿美元，占该国客机份

额的 75%，这些机型目前由波音和空

客主宰。

通常一件大型民用航空器的盈亏平

衡产量是 300 架，目前商飞已经收到

了 570 多架订单，C919 已经具备了

盈利的条件。

除了整体外形和气动方案完全由国

内自主设计完成以外，机体大部分零件

也由国内厂商生产提供。其中，机头由

成飞生产，机身分别由洪都集团、西飞、

沈飞、上飞生产，机翼由西飞、昌河、

航天 306 所等生产，其他供应商还包

括哈飞、637 所等，整体国产化率达

到了 50% 以上。

5G 网络投资

至少在 2018 年启动

根据 GSMA 的统计，全球移动运

营商的固定资产投资在 2015 年达到了

峰值，接近 2000 亿美元，并从 2016

年开始下降，直接降低了 6%。GSMA

预计这一下滑趋势将一直持续到 2020

年，5G 网络投资逐步启动。

具体到中国市场，2017 年三大运

MFC行业观察
文 | 刘明星，李建，王思杰

      冲压加工和钣金制作是制造业的一个小链条，生产情况受下游行业的需求左右。

本期杂志整理了二十多个行业的宏观情况，供业内同行参考。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及时跟进朝阳行业和复苏行业，将乘着风口自由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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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资本开支将减少 462.1 亿元，同

比降幅高达 13%，这对于高度依赖国

内市场的中兴和华为以及配套供应商来

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5G 技术首个标准化部署预计最早

于 2019 年实现试商用，3GPP 首个

5G 规范标准将于 2018 年 3 月前完成。

预计 2019 年至 2025 年，标准化

5GNR 基础设施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

将达 70％，2025 年底年度支出将超

过 1449 亿元，下一代核心网和传输网

络基础架构约合人民币 483 亿。

2017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

全球有望突破 110 万辆

2017 年 3 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

市场重回正轨，销量超过 9 万辆，同

比增长 50%。从目前销量的增长速度

来看，预计 2017 年全球新能源乘用车

销量将达到 110 万。

舰船行业还有 10 年

稳定发展期

由于守卫南海、东海国门以及远洋

训练和维修轮换的需求，预测未来中

国将至少有 4 个以上的航母战斗群，

舰船领域还将有 10 年左右的稳定发展

期。目前国产航母技术水平落后美国至

少 30 年，该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核动力推进装备和大功率发动机还是制

约的瓶颈，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

机械行业上市公司第一季度

营收利润同比暴涨

机械行业 255 家上市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总营业收入为 1456 亿元，

同比增长 30%；净利润为 86 亿元，

同比增长 244%，主要由于市值较大的

工程机械板块公司第一季度业绩大幅增

长，受益于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运作

模式）项目集中落地及基建项目密集开

工。

机械行业上市公司 2011 ～ 2016

年整体毛利率在 22% ～ 23%，基本

保持平稳；净利率呈总体下降趋势，

从 2011 年的 9.2% 下降到 2016 年的

4.03%，下降幅度超过一半；其主要原

因是公司的管理费用的提高，自 2011

年的 6.55% 提高到 2016 年 9.97%，

与近年来人工成本的提高有密切关系，

因为机械行业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行

业。

第四批新能源汽车推荐目录

发布，共涉及 96 家企业

453 个车型

2017 年 5 月 2 日，工信部发布第

四批新能源汽车推荐目录，共包括 96

户企业的 453 个车型，其中纯电动产

品共 93 户企业 407 个型号、插电式混

合动力产品共 17 户企业 44 个型号、

燃料电池产品共 2 户企业 2 个型号。

2017 年以来，工信部已累计发布 4 批

推荐车型目录，共包括 136 户企业的

1473 个车型。目前大量的资本从各行

各业涌入新能源汽车行业，在目录关闭

之前，获得准生证。

锂电池行业井喷式发展

锂电池行业是 2016 年新三板挂

牌情况和整体业绩表现较好的几大细

分行业之一。新三板锂电池行业共 68

家企业，公布 2016 年报的企业共 61

家。2016 年新三板锂电池行业涨势

迅猛，净利润 ( 算术平均 ) 同比增长

307.76%。其中 34 家企业 2016 年净

利润达到 1000 万元以上，37 家企业

2016 年营业收入达到 1 亿元以上。

清洁能源：

分布式光伏电站井喷式发展

2017 年 第 一 季 度， 全 国 光 伏 发

电保持较快增长，新增装机达到 721

万千瓦，与 2016 年同期基本持平。

其中，集中式光伏电站新增装机 478

万 千 瓦， 同 比 下 降 23%； 分 布 式 光

伏 新 增 装 机 243 万 千 瓦， 同 比 增 长

151%。

全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 8463 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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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其中集中式光伏发电装机 7188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 1275

万千瓦。

从区域看，安徽、浙江、河南第一

季度新增装机均过 GW，分列前三位；

江苏、陕西、河北、江西、山东紧随其

后。中东部地区成为全国主要增长区域，

新增装机 639 万千瓦，占全国新增装

机的 89%。

可燃冰试采成功，“未来能源”

取得历史突破

2017 年 5 月 18 日，我国南海神

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 ( 可燃冰 ) 试采实

现连续超过 7 天的稳定产气，我国成

为全球第一个实现在海域可燃冰试开采

中获得连续稳定产气的国家，这将改变

我国的能源结构。

LED/ 激光投影电视产业

正成为重要发展机会

LED/ 激光投影电视产品，符合了

时代对高清大片的观看体验要求，产品

性能较原有的投影设备大幅提升，未来

将成为家庭大型娱乐屏幕的载体。投影

光机是整个投影设备最核心部分，其芯

片有三种主流方案：3LCD、LCOS、

DLP。其中，德州仪器公司的 DLP 芯

片的机械反光阵列方案技术和性价比占

优，市场推广成功，争取到了产业链大

部分厂商的支持。未来投影技术方案可

能成为 DLP 方案一家独大的局面。这

将侵蚀传统的电视机市场。

黑电销售持续走低，

收入小幅下滑

根据产业在线的数据，2017 年彩

电内销量同比 -5.3%，根据奥维咨询

的数据，成本压力下的彩电整机价格回

升，零售额同比 +1.8%，行业整体内

销下滑。

长材供给进一步紧缩，基建投

资稳定，价格有望继续坚挺

地条钢企业主要生产的是螺纹钢、

线材等长材产品，产能至少有 1.2 亿吨，

产量至少在 6000 万吨以上。虽然合规

的长材企业已经开足马力在生产，但仍

然无法迅速弥补“地条钢出清”带来的

市场缺口，导致长材价格今年整体持续

攀升。

以螺纹钢价格为例，截止到 5 月

17 日，全国螺纹钢价格为 3772 元 / 吨，

比年初增长 462 元，上升 13.96%；

比 2017 年 4 月底增长 228 元，上升

6.43%。

从已公开的 4 月份宏观经济数据

来看，房地产投资增速未见明显下降，

基建投资仍然保持较大规模，下游需求

暂未现明显萎缩，估计长材价格在未来

一段时间仍将保持坚挺。

3C 行业新工艺和新产品

机会不断

3C 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对软

硬件体检的改善要求越来越高，更加切

合消费者需求的新技术新工艺将成增长

的亮点。

金属机壳已经成为高端智能手机

的标配，金属外壳的加工较为精密，

CNC 精密机床和冲床必不可少，2016

年，中国数控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为 78

万台，同比增长 2.2%。预计 2017 年

中国数控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将达到 80

万台，2021 年其产量将达到 85 万台。

由于 5G 通信对手机通信传输质量

的高要求，陶瓷机壳比金属机壳有优

势。技术进步将促进陶瓷机壳的良品率

提高，将部分替代目前的金属和塑料机

身。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

3C 市场规模于 2020 年达到 2.98 万

亿美元，3C 产业自动化设备的需求有

望进一步扩大。我国是全球 3C 制造业

中心，但自动化设备渗透率较低，以自

动化程度最高的富士康苹果手机生产

线为例，其对应的自动化程度也仅约

30%。

“一带一路”给工程机械、轨

道交通和核电带来巨大商机

“一带一路”沿线的 65 个国家的

人口基数大，基建水平较低，处于高速

成长期，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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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至 2016 年，中国同“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 3 万

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投资累计超过 500 亿美元，还将加大

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向丝路

基金新增资金 1000 亿元人民币，鼓励

金融机构开展预计规模为 3000 亿元的

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国开行、进出口

银行将分别提供 2500 亿元和 1300 亿

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

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

作，工程机械、轨道交通和核电将从中

显著获益。

核电作为清洁能源替代火电

趋势明显

2017 年内中国计划建成三门 1 号

机组、福清 4 号机组、阳江 4 号机组、

海阳 1 号机组、台山 1 号机组等项目，

新增装机规模 641 万千瓦；还将积极

推进具备条件项目的核准建设，年内计

划开工 8 台机组：三门 3、4 号机组，

宁德 5、6 号机组，漳州 1、2 号机组，

惠州 1、2 号机组等项目前期工作，项

目规模 986 万千瓦。

环保相关行业是未来十年

中国最火的行业

2017 年 5 月，环保部发布《2017

年全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系统

部署了全国环境监测重点任务，印发《排

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关

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

见》，推进企业自查，火电及锅炉、造

纸行业现行实施。环保督查高压将维持

常态化，超低排放、黑臭水体流域治理、

清洁能源及节能、土壤修复及危废处理

等细分领域将有巨大商机。

2016 年年报陆续发布，沪深 A 股

环保公司实现营收 617 亿元，同比增

长 29%，归母净利润 71.75 亿元，同

比增长 27%，环保行业景气度持续提

升，前十名公司的净利润占比由 2015

年的 43% 提升至 56%。

京津冀环保督查愈加严格

环保部透露，已将京津冀及周边重

点区域“2+26”城市 (2 指北京市和天

津市，26 指河北省石家庄、唐山、保定、

廊坊、沧州、衡水、邯郸、邢台，山西

省太原、阳泉、长治、晋城，山东省济

南、淄博、聊城、德州、滨州、济宁、

菏泽，河南省郑州、新乡、鹤壁、安阳、

焦作、濮阳、开封等 26 个城市 ) 按照

3km×3km 划分网格，共计 36793 个。

暨环保部 4 月陆续派出 7 个巡查

组对“2+26”城市中，除山西省外的

24 个城市开展为期一周的巡查之后，

从全国抽调 5600 名环境执法人员开展

督查；将在京津冀“2+26”个通道城

市成立 28 个 8 人专项督查组，2 周轮

换，全年 25 次督查，力度空前。

河北省将实行大气污染防治

考核和问责

河北将对各地空气质量达标情况、

空气质量改善率和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

作完成情况及大气污染防治日常督察、

定期督察巡视情况进行年度考核。考核

结果将交到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

据。同时，河北还将建立县级大气污染

防治考核结果与财政挂钩的资金奖罚机

制。

4 月 19 日以来，河北廊坊市大城

县的多位官员因“污水渗坑”事件落马，

全省对污水排放的整理力度空前，沧州

和廊坊两大钣金集中区域的喷涂和电镀

业务已经受到严重影响，部分企业形容，

接洽电镀业务如同开展地下工作。

风电 2017 年同比将至少

增加 18%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公布 2016

年全国电力工程建设规模。其中，风

电 工 程 投 产 260 个 项 目， 装 机 容 量

1971 万千瓦；新开工项目 192 个，

装 机 容 量 1251 万 千 瓦； 风 电 工 程

2017 年在建项目 399 个，装机容量

2756 万千瓦。2016 年风电吊装容量

23.37GW，预计 2017 年吊装量至少

同比增长 18%。2016 年新开工项目

还有 12.51GW，如果部分新开工项目

进展较快，则 2017 年风电吊装容量可

能达到 30G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