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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空调：上半年高速增长，下

半年降温

2018 年上半年，中国家用空调行

业的总生产量是 8792 万台，同比增

长 13.2%，总的销量是 9070 万台，

同比增长 14.3%，其中内销出货总量

是 5260 万台，同比增长 21.1%，出口

总量是 3810 万台，同比增长 6%。在

2017 年同期高基数的基础上再创出新

的历史高点，是任何一个传统家电产品

都很难企及的。 

2018 上半年家用空调行业增长的

不仅仅是数量，还有单价和销售收入。

尤其是国内市场，一方面由于大宗原材

料价格上半年企稳且有回落，空调制造

成本压力有所减小，另一方面产品结构

的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升了整体价格

水平。今年上半年家用空调终端产品的

零售价格上涨幅度在 10% ～ 15%。 

2018年的8月是多事之秋，中美贸易战的前景尚不明了，经济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很多企业都迫切了解上下

游行业的情况。我们整理了冲压钣金行业的相关数据，供企业决策用，其中电力、内燃机、景气指数和工业产值等宏观

数据，比较客观地反映不同省份，不同行业的发展趋势，值得参考。

中国家用空调行业虽然在下半年出现了降温，但是并未到“寒冬”，多场所、

多应用的特征使得空调拥有其他家电产品所不具备的成长空间。

7 月洗衣机出口同比下滑 日韩资惨烈

2018 年 7 月，洗衣机出口量 185.4 万台，同比下滑 4.4%，环比下滑 7.2%。

做环保行业中最优质的中国制造,成为最受尊敬和信赖的行业专家。

专注于工业生产环境空气洁净和污染治理

持续服务数百家大型企业，配套众多一线品牌

以环保科技的力量，让工作环境更美好。

营销网络覆盖全国，安装售后专业保障

一体式滤筒除尘器 移动式烟尘净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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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出口量是年度第二低值，同比环比

均有下滑。诸多厂商中，美的出口量略

有浮动，同比增幅极为平缓；7 月海尔

出口量排名第二，出口量同比增幅显著，

成绩让人欣喜；大多韩资、日资厂商出

口量同比大幅下滑。另外部分中资厂商

2017 年同期基数较小，出口量同比增

幅显著。  

7 月全自动波轮产品出口量同比略

有上浮，同比增幅仅为 0.1%；其他产

品出口量同比增长 7.6%。全自动滚筒

和双缸洗衣机出口量同比下滑，前者下

滑幅度 3.3%，后者下滑较为惨烈，同

比下滑幅度超过 10%，且本月出口量从

2017 年同期的近 60 万台，直线下滑至

不足 50 万台。在全自动波轮洗衣机市

场，美的、吉德、TCL 等厂商同比增量

较大，日资出口量下滑惨烈。在全自动

滚筒市场，许多主力厂商出口量同比呈

现增势，但韩资 LG 和三星大幅下滑，

二者合计下滑量超过 10 万台，巨大的

下滑量扭转了整体局势。

7 月洗衣机内销降温同比增速低

于前几月

2018 年 7 月，洗衣机行业进入淡

季最后一个月，行业整体形势略显惨淡。

7 月产量 451.8 万台，同比增长 0.8%；

销量 456.0 万台，同比下滑 0.7%。

2017 年同期璀璨靓丽的内销市场，

2018 年挣扎几个月后，出货量增速已

连续两个月低于 5%，7 月内销出货量

301.1 万台，同比增长 2.4%。2017 年

和上半年内销细分市场增长，厂商纷纷

使出浑身解数，抢占份额，未来形势趋

缓。出口市场，东南亚热销，北非和中

东政治动荡影响行业发展，出口量连续

三个月同比下滑。2018 年 7 月，洗衣

机出口量 154.8 万台，同比下滑 6.2%。

7 月冰箱：内销拖累 产销双降

7 月冰箱行业产销继续下行，主要

受内销拖累，出口的小幅增长也未能挽

救整体的颓势。在经过 6 月的线上线下

联动促销之后，7 月内销市场表现疲软，

一部分原因是内需不旺，另外均价的大

幅上涨也是比较重要的原因，其中一二

级线下市场出现大幅下滑，部分企业下

滑甚至超过 20%。

出口方面，冰箱出口依然表现出

震荡趋势，本月出口同比回归增长，而

环比延续以往的季节规律保持下滑，出

口增长主要集中在美国以及部分欧洲地

区，亚洲部分区域也有一定增长，但与

年初预期相比，除部分国家，东南亚等

新兴市场的需求增长不是很高。从产业

链整体来看，对于下半年行业大部分持

保守态度。 

7 月冰箱总产量为 629.2 万台，同

比下降 4.8%，环比下降 7.9%；总销

量为 642.7 万台，同比下降 2.7%，环

比下降 10.3%；本月库存 387.6 万台，

与上月相比下降 3.4%，与去年同期相

比下降 5.1%。内外销来看，冰箱出口

量为 291.9 万台，同比增长 7.4%，环

比下降 10.2%；冰箱内销量 350.8 万台，

同比下降 9.8%，环比下降 10.4%。

下半年中央空调市场取决于相关

行业的投资景气指数

2018 上半年，中国中央空调行

业销售规模 478.55 亿元，同比增长

12.44%，相较 2017 年同期增长率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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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近一半。各类房产的限购政策对家装

零售业的影响于 2018 年 3 月开始全面

展现，工程配套项目市场逐渐升温表现

出了积极的后续潜力。相较于过 2017

年中央空调产品销售额的井喷式增长，

上半年中央空调行业发展回归理性，增

幅更加平稳。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 月份制

造业 PMI 为 51.2%，虽环比回落 0.3

个百分点，但连续 5 个月位于 51.0%

以上。在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14 个行

业的 PMI 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医药制

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

航天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

PMI 均位于 53.0% 及以上的较高运行

区间，实现较快增长。 

服务业同样高歌猛进、持续扩张。

7 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0%，在

调查的 20 个行业中，15 个行业的商务

活动指数处于扩张区间，其中铁路运输、

航空运输、电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

位于 60.0% 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业

务总量较快增长。 

医药制造、铁路船舶及电气机械的

持续高增长显示出这些领域市场的活力

与需求。工程配套项目随着相关产业的

蓬勃发展表现出旺盛的需求，上半年的

升温有望在下半年更进一步。 

7 月 27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

“在交通、油气、电信等领域推介一批

以民间投资为主、投资回报机制明确、

商业潜力大的项目”作为深化投资领域

“放管服”改革，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的重要举措，无疑为该领域的配套市场

提供了“强心剂”般的政策保障。

2018 年 7 月汽车产销下降，新

能源车销量同增 47.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

据显示，7 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04.3 万辆和 188.9 万辆，产销量环比

分别下降 10.8% 和 16.9%，同比分别

下降 0.7% 和 4%，为今年除春节外，

第一个同比下降的月份。

1 月～ 7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10 万辆和 1595.5 万辆，产销量同

比分别增长 3.5% 和 4.3%，销量增速

高于 2017 年同期 0.2 个百分点，产销

量增速比 1 月至 6 月增速分别回落 0.7

和 1.3 个百分点。

中汽协认为，车市总体表现符合年

初预期。分车型来看，乘用车销量明显

低于 2017 年同期水平。7 月，乘用车

产销分别完成 172.5 万辆和 159 万辆，

环比分别下降 10.6% 和 15.2%，同比

分别下降 1.9% 和 5.3%，销量明显低

于产量。1 月～ 7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

同比增长 2.6% 和 3.4%，在乘用车四

类车型中，轿车和 SUV 产销保持增长，

但 MPV 和交叉型乘用车产销同比均呈

两位数下滑。

7 月，商用车产销继续保持增长，

但增速下滑，当月产销分别完成 31.8

万辆和 30 万辆，产销量环比分别下降

11.5% 和 25%，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3.3%，高于汽车总体 7.4 和 7.3 个

百分点，比 2017 年同期增速分别下降

18 和 15.1 个百分点。1 月至 7 月，商

用车产销分别同比增长 9% 和 9.7%。

7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完成 8.4 万

辆，比 2017 年同期分别增长 47.7%。

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完成 6 万辆，比

2017 年同期分别增长 33.6%；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销量完成 2.4 万辆，比

2017 年同期分别增长 101.1%。 

1 ～ 7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完

成 49.6 万辆，比 2017 年同期分别增

长 97.1%。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完成

37.3 万辆，比 2017 年同期分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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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完成

12.3 万辆，比 2017 年同期分别增长

160.9%。

1 ～ 7 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增长 17.1%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1 ～ 7 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 39038.1 亿元，同比增长

17.1%，增速比 1 ～ 6 月放缓 0.1 个百

分点。

1 ～ 7 月，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1913.2 亿

元，同比增长 30.5%；集体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 125.2 亿元，增长 4.1%；股份

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7801 亿元，增长

21.3%；外商及我国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 9422.4 亿元，增长 7.5%；

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0215.1 亿元，

增长 10.3%。

1 ～ 7 月，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3366.7 亿元，同比增长 53.4%；制造

业实现利润总额 33084.4 亿元，增长

14.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 2587 亿元，增长

17.8%。

1 ～ 7 月，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

32 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9 个行业

减少。主要行业利润情况如下：通用设

备制造业增长 9%，专用设备制造业增

长 23.1%，汽车制造业增长 1.6%，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1%，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0.9%。

中电联：2018 年 1 ～ 7 月份电

力工业运行简况

一、全社会用电量累计增速同比提

高，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保持

快速增长

1 ～ 7 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3877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0%, 增

速比 2017 年同期提高 2.1 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1 ～ 7 月份，第一产

业用电量 40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0%，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

为 1.1%；第二产业用电量 26883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7.0%，占全社会用电

量的比重为 69.3%，对全社会用电量增

长的贡献率为 55.0%；第三产业用电量

610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2%，占

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15.7%，对全社

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为 23.7%；城乡

居民生活用电量 5391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13.6%，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13.9%，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

为 20.2%。

分省份看，1 ～ 7 月份，全国各省

份全社会用电量均实现正增长。其中，

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9.0%）的省份有 19 个，依次为：

广西（20.4%）、重庆（14.8%）、

湖南（13.4%）、内蒙古（13.2%）、

福建（13.1%）、甘肃（12.9%）、西

藏（12.6%）、安徽（12.0%）、云南

（11.6%）、江西（10.8%）、四川

（10.7%）、湖北（10.3%）、辽宁

（10.0%）、广东（9.6%）、浙江（9.5%）、

青海（9.5%）、宁夏（9.3%）、吉林

（9.2%）和山西（9.2%）。

7 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648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8%。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用电量 72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7.9%；第二产业用电量 4557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4.6%；第三产业用电

量 103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2%；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824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4.6%。

分省份看，7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6.8%）的省

份有 17 个，其中增速超过 20% 的省份

有：西藏（24.1%）、广西（22.6%）

和重庆（21.4%）；全社会用电量增速

为负的省份为上海（－ 8.5%）、陕西（－

3.1%）、江苏（－ 0.4%）和黑龙江（－

0.3%）

二、工业和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但增速均低于全社会用电量

1 ～ 7 月份，全国工业用电量

2646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0%，占

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68.2%，对全社

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为 53.8%。7 月

份，全国工业用电量 4490 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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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4.5%，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

重为 69.2%。

1 ～ 7 月份，全国制造业用电量

1959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0%。7

月份，全国制造业用电量 3051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5.2%；制造业日均用电

量 98.4 亿千瓦时 / 天，分别比 2017 年

同期和上月增加 3.7 亿千瓦时 / 天和减

少 1.3 亿千瓦时 / 天。

2018 年 7 月内燃机行业

市场综述

根据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中国内

燃机工业销售月报》数据，2018 年 7

月全国内燃机销量延续了 6 月的下降，

市场表现较为平淡，1 ～ 7 月整体表现

较为稳定，与 2017 年同期比略有下降，

基本符合预期。

总体概述：7 月，内燃机销量

410.02 万台，环比下降 5.46%，同比

下降 2.09%；功率完成 19566.49 万千

瓦，环比下降 6.68%，同比增长 4.77%；

1 ～ 7 月，内燃机销量 3127.05

万台，同比下降 3.18%，功率完成

152174.64 万千瓦，同比增长 4.15%。

分燃料类型情况：7 月，在柴

汽油大类中，与上月比，柴油机下降

15.77%，汽油机下降 4.35%， 与

2017 年同期比，柴油机、汽油机均小

幅下降，同比下降 2.76%、2.02%。7 月，

柴油内燃机销售 35.64 万台，汽油内燃

机 374.34 万台。

1 ～ 7 月，柴油机销售 323.76

万台，同比下降 1.19%，汽油机销售

2803.12 万台，同比下降 3.40%。

分市场用途情况：7 月，在主要

内燃机分用途市场可比的口径中，与上

月比，仅船用、园林机械用内燃机环

比增长，分别为 12.27%、5.20%；

其余如乘用车、商用车用、工程机械

用、农业机械用、发电机组用、摩

托车用、小通机环比下降，分别为

3.66%、16.71%、12.40%、4.16%、

19.45%、4.84%、34.88%。与 2017

年同期比，乘用车用、商用车用、工

程机械用及船机用同比增长，分别为 

6.07%、0.22%、2.94%、1.07%；农

业机械用、发电机组用、园林机械用、

摩托车用、小通机同比下降，分别为

2.64%、23.03%、7.90%、6.53%、

30.89。7 月，乘用车用内燃机销售

161.05 万台，商用车用内燃机 25.38

万台，工程机械用内燃机 5.46 万台，

农业机械用内燃机 27.50 万台，船用

内燃机 0.18 万台，发电机组用内燃机

12.75 万台，园林机械用内燃机 26.19

万台，摩托车用内燃机 149.41 万台，

通机用 2.11 万台。

1 ～ 7 月，乘用车用、工程机械用、

船用、发电机组用内燃机销量同比增长，

分别为 2.62%、15.67%、3.85%、

7.92%；商用车用、农用机械用、园林

机械用、摩托车用、通机用内燃机同比

下降，分别为 6.01%、4.92%、5.06%、

8.97%、17.69%。1 ～ 7 月，乘用车

用内燃机销量 1216.85 万台，商用车用

内燃机 221.17 万台，工程机械用内燃

机 49.32 万台，农机用内燃机 222.83

万台，船用内燃机 1.54 万台，发电机

组用内燃机 105.39 万台，园林机械用

内燃机 200.05 万台，摩托车用内燃机

1088.67 万台，通机用内燃机 21.22 万

台。

主要品种按缸数分用途情况：

单缸柴油机主要是配套农业机械，

农机需求对其影响很大。前 6 个月降幅

较大。7 月，单缸柴油机销售 6.36 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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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下降 13.87%，同比下降 8.30%；

1 ～ 7 月销量 58.89 万台，同比下降

15.99%。排名靠前的五家企业为：常

柴、智慧农业、三环、四方、金飞鱼；

配套在农业机械领域销量 6.14 万台，

环比下降 13.60%，同比下降 8.75%，

1 ～ 7 月销量 56.77 万台，同比下降

17.07%。

多缸柴油机延续上半年回落趋

势，累计销量增长率有所回落。7 月，

多缸柴油机共销售 29.28 万台，环比

下降 16.17%，同比下降 1.46%；

1 ～ 7 月销量 264.86 万台，同比增

长 2.84%。分企业看，潍柴、玉柴、

云内、全柴、锡柴等前十名销量占总销

量的 70.47%。销量靠前的企业中，潍

柴、新柴、上柴、长城等销量同比涨幅

较大，幅度在 15% ～ 37%。多缸柴油

机用于商用车占比最大，达 63.11%，

7 月，销量 18.47 万台，环比下降

19.66%，同比下降 4.81%；1 ～ 7 月

销量 167.16 万台，同比增长 0.67%。

其中潍柴、玉柴、江铃、福田康明斯、

云内销量靠前。在各多缸企业纷纷争夺

的客车市场中，玉柴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多缸汽油机销量和乘用车市场增长

基本同步，销量同比正增长。7 月，销

售 166.96 万台，环比下降 3.66%，同

比增长 6.46%，1 ～ 7 月销量 1262.10

万台，同比增长 1.14%。上通五菱、

一汽大众、上海大众动力总成等十家销

量排在前列，其总体销量占行业销量半

壁江山，达到了 53.65%。上通五菱、

一汽大众、吉利、东风日产、重庆长

安、上海大众销量同比增幅较为明显，

涨幅在 11% ～ 50%，其中上海大众

（49.00%）、神龙汽车（48.54%）增

长最为突出。多缸汽最主要配套在乘用

车领域，占比达到 95.60%，7 月销售

159.88 万台，环比下降 3.51%，同比

增长 6.07%；累计销量 1206.54 万台，

累计同比增长 2.51%。

我国小汽油机企业众多，规模小、

散。在可比较的口径中，7 月，小汽

油机企业销售 65.80 万台，环比下降

6.18%，同比下降 11.78%，1 ～ 7 月

销量 527.87 万台，同比下降 0.11%。

销量前五名企业为隆鑫、华盛、润通、

中坚、农华智慧。在园林机械配套中销

售，7 月，销售 26.19 万台，环比增长

5.20%，同比下降 7.90%，1 ～ 7 月销

量 200.05 万台，同比下降 5.06%；在

农业机械中，7 月销量 18.32 万台，环

比下降 2.31%，同比下降 1.23%，1 ～ 7

月销量 137.70 万台，同比增长 2.49%。

上半年数据节节攀升 工程机械

未来三年将保持平稳增长

据最新数据，7 月份，纳入统计

的 24 家主要挖掘机制造企业共计销

售各类挖掘机 11100 多台，同比增长

45.28%，销量连续第三个月创下历史

同月新高。

前 7 月，挖掘机累计销量超过

13.1 万台，相比去年同期约 82700 台，

大幅增长 58.65%，全年销量创下历史

新高的可能性较上月进一步提升。

7 月份，纳入统计的国内 11 家主

要推土机生产企业共计销售各类型推土

机约 480 台，同比增长 38.8%。1 ～ 7

月，推土机累计销量达到 4950 余台，

同比增长 36.89%。

2018 年前 7 月，各品类工程机械

销量数据都呈现节节攀升的局面，预计

今年行业高速增长的形势已经确立。有

研究机构分析，基于设备存量的更新、

新增的设备需求以及企业自身发展三方

面的六大利好因素，预计工程机械行业

在未来三年内将保持平稳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