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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自动化（FA）各公司财务分析 2018 年 3 月份结算

刷新过去最高销售额纪录之外
也有将近
8 成公司的收益增加
文 | 桑崎厚实·生产财

FA 各公司 2018 年 3 月份结算已

出炉。39 家公司之中，呈现顺利增长状

态有将近 8 成，即有 31 家在公司常规

利润基础下，收益有所增加。内需在半

导体相关市场、外需在中国市场，增长

特别顺利，其中也不乏已刷新过去最高

销售额纪录的公司。此外，现况顺利状

态今后也可望持续下去，预期 2019 年

3 月份结算收益增加的企业占多数。

设备投资需求提升

2018 年 3 月份结算 (2017 年 4 月

~2018 年 3 月 ) 的全球经济，以欧美先

进国家为中心缓慢复苏。另外，中国经

济也看到回升趋势，亚洲新兴国家也维

持了一定的增长。

日本经济也在政府政策的刺激下，

企业收益和个人消费面持续改善，维持

复苏基调。

景气指数的复苏，使得产业设备

投资需求也进一步提升。根据日本工作

机械工业会资料，2018 年 3 月份结算

的机床订单总额，比上一年同期增加

38.1%，达 1 兆 7803 亿日元，首次超

过 1 兆 7000 亿日元程度，刷新过去最

高额纪录。

内外需均顺利增长，内需为 6879

亿日元，比上一年同期增加 29.4%，外

需为 1 兆 923 亿日元，比上一年同期增

加 44.2%。尤其是中国，以电子机器用

途特需为首，汽车和一般机械用途的需

求增加，达 3650 亿日元，比上一年同

期增加 81.9%。

5 个业种均增加收益

由 FA 各家公司的决算来看，业

界盛况即一目了然。以下是由 39 家公

司的 2018 年 3 月份结算之统计而得。

(Star Micronics 和富士精工为 2018 年

2 月月份结算、Micron Machinery 为

2017 年 8 月份结算、OSG 和不二越、

津田驹工业为 2017 年 11 月份结算、

UNIONTOOL 和 TRUSCO 为 2017

年 12 月份结算 )，占全体近 8 成的 31

家公司，经常性利润基础下之收益增加。

其他有 4 家公司出现盈余。

39 家公司的销售额平均值达 2754

亿 2200 万日元，比上一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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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经常利润平均值为 236 亿

2200 万日元，比上一年同期大幅增加

29.6%。

品种方面，机加机床、锻压机械、

工具、机器、搬运、控制、商社这 5 个

业种全部都是收益增加。

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基础 (IFRS)，

不能和日本基础做简单比较的 DMG 森

精机，和将结算月份改成 12 月份结算

的 Soick 和 THK，更改成 2 月份结算

的安川电机这 4 家公司，不包括在右页

的统计资料中。这 4 家公司会刊载于

A-66 以下的一览表中。

国内外的旺盛需求

若以 17 家机床公司来看，11 家于

经常性利润基础下，收益增加、4 家回

复盈余。

国内外的需求旺盛，使各家公司

的收益增加和盈余回复。其中也不乏刷

新过去最高销售额纪录的企业，Star 

Micronics 的机床事业，因美国的医疗

领域、欧洲和日本国内于汽车领域、中

国等亚洲国家的汽车和通讯医疗领域的

销售，顺利增长，销售额创下最高纪录。

高松机械工业的销售额，也是“内需大

幅增长，外需也在亚洲方面顺利增长”，

刷新过去最高额。

内需在半导体相关市场尤其明显，

冈本工作机械制作所在以半导体相关产

业等为中心，大型平面磨床和转盘式磨

床的需求高涨，收益大幅增加。

此外，外需以中国市场为中心，

除了顺利增长的因素外，还有上一年同

期汇率，也在日元贬值下受到推波助

澜的影响。MAKINO 亦搭上顺风车。

MAKINO 表示，以亚洲和美国为中心，

整体的订单都增加。

机床以外也顺利增长

在国内外的旺盛需求下，机械加工

业种 公司
数量

销售额 经常利润
本期经
常利润

净利

2017 年 2018 年（上
一年同期比）

2019/3
预测值 2017 年 2018 年（上

一年同期比）
2019/3
预测值 2017 年 2018 年（上

一年同期比）
2019/3
预测值

工具机 17 122846 138052
（13.4） 150965 7662 10351

（35.1) 11340 7.5 4764 6866
（44.1） 7615

锻压机械 2 173194 187256
（8.1） 78000 20541 23272

（13.3） 6900 12.4 15440 17321
（12.2） 4900

工具 8 561879 637874
（13.5） 663286 33616 39556

（17.7） 41409 6.2 19268 23011
（19.4） 23844

机器、搬运、
控制 5 199238 256497

（28.7） 251440 39678 59707
（50.5） 44420 23.3 29326 8418

（20.3） 35490

商社 7 212387 233510
（9.9） 248679 10281 11965

（16.4） 12861 5.1 6998 8418
（20.3） 8901

39 家平均 241351 275422
（14.1） 291829 18221 23622

（29.6） 22479 8.6 11836 15659
（32.3） 15061

单位：百万日元

表 1  平均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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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加工 (17 家 )

ENSHU

OKUMA

OKK

冈本工作机械制作所

JTEKT

Star Micronics(2 月 )

西部电机

高松机械工业

TAKISAWA( 泷泽铁工所 )

TSUGAMI

东芝机械

滨井产业

FUJI

豊和工业

MAKINO

Micron Machinery

和井田制作所

▓锻压机床 (2 家 )

AIDA Engineering

AMADA Holdings

▓工具附件 (8 家 )

OSG(11 月 )

住友电气工业

DIJET 工业

日进工具

不二越 (11 月 )

富士精工 (2 月 )

三菱综合材料

UNION TOOL(12 月 )

▓机器、搬运、控制 (5 家 )

北川铁工所

Daifuku

津田驹工业 (11 月 )

日本 THOMPSON

FANUC

▓贸易商 (7 家 )

Cominix

杉本商事

TRUSCO(12 月 )

FURUSATO 工业

MISUMI GROUP 总公司

山善

YUASA 商事       

统计企业

以外的品种增长也很顺利。2 家锻压机

械公司有 1 家在经常性利润基础下收益

增加。AMADA Holdings 表示，光纤

激光器加工机和因自动化的自动设备的

销售增长。

工具方面，8 家公司在经常性利润

基础下，收益均可望增加。三菱综合材

料的加工事业公司，‘超硬制品以国内

和欧美、东南亚为中心，汽车和飞机产

业的需求增加’，致使收益增加。

机器、搬运、控制方面，5 家公司

中也有 4 家在经常性利润基础下，收益

增加。北川铁工所表示，“机床业界兴隆，

国内外需求增加且顺利变动”。

7 家商社在经常利润基础下，均

收益增加及顺利增长。山善分析，“国

内汽车和半导体相关用途之机床销售增

长。海外方面，美国和东南亚于汽车领

域，中国是电子机器相关需求扩大。”

有交货期延长之疑虑

2019 年 3 月份结算之全年预

测中，扣除采用 IFRS 的 AMADA 

Holdings，和将决算期改成 12 月份结

算的 Star Micronics 之后的 37 家公司

之中，有超过 8 成，即 32 家在经常性

利润基础下，收益可望增加。另一方面，

FANUC 也因电子机器相关需求减少等

因素，预期收益减少。

“虽然有些不确定性，但国内及海

外市场均有稳定增长。”诸多企业顺利

的增长现况，今后应仍能持续。然而，

打开天窗说亮话，提到“机床有一部分

的零件，预计会受到交货期延长的影

响。”YUASA 商事企业也相当注意此

现象。

直线运动导轨机器和滚珠螺丝

等主要零件的供需都很吃紧，故最近

机床的交货期，有延长之疑虑。相对

于此，直线运动导轨机器制造商日本

THOMPSON 表示，“增加订单激增

的国内工厂和越南生产子公司的人员，

急于建立供应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