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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钣金用户行业观察
文 | 刘明星、李建、王思杰

2018年是多事之秋，持续增

长了40年的制造业遇到前所未有的

挑战，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了

这一转型的困难强度。

在高速增长了这么多年之后，

以世界制造工厂著称的中国由于人

口老龄化、人口增速放缓、劳动力

成本居高不下、全球贸易壁垒高筑

等因素，要想恢复之前的高速发展

几无可能，成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的转移只是早晚的问题。为了避免

大规模失业，政府不断宽松金融房

贷，增加基建项目刺激经济。

中国制造业企业要习惯微增，

甚至略微下滑的局面，寻找新的经

济增长点，从做大体量，改为提升

质量，在新兴市场和全球市场寻找

新的增长点，提升产业的附加值。

这也是MFC行业观察一贯的宗旨。

2018 年中国 PMI 综合指数为

52.2，环比略有回升

财新 PMI 较 11 月回升 0.3 个百分

点，为五个月来最高，该体系现包含新

订单、产量、雇员、供应商配送、库存、

价格、积压订单、新出口订单、进口等

商业活动指标。50 以上为扩张，50 以

下收缩。

制造业新订单总量小幅下降，增长

主要来自于年底服务业开始扩张。制造

业新出口订单进一步收缩。制造业用工

小幅下降，用工持续 63 个月萎缩，员

工离职或退休后，很多企业不再增补新

员工。制造业投入成本则出现逾一年半

以来首次下降。12 月制造业出厂价格

连续两个月出现下降，降幅为 2016 年

2 月以来最高。通货紧缩成为 1 月份各

方面担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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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制造两大行业企业对未来

12 个月的生产与经营前景信心度均小幅

改善。制造业界信心度升至三个月高点。

不过，与历史数据相比，综合前景信心

度总体仍然偏弱，许多受访企业担心市

况低迷。

2018 年内燃机行业市场全年销

量同比下降 8.22%

内燃机的集中度较高，数据准确，

能客观反应各行业的发展趋势。中国内

燃机工业协会《中国内燃机工业销售月

报》按以往可比口径数据， 2018 年 12

月，内燃机销量 436.51 万台，环比增

长 3.81%，同比下降 16.95%；功率完

成 21498.53 万千瓦，环比下降 1.99%，

同比下降 16.25%；

2018 年全年内燃机销量 5202.03

万台，同比下降 8.22%，功率完成

256373.30 万千瓦，同比下降 4.07%。

除了工程机械和造船之外，几乎所

有的统计行业的数据都在下滑，汽车行

业内燃机下滑主要是由于新能源汽车的

增长。

制造业日均用电量创历史新高，

12 省增幅超过 8.5%

2018 年 1 ～ 11 月份，全社会用

电增速同比提高，当月用电增速环比继

续回落；工业和制造业用电量平稳增长，

制造业日均用电量创历史新高；四大高

载能行业合计用电量累计增速同比提

高，但低于工业平均水平；发电装机容

量增速持续放缓各类型发电设备利用小

时均同比增加；全国跨区、跨省送出电

量同比增长；全国基建新增装机容量同

比减少，其中太阳能发电和火电新增装

机减少较多。

分省份看，1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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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的省份有 12 个，依次为：

广西（19.6%）、西藏（17.4%）、内

蒙古（15.0%）、重庆（12.6%）、四

川（11.9%）、甘肃（11.6%）、安

徽（11.4%）、湖北（10.5%）、湖南

（10.1%）、江西（10.0%）、福建（9.7%）

和云南（9.0%）。这些省份的制造业

对应增速也大致相当。

家电行业的亮点靠小家电

小家电也可以被称为软家电，功率

较小，如豆浆机、电磁炉、加湿器、空

气清新器、消毒碗柜、榨汁机、多功能

食品加工机、电子美容仪、电子按摩器

等提高生活品质的家电种类，更新迭代

快，单价低，受房地产因素小，消费群

体年轻化，正在进入高速增长的初期，

产品逐渐高端化，线上销售是主要渠道。

2012 ～ 2017 年中国小家电行业

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13.5%，

2017 年小家电行业市场规模为 3155 

亿元，预计 2018 年相较其他家电细分

市场，小家电行业虽整体市场规模还较

小，但是小家电市场增速较快，尤其是

洗碗机、扫地机、吸尘器、空气净化器

渗透率还有很大空间，发展潜力巨大。

电梯行业两级分化，全行业产量

2018 年增加 5%

中国电梯协会年会发布数据，

2018 年很多电梯企业已经走在生死存

亡的边缘。2018 年，中国电梯总产量

增加了大约 5%。电梯产量分布极为不

均匀，前十几家电梯企业增速超过 7%，

一大部分企业会有 1% ～ 2% 的增长，

绝大部分企业不增长或者下降。

2018 年 5% 的增长来自新兴市场

的需求，急剧上升的老旧电梯更新、旧

楼加装、家用电梯的普及。这三块保证

了电梯市场的 5% 的增速，维保市场仍

然保持着 15% ～ 20% 的增长。

2018 年全国充电桩累计保有量

77.7 万台

中国充电联盟发布，截至 2018 年

服务行业 内燃机台数 2018 年与 2017 年同比

工程机械 83.45 万 10.27%

船用 2.53 万 5.49%

通用 36.42 万 － 11.98%

乘用车 2124.21 万 － 6.30%

商用车 307.55 万 － 9.88%

农业机械 369.18 万 － 3.28%

发电机组 164.36 万 － 1.15%

园林机械 322.84 万 － 9.71%

摩托车用 1791.50 万 － 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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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联盟内成员单位总计上报公共类充

电桩 30 万台（其中交流充电桩 19 万台、

直流充电桩 11 万台、交直流一体充电

桩 0.05 万台），通过联盟内成员整车

企业采样车桩相随信息数据显示，建设

安装私人充电桩 47.7 万台，公共桩和

私人桩共计约 77.7 万台，同比增速为

74.2%。

全国充电电量主要集中在广东、陕

西、江苏、北京、四川、湖北、山东、

浙江、福建、湖南、上海、河南、山西

等省份，电量流向主要以公交车为主，

乘用车占比同样较高，环卫物流车、出

租车等其他类型车辆占比较小。

预计到 2019 年底，公共充电基础

设施数量达到 41.5 万台，私人充电基

础设施达到 94.5 万台 。2019 年私人

类充电基础设施，2019 年轿车销售数

量与私人充电基础设施新建数量的比值

在 2:1 左右。

特高压电力行业潜力巨大 2019~2021

交货大年

2018 年 1 ～ 11 月，全国电网工

程完成投资 4511 亿元，同期主要发电

企业电源工程仅完成投资 2262 亿元。

特高压 2018 年项目青黄不接，并不理

想，但是自年底开始加速了实际投资和

规划，国家电网宣布向社会资本开放特

高压领域的投资。

2018 年底制定的新规划包括 5 条

特高压直流和 7 条特高压交流项目，合

计输电容量达到 5700 万千瓦，估算涉

及投资金额达到 1800 余亿元，预计将

释放约 468 亿元主设备订单。从核准节

奏看，2018 年、2019 年将是核准大年。

一般而言，特高压建设周期在 2 ～ 3 年

左右，2019 ～ 2021 年会成为交货大年，

2020 设备厂商或迎来业绩高峰。智能

电网、充电桩、电气设备、电器仪表等

行业都将从中受益。

低压电器利润率高于中压和二次

设备

我国低压电器行业竞争充分，市

场化程度较高。国内低压电器行业有

2000 多家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梯

队。第一梯队以国外厂商施耐德、ABB

和西门子为代表，掌握了高端产品技术；

第二梯队主要是国内的良信电器、常熟

开关等公司，以中端产品为主；第三梯

队主要是德力西、正泰等，大多数产品

面向批发零售市场。在低压电器的总体

市场中，第一梯队占比 30%，第二梯队

占比 20%，第三梯队占比 50%。第二

梯队中，良信电器产品占国内中高端市

场不到 10%，有巨大的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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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分布来看，电力变压器行业

主要企业的生产基地都集中在华东和华

南地区。其中，华东地区占全国电力变

压器制造行业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华

南地区、华中地区占比也超过 12%，而

东北、华北、西南和西北地区企业数占

比均在 10% 以下。

电力变压器是一个受投资拉动的产

业，其与电力投资、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呈现出较为密切的关联性，其中低压电

气与民用关系更密切，所以在 2018 年

整体利润率要好于中高压电气。我国四

大高能耗行业还将较快发展，对大容量

变压器需求只增不减。2018 年 1 ～ 11

月，化学原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

黑色金属冶炼和有色金属冶炼四大高载

能行业用电量合计 17450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6.0%; 合计用电量占全社会用

电量的比重为 28.1%。

2018 年下半年铁公基的投资全面

启动，发改委在在 2019 年初批复超过

万亿的地铁基建项目，这些将利好电力、

通信、工程机械等相关行业。

5G 基站新投资 十年一遇的大机

会

5G 配套的机会包括：

⑴电源。5G 时代，基站单站的供

电功率相较 4G 将大幅上升。因而在现

有供电系统的基础上，基站电源存在极

大的扩容和新建需求，电源市场空间有

望达到约 315 亿元。

⑵机柜。通信机柜包括通信用户外

机柜、网络综合柜、电缆交接设备、光

缆交接设备等。5G 时代，通信机柜朝

着精密化、集成化和绿色化方向发展，

持续的更新升级需求创造了更大的市场

空间。

⑶温控。温控设备主要是应用于机

房环境的高精度空调，为数据中心机房

等场所提供温度、湿度、空气洁净度检

测服务及调节服务；5G 时代，运营商

机房节能需求有望驱动温控行业不断技

术革新，同时新增基站站址也有望同步

提升空调需求。

⑷雷电防护。主要是对雷电（进入

到建筑物内部体现为过电流 / 过电压）

进行“拦截”，使过电流 / 过电压到达

被保护对象时其危害程度降低到被保护

对象的耐受范围之内。

通信柜行业 2015 年是 4G 投资

的峰值，之后进入 4G 投资的下滑期。

2019 年下半年，全球的 5G 投资将逐

渐企业，相关的投资将启动，这将是一

个巨大市场。

ATM 机 2015 年峰值后 加密货

币 ATM 正在兴起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截

至 2018 年第三季度末，ATM 机保有

量 112.86 万台，而 2017 年第四季度

是 96.06 万台，主要在上半年增加了

ATM 机的投资。第三季度，全国每万

人对应的 ATM 数量 8.12 台，环比增长

011%。ATM 机的投资在 2015 年达到

了峰值，全年新增 25.18 万台，2016

降至 5.75 万台，2017 年 3.64 万台，

但是 2018 年又反弹至 18 万多台，主

要原因可能是银行业普遍增加 24h 无人

ATM 网点，以应对实体网点的减少及

大量员工裁减造成的业务办理挑战。

随着 2018 年的比特币的兴起，区

块链技术受到各行各业的重视，在一些

国家，比特币的 ATM 交易机的全球投

放量超过了 500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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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防行业 最近五年年复合增长率

15%

安防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

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基本包括以下环

节：上游包括视频、算法提供商以及芯

片制造商；中游包括软硬件厂商、系统

集成商和运营服务商；下游终端应用则

包括政府（平安城市）、行业应用和民用。

在安防产业链，硬件设备制造、系统集

成及运营服务是产业链的核心，渠道推

广是产业链的经脉。

据数据统计显示：我国安防行业市

场规模从 2012 年的 3240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596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在 15% 左右。

据预测，2018 年，我国安防行业

市场规模将达到 6570 万亿元。

安防行业是最近几年增长特别快的

行业，很多原来做金融机器的钣金工厂

转型生产安防设备，取得了很不多的市

场效益。

2018 年 10 月在北京举办的安博

会展览总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展位数

量超过 5000 个，将吸引了来自国内外

的上千余家安防企业参展。其中，海外

参展企业预计超过 200 余家，充分显示

该行业的欣欣向荣。

智能快递柜行业未来三年年均

20% 增幅

2011 ～ 2018 年期间，国内快递

业务量连续 5 年保持 50% 左右的高速

增长，从不足 50 亿件达到 500 亿件，

成为世界第一，并一直保持至今。中国

的物流业规模超过美、日、欧等发达经

济体同行的规模总和，成为世界邮政业

的动力源和稳定器。

快递物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

基础设施。2020 年快递业务量将达到

700 亿，业务收入接近 8000 亿元，

2018 ～ 2020 快递业务量复合增长

率为 19.5%，业务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15.4%。

行业站上风口并最终形成了快递

系、电商系和第三方企业三大阵营。快

递系以中邮速递易、丰巢为代表，旨在

加强末端配送控制力，打造快递产业链；

电商系以京东、苏宁为代表，希望通过

加强末端配送多样性，提高客户体验，

增强客户粘性；第三方企业江苏云柜、

日日顺、上海富友等，该类企业希望能

够占领市场，获取超额利润。

2018 年动力电池装车 56.9GWh，

宁德时代暂时靠前

2019 年 1 月 14 日，中国汽车动

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发布 2018 年 12

月及全年新能源汽车电池产销量及装车

量数据。

2018 年全年来看，我国动力电

池累计产量达 70.6GWh，其中三元

电池累计生产 39.2GWh，占总产量

比 55.5%；磷酸铁锂电池累计生产

28.0GWh，占总产量比 39.7%；其他

材料电池占比 4.8%。

2018 年全年来看，我国动力电

池累计销量达 62.3GWh，其中三元

电池累计销售 34.5GWh，占总销量

比 55.4%；磷酸铁锂电池累计销售

24.4GWh，占总销量比 39.1GWh。三

元电池产品已成为市场绝对主体。

从装车量来看，2018 年全年，我

国动力电池装车量共计 56.9GWh，同

比增长 56.3%。按电池材料分，三元

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全年装车量分别为

33.1GWh 和 22,2GWh，占装车总量

比分别为 58.1% 和 39%；按配套车型

分，2018 年全年新能源乘用车和新能

2018 年 12 月乘用车生产情况

12 月 1-12 月累计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同比累计增长

乘用车 205.5 2352.9 -3.2 -21.3 -5.2

轿车 101 1146.6 -4.1 -17.9 -4

MPV 18.8 168.5 15.8 -15.9 -17.9

SUV 83.5 995.9 -6.8 -26.4 -3.2

交叉型乘用车 4.2 42 44.5 -7.7 -20.8

2018 年 12 月乘用车销售情况

12 月 1-12 月累计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同比累计增长

乘用车 223.3 2371 2.7 -15.8 -4.1

轿车 102.8 1152.8 -4.4 -14.3 -2.7

MPV 17.6 173.5 17.5 -22.9 -16.2

SUV 98.2 995.9 8 -16.3 -2.5

交叉型乘用车 4.7 45.3 22.2 -9.7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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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商用车电池装车量分别为 33.1GWh

和 23,8GWh，乘用车型已成为市场配

套主体。

从装车集中度水平来看，2018 年

全年，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共计有 93 家

动力电池企业（按集团公司算）实现装

车配套，较 2017 年减少 9 家。

2018 年全年，我国动力电池产

业装车量排名前三名企业共计生产

38GWh，占比 66.8%；前五名企业

共计装车 42GWh，占比 73.8%；前

十名企业共计装车 47.1GWh，占比

82.8%。

28 年来汽车销量首次下降

2019 年 1 月 14 日，中汽协发布

了 12 月及 2018 全年国内新车产销量

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 12 月份，中

国市场新车产销量分别为 248.22 万辆

和 266.15 万辆，其中产量环比下降

0.65%，同比下降 18.39%，而销量相

较于 11 月份虽实现了 4.46% 的增长，

但与 2017 年同期相比，下滑幅度却达

13.03%。

2018 年全年，中国新车产销累计

分别完成 2780.92 万辆和 2808.06 万

辆，同比分别下降 4.16% 和 2.76%，

虽然连续十年蝉联全球第一，但销量方

面却为 1990 年以来首次年度下降。

2019 年铁路投资有望再超预期

根据 2019 年铁总工作会议：

2018 年全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为 8,028

亿元，超出年初目标 10%，其中国家

铁路完成 7603 亿元；新开工项目 26

个，新增投资规模 3382 亿元；投产新

线 4683 公里，其中高铁 4100 公里。

到 2018 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3.1 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铁 2.9 万公里

以上。

此次会议规划 2019 年新增铁路通

车里程 6,800 公里。有证券机构预计，

2019 年最终竣工里程将有望超出此次

计划 23%，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

8,500 亿元，其中机车车辆购臵投资增

长 20% 至 1200 亿元以上。

房地产：2018 年销售增速下行，

2019 年仍不乐观

如果后续限贷、首付比例等贷款政

策不放松，未来销量仍难以见到显著回

升。

2019年棚改力度较2018年下降，

货币化安置的比例退坡，三四线城市房

地产需求支持减弱。

2018 年房地产投资或较 2017 年

回落。一系列数据反映出的现象，销售

下行，房地产库存快速回升，拿地热情

明显减弱，融资趋紧。新开工和期房库

存的回升显示房企加速推盘以提高周转

速度。但销售回落，又导致了竣工较低

和施工面积的上升。限贷和首套房利率

等政策不放松的情况下，需求难起，供

给增大。购地支出和房地产建安支出都

难见上行，预计房地产投资较 2017 年

有明显的回落。

2018 年 1 ～ 11 月全国商品房

销售面积累计同比仅为 1.4%，2017

年同期为 7.9%，2016 年更是高达

24.3%，销售下滑明显。从 40 大中城

市来看，一线城市增速～ 9.56%，二线

城市为～ 0.13%，三线城市为 4.15%。

尤其是下半年以来，过去相对平稳的

二三线城市，销售增速也出现了下滑。

房地产政策存在博弈的空间。今年

政策产难见全面性的放松，但可能出现

一城一策的灵活调整。如果需求政策不

放松的情况下，库存的回升会给今年部

分城市一手房市场带来供给压力，价格

波动幅度加大，而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

收入也会面临较大的挑战，基建补短板

的资金来源目前也没有完全脱离土地财

政。因此，不排除今年房地产政策出现

部分松动的可能。

商品住宅引致的需求占空调、冰箱、

洗衣机及油烟机内销量比例分别 不及 

37%、35%、35% 及 70%，冰洗占比

相对平稳，空调则存在微弱下行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