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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上市工程机械企业营收颇丰
下半年市场存在不确定性
文 | 李建

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投资

的有力拉动下，以及在煤炭、矿山等企

业盈利能力提升的背景下，工程机械行

业销售依旧保持大幅度的增长。然而，

笔者关注到炮竹声中那一片禁声的角

落，他们是业绩不那么起眼甚至是亏损

的企业，是工程机械流通领域重要的组

成部分，更是业内人士判断时局不该忽

视的。然而，许多身处“局中”的人只

看到三大巨头的喜人数据，这样难免使

市场判断有失偏颇。

以下是笔者根据 8 家行业上市公司

公布的年报罗列的一季度业绩情况（排

名按照营收高低进行），以期读者能在

企业营收增减中得到些许启示。

三一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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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

近日，三一重工公布 2019 年一季

报。报告显示，今年 1 ～ 3 月，三一

重工销售收入 212.9 亿元，同比增长

7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2 亿元，同比增长 114.7％，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8.7 亿元，同比

增长 47.5％，刷新历史最好成绩。

一季度净利润率达到 15.6％，同比

提升了 3 个百分点，为 2013 年以来的

最高水平，同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净额 38.7 亿元，同比增长 47.5％，

创行业及三一历史最好成绩。

此外，和历史同期相比，一季度公

司的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接近

2011 年同期水平，此外，重起，重机，

泵送等主要事业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缺

货，反映了供不应求的生产经营状态。

徐工

徐工机械发布 2019 年第一季度报

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4.2 亿元，

同比增加 33.72%；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53 亿元，同比增加

102.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47 亿元，同

比增加 92.34%；基本每股收益 0.128

元。

徐工机械 4 月 14 日晚发布一

季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 2019 年

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5 ～ 11.5 亿元，同比增长

83% ～ 121%，年报数据显示销售情况

符合预期。

4 月 14 日晚徐工机械也发布了

2018 年业绩快报，公司 2018 年实

现营业总收入 444.10 亿元，同比增

长 52.4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42 亿元，同比增长

100.04%。

中联重科

4 月 29 日晚间，中联重科发布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报告显示，

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0.17 亿元，

同比增长 41.76%；产品毛利率达

30.01%，同比提升 4.68 个百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2 亿

元，同比增长 165.98%；公司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8.67 亿元，

相比 2018 年同期增长 311.56%。

2019年一季度工程机械行业景气，

市场供需两旺，公司的核心产品竞争力

和市占率稳中有升，收入保持较高增速；

毛利率、净利率等盈利指标同比大幅提

升；应收账款和库存周转天数等营运类

指标持续大幅改善。 

柳工

一季度挖机市场延续增长，柳工一

季度实现营收 48.65 亿元，同比上升

8.78%；实现归母净利润 3.04 亿元，

同比增长 5.08%，业绩稳步增长。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

据，2019 年第一季度共计销售挖掘机

械产品 74779 台，同比涨幅 24.51%；

一季度累计销售装载机 29327 台，同比

增长 7.43%。其中，柳工挖机一季度累

计销售 5223 台，同比增长 26.93%，

徐工机械 中联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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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行业增速；柳工挖机一季度市占率

达 6.98%，比 2018 年同期提升 0.13

个百分点，行业地位稳固。

山推股份

山推股份发布 2019 年第一季度

报告，公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收

18.68 亿元，同比下滑 11.71%；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43 元，同

比增长 1.19%。

截至本报告期末，山推股份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 亿元，较

2018 年同期增长 1.37%；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0.35 亿元，较

2018 年同期－ 0.89 亿元幅度减小。主

要系报告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同比增

加。 

河北宣工

5 月 6 日，河北宣工发布 2019 年

第一季度报告，公告显示，报告期内实

现营收 11.99 亿元，同比增长 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 亿

元，同比增长 213.11%。

截至本报告期末，河北宣工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1 亿元，

同比增长 0.8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 3926 万元，同比增长

49.92%。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较 2018 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

因是产品价格上升，使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入增加。

厦工股份

根据厦工股份近日发布的 2019 年

第一季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收

6.53 亿元，同比下滑 31.40%；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2,975,694

元，较 2018 年同期由盈转亏。

截至本报告期末，厦工股份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 亿元；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07

亿元，同比减少 146.38%。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较同期减少 146.38%，主要是本

期回款减少导致。

浙江鼎力

2019 年 4 月 29 日，浙江鼎力发

布 2019 年一季报。2019 年一季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3.84 亿元，同

比 23.44%，归母净利润为 1.01 亿

元，同比增长 44.13%，基本每股收

益为 0.41 元，同比增加 46.43%。毛

利率 42.89%，同比 +5.4pct，净利率

26.29%，同比增加 3.78pct。

公司 2018 年国内收入 7.16 亿元，

同比增长 84.23%，占比 43.63%；

海外市场 9.25 亿元，同比增长

30.18%，占比 56.37%。海外市场仍

是大头，国内市场增速在加快，2019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3.84 亿元，同

比 23.44%，我们判断国内外收入占比

将延续 2018 年的趋势，国内市场加速

拓展，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日趋成熟，

产品渗透率在提升，公司与远东宏信等

大客户加强合作，同时，不断开拓新的

客户，并且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30%，未

来国内市场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

达刚路机

达刚路机披露 2019 年第一季度报

告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46.76

万元，同比下降 52.51%；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64 万元，同比

下降 94.71%；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

182.40 万元，而 2018 年同期为净流

出 1693.58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0.0016

元。

各企业营收及同比增长情况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

据显示，2019 年第一季度销售数据实

在可喜，其中销售挖掘机 74779 台，

同比涨幅 24.51%；装载机 31358 台，

同比增长 2.5%；平地机 662 台，同比

增长 20.54%。

这个情况始于 2018 年，然而，根

据中国工程机械市场调研中心给我们敲

响了警钟，2019 年 4 月份中国工程机

械市场指数即 CMI 为 138.67，同比

降低 5.73%，环比降低 2.31%（依据

CMI 判断标准，130<CMI ≤ 170 比较

乐观，市场稳定增长）。这意味着 4 月

市场或增速减慢，回归正常的市场温度。

然而，挖掘机开工小时数，包括采

矿业、铁道运输、道路运输等在内的建

设投资依然有增无减，此外，根据国

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房地产一

季度开发投资 2.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8%，3 月社会融资增量为 2.86 万

亿元，社融数据超出预期，这一切都表

明基建补短板持续跟进。

整体看来，市场情况势头良好，大

有持续增长之势，然而从部分企业的亏

损情况来看，增长中依然不少风险存在，

万不可一味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