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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 行业观察
文 | 刘明星、王蕾

天气一天天变热，但是大部分制造

业人的心情却没法随之热起来。增量的

市场越来越少，同行，以及跨界的竞争

对手在存量市场加剧了原本就很激烈的

竞争，价格战不可避免。龙头企业营收

增加，但是利润可能却在下滑，应收款

多的小企业周转不灵，没法接新单，成

为去产能的出局者。汽车和部分家电的

低迷，已经对主机厂造成巨大的库存压

力，各种车型和电器竞相降价，由此产

生的降成本压力层层传递到供应商。以

政府驱动的基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一

些项目投资创了历史新高，但是大幅压

缩了利润空间。

4 月份减税政策给规范纳税的企业

减轻了负担，市场最缺乏的是信心，一

旦信心恢复，各项投资将恢复活力。活

下去，在市场低迷时修炼内功，提升实

力，终究会守到云开月明。

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限行限购

近日，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

部、商务部印发《推动重点消费品更

新升级 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

（2019 ～ 2020 年）》，推动汽车、家电、

消费电子产品更新升级。

方案明确禁止各地出台新的限购规

定，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

已实行的应当取消。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在停车费等方面给予新能源汽车优惠。

一些地方出于缓解交通拥堵考虑，实施

了小汽车限购政策，方案特别针对无车

家庭的用车需求，鼓励地方对无车家庭

购置首辆家用新能源汽车给予支持。推

动地方结合实际探索优化道路交通管理

方式，由限制购买转向引导使用。

针对在用车老旧产品占比较高等情

况，方案提出，研究制定促进老旧汽车

淘汰的更新政策，大力推进国Ⅲ及以下

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提前淘汰更新；

加快推动新增或更新公交、邮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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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通勤、轻型物流配送等城市公共领

域用车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到

2020 年底前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使

用比例达到 80%。推动农村消费升级，

将组织开展“汽车下乡”促销活动。

2019 年 5 月内燃机 柴油机降幅

小 汽油机降幅大

根据《中国内燃机工业销售月报》

数据， 2019 年 5 月全国内燃机销量环

比下降。1 ～ 5 月，内燃机市场销量延

续了前几个月的下降趋势，柴油机销量

降幅较小，汽油机降幅近 20%。

究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国五国六标

准切换，市场观望情绪浓厚，造成乘用

车市场连续多月下滑；商用车延续上月

小幅下降；受一季度销量透支、下游需

求放缓及高基数影响，工程机械市场也

出现了下滑；贸易战的影响有所显现，

进出口贸易降幅有扩大趋势。行业经济

总体较为平稳运行态势，利润总额指标

回落较大，其占比超过半数的汽车发动

机制造业是降幅元凶；国家税减新政为

行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重点企业效

益有所改观。

销量总体概述：

5 月，内燃机销量 368.87 万台，

环比增长-6.26%，同比增长-15.41%；

功率完成 17788.85 万千瓦，环比增

长 -9.14%，同比增长 -19.65%；

1 ～ 5 月内燃机累计销量 1883.28

万台，同比增长 -16.57%。累计功

率完成 96667.49 万千瓦，同比增

长 -12.89%。

分燃料类型情况：5 月与上月

比，柴油机增长 -7.98%，汽油机增

长 -6.01%；与上年同期比，柴油

机同比增长 -1.22%，汽油机同比增

长 -17.11%。5 月，柴油内燃机销售

46.07 万台，汽油内燃机 322.78 万台。

1 ～ 5 月柴油机累计销量 242.46

万台，同比增长 -1.89%；汽油机

累计销量 1640.74 万台，同比增

长 -18.37%。

分市场用途情况：5 月，在分用途

内燃机进出口

商品名称 数量（台） 同比增长（%） 金额 同比增长（%）

进出口 总计 820863 -5.32

进口

小计 351729 -3.91

内燃机总计 660614 8.21 182816 2

柴油机 12924 2 26330 8.43

汽油机 244930 3.7 60820 -12.09

其他 402760 11.37 95666 11.54

内燃机零部件总计 153693 -10.27

发电机组 3192 7.37 15220 -1.96

出口

小计 469134 -6.35

内燃机总计 4491592 -20.67 133998 -16

柴油机 142624 -7.07 27462 2.43

汽油机 964397 -17.72 55673 -18.4

其他 3384571 -21.96 50863 -21.11

内燃机零部件总计 248065 0.69

发电机组 2024867 -10.85 87070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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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可比口径中，与 4 月比，除发电

机组用、园林机械用环比增长外，其他

各分类用途均出现不同程度负增长，区

间在 -2.5% ～ -24.8%。具体为：发

电机组用环比增长 5.6%；园林机械用

环比增长 14.7%；农业机械用、商用

车用环比增长在 -2.5 ～ -2.8%，摩

托车用环比增长 -4.18%；乘用车用、

工程机械用、通机用、船机用环比增

长 -12% ～ -25%。

1 ～ 5 月累计销量各分类用途除

商用车用、船用外同比均为负增长态

势。具体为：船用、商用车用同比增长

0.5% ～ 3%；工程机械用、农用机械

用同比增长 -4.9% ～ -8.7%，通机用、

摩托车用、乘用车用、园林机械用同比

增长在 -10.8% ～ -21.6%，发电机组

用同比增长 -39.6%。1 ～ 5 月，乘用

车用累计销量 735.15 万台、商用车累

计销量 138.69 万台、工程机械用累计

销量 37.28 万台、农业机械用累计销量

152.56 万台、船用累计销量 1.24 万台、

发电机组用累计销量 46.36 万台、园林

机械用累计销量 94.09 万台、摩托车用

累计销量 663.46 万台、通机用累计销

量 14.44 万台。

小汽油机企业多，规模小、较散。

在可比较的口径中，5 月销量环比、同

比小幅增长，累计销量同比大幅下降。

5 月销售 59.02 万台，环比增长 5.01%，

同比增长 2.01%；1 ～ 5 月累计销量

281.13 万台，同比增长 -22.56%。在

园林机械配套中，5 月，销售 20.57 万台，

环比增长 14.69%，同比增长 1.63%。

1 ～ 5 月累计销量 94.09 万台，同比增

长 -21.62%；在农业机械中，5 月销量

16.73 万台，环比增长 5.14%，同比

增长 2.42%；1 ～ 5 月累计销量 86.34

万台，同比增长 -14.19%。

据内燃机工业（含内燃机及配件制

造业和汽车发动机制造业）603 家独

立核算的规模以上法人企业汇总数据，

1 ～ 4 月内燃机行业经济总体较为平稳

运行态势，三大指标与 2018 年同期比

均保持增长，与 3 月比均为增幅回落，

利润总额指标回落较大，其占比超过半

数的汽车发动机制造业是降幅元凶。国

家 4 月 1 日起增值税减税新政为行业带

来实实在在的利好，重点企业效益有所

改观。

从相关指标分析看，营业成

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利息支

出同比分别增长 1.26%、7.82%、

5.31%、16.59%，销售费用同比分别

增长 -12.2%，企业应收账款同比增

长 -2.81%，存货同比增长 12.87%，

企业资产负债率 50.77%。以上各项指

标可以看出内燃机行业经济基本运行中

规中矩，比较好的是营业成本增幅较上

月略有下降，且增幅低于营业收入；应

收账款降幅较 3 月扩大。不太好的是财

务费用、利息支出增幅较 3 月扩大。

国家 4 月 1 日起增值税减税新政制

造业最受益。内燃机行业属于制造业，

仅其中降低税率（适用于 16% 税率项

目改按 13%）一项上就可以看到明显成

效。从重点企业集团数据情况看，1 ～ 5

月应交增值税同比增长 -12.49%，比

1 ～ 3 月降幅扩大 10 个百分点。减税

降负提振了企业活力，在营业成本、销

售费用，管理费用环比下降 4 个百分点，

应收（存货下降 7 个百分点、产成品下

降 6 个百分点）下降 5 个百分点上都有

所反映，均出现可喜的变化。

但是，企业效益整体表现不均衡，

在重点企业集团 24 家中，营业收入和

利润总额双双同比增长的企业仅为 4 家，

占比 17%；其中仅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

8 家，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6 家。

随着国家更大的力度减税降负政策

全面落实后，相信内燃机行业会出现更

加积极的变化。

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在内燃机行业有

所显现，整体进出口贸易降幅有扩大趋

势，前四个月内燃机行业进出口贸易延

续了前几个月下降，且降幅扩大；其出

口降幅大于进口。

国家统计局投资司解读 2019 年

1 ～ 5 月份投资数据

2019 年 1 ～ 5 月份，全国共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17555 亿元，

同比增长 5.6%，增速比 1 ～ 4 月份回

落 0.5 个百分点。1 ～ 5 月份固定资产

投资运行呈以下特点：

一、制造业投资增速低位回升

1 ～ 5 月份，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2.7%，增速比 1 ～ 4 月份提高 0.2 个

百分点。制造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

1 ～ 5 月份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15%，增速比 1 ～ 4 月份提高 0.1 个百

分点，高于全部制造业投资 12.3 个百

分点。

二、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1 ～ 5 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

增长 11.2%，增速比 1 ～ 4 月份回落 0.7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企业新开工面积

增长 10.5%；房地产投资到位资金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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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5 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

比 4 月末减少 453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9.1%。

三、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

1 ～ 5 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

长 4%，增速比 1 ～ 4 月份回落 0.4 个

百分点，比 2018 年全年提高 0.2 个百

分点。基础设施投资中，生态保护和环

境治理业投资增长 41.5%，铁路运输业

投资增长 15.1%，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

14.9%，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6.2%。

四、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态势良好

1 ～ 5 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 11.9%，增速比全部投资高 6.3 个

百分点。高技术产业中，高技术制造业

投资增长 10.2%，增速高于全部制造业

投资 7.5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4.2%，医疗仪器

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增长9.8%，

医药制造业投资增长 8.1%。高技术服

务业投资增长 15.6%，增速比 1 ～ 4

月份提高 0.1 个百分点，比 2018 年同

期提高 3.4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商务

服务业投资增长 65.7%；环境监测及治

理服务业投资增长 36.3%；研发设计服

务业投资增长 27.1%。

五、社会领域投资快速增长

1 ～ 5 月份，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

长 14.3%，增速比全部投资高 8.7 个百

分点。其中，教育投资增长 15.4%；卫

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 5.2%；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 20%。

六、民间投资增速小幅回落

1 ～ 5 月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5.3%，增速比 1 ～ 4 月份回落 0.2 个

百分点。民间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2.7%，增速提高 0.9 个百分点；社会

领域投资增长 21.5%，增速回落 3.5 个

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12.6%，

增速回落 0.9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解读 5 月份工

业生产数据

2019 年 1 ～ 5 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其中，

5 月份增长 5%。工业生产运行的主要

特点：

一是工业生产总体处于合理区间。

1 ～ 5 月份，工业生产增长 6%，增速

较 1 ～ 4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较

2018 年四季度加快 0.3 个百分点，总

体处于合理区间。受当月工作日同比减

少、出口交货值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

5 月份工业生产增速较 4 月回落 0.4 个

百分点。

二是半数以上行业增长加快。5 月

份，41 个大类行业中，22 个行业增加

值增速较 4 月加快。其中，仪器仪表、

专用设备、铁路船舶和航空航天设备、

电气机械、橡胶和塑料制品、纺织等行

业回升较快。

 三是工业产品增长面扩大。5 月份，统

计的 605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 325

种产品产量实现同比增长，增长面较 4

月扩大 4.4 个百分点。其中，铁路客车、

城市轨道车辆、新能源汽车、大型拖拉

机、起重机、稀有稀土金属矿、乙烯、

钢材、洗衣机、组合音响等主要产品保

持两位数及以上增长。

四是高技术行业增长较快。5 月份，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4%，

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4.4 个百分点；

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 13.8%，同比

提高 0.8 个百分点。其中，医疗仪器设

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10.9%，增速

较 4 月加快 1.7 个百分点；航空、航天

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 10.2%，加快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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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前十名乘用车生产企业及车型销量排名

排名
汽车 乘用车 商用车

企业名称 销量 企业名称 销量 企业名称 销量

1 上汽集团 98.44 上汽集团 76.92 东风公司 25.98

2 吉利控股 56.27 吉利控股 56.27 北汽集团 22.69

3 中国长安 53.01 长城汽车 37.25 上汽集团 21.52

4 东风公司 45.98 中国长安 32 中国长安 21.01

5 长城汽车 43.02 奇瑞汽车 22.13 中国一汽 18.82

6 北汽集团 38.89 东风公司 20.01 中国重汽 14.11

7 中国一汽 25.78 比亚迪汽车 18.72 安徽江淮 12.55

8 奇瑞汽车 24.82 北汽集团 16.2 陕汽集团 9.12

9 安徽江淮 20.34 广汽集团 14.45 长城汽车 5.77

10 比亚迪汽车 18.72 众泰汽车 8.9 成都大运 3.34

十家企业合计 425.27 302.84 154.91

中国品牌企业合计 513.67 333.46 180.2

占中国品牌 82.79 90.82 85.97

注：以上企业数据均按集团口径统计。（单位：万辆）

排名
轿车 SUV MPV

品牌 销量 品牌 销量 品牌 销量

1 朗逸 21.59 哈弗 H6 15.55 五菱宏光 16.06

2 轩逸 17.83 博越 9.59 别克 GL8 5.06

3 卡罗拉 14.93 途观 8.81 宝骏 730 3.82

4 英朗 12.71 奇骏 8.28 宋 MAX 3.08

5 宝来 10.95 本田 CRV 7.13 宝骏 360 3.02

6 速腾 9.74 LX35 6.72 菱智 2.66

7 桑塔纳 9.55 宝骏 510 6.49 奥德赛 1.64

8 帝豪 9.41 逍客 6.24 传祺 GM6 1.5

9 雅阁 9.24 本田 XRV 6.14 别克 GL6 1.35

10 捷达 9.2 RAV4 6.12 欧诺 1.31

合计 125.18 81.08 39.51

所占比重 30.54 22.77 6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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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

五是新产品快速增长。5 月份，具

有较高技术含量和较高附加值的工业新

产品产量保持快速增长。其中，3D 打

印设备、服务机器人、平衡车、城市轨

道车辆、新能源汽车等产品产量增长较

快，同比分别增长 266.1%、94.8%、

67.9%、28.1% 和 16%。

当前看，尽管工业生产总体运行在

合理区间，但受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以及

市场预期降低的影响，工业品出口增长

放缓，汽车、手机等部分主要行业和产

品下降或低速增长，未来工业生产增长

面临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2019 年 5 月前十家客车生产企

业销量排名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商用车（客

车部分）生产企业报送的数据统计分析，

2019 年 5 月，客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企业依次为：江铃控股、郑州宇通、保

定长安、上汽大通、北汽福田、南京依

维柯、金龙联合、长安汽车、厦门金旅

和苏州金龙。分别销售 0.61 万辆、0.47

万辆、0.29 万辆、0.27 万辆、0.24 万

辆、0.22 万辆、0.21 万辆、0.15 万辆、

0.12 万辆和 0.12 万辆。与 4 月相比，

苏州金龙、长安汽车和江铃控股销量呈

较快增长，保定长安、上汽大通和金龙

联合增速略低，南京依维柯小幅下降，

其他三家企业降幅较为明显。5 月，上

述十家企业共销售 2.70 万辆，占客车

销售总量的 79.65%。

2019 年 1~5 月船舶工业经济运

行情况

2019 年 1 ～ 5 月份，国际航运市

场探底小幅回升，全球新船订单量同比

继续下降。我国造船完工量保持增长，

但新承接订单量和手持船舶订单同比继

续下降。重点监测企业工业总产值等主

要经济指标止跌回升。

2019 年 1 ～ 5 月世界造船三大指标市场份额

指标 / 国家 世界 韩国 日本 中国

造船完工量

万载重吨 / 占
比

4436 1550 1011 1666

100% 34.9% 22.8% 37.6%

万修正总吨 /
占比

1419 411 363 479

100% 28.9% 25.6% 33.8%

新接订单量

万载重吨 / 占
比

2161 707 248 1173

100% 32.7% 11.5% 54.3%

万修正总吨 /
占比

902 283 87 358

100% 31.4% 9.7% 39.7%

手持订单量

万载重吨 / 占
比

19571 5464 4819 8439

100% 27.9% 24.6% 43.1%

万修正总吨 /
占比

7777 2102 1413 2741

100% 27% 18.2% 35.2%

注：中国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世界数据来自于克拉克松研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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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三大造船指标一增两降

1 ～ 5 月份，全国造船完工 1666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4%。承接新船

订单 1173 万载重吨，同比下降 40%。

5 月底，手持船舶订单 8439 万载重吨，

同比下降 5.5%，比 2018 年底下降

5.5%。

1 ～ 5 月份，全国完工出口船

1558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0.6%；承

接出口船订单 1085 万载重吨，同比

下降 40.8%；5 月末手持出口船订单

7663 万载重吨，同比下降 4.3%。出口

船舶分别占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

量、手持订单量的 93.5%、92.5% 和

90.8%。

1 ～ 5 月，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

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

额的 37.6%、54.3% 和 43.1%。

转子压缩机 5 月产销同比持续增

长

5 月转子压缩机行业生产 2132.1

万台，同比增长 8.39%，环比增长

1.13%；销售 2177.1 万台，同比增长

8.14%，环比减少 2.14%。财年 1 ～ 5

月累计产量为 9645.7 万台，同比增长

2.63%；销量为 10172 万台，同比增

长 5.36%。 冷年 8 ～ 5 月累计产量为

17104.2 万台，同比下滑 1.3%；销量

为 17238.5 万台，同比增长 0.31%。

根据产业在线统计数据，5 月转子

压缩机市场表现稳定。受下游空调整机

旺季备货拉动，5 月转子压缩机行业产

销同比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下游空调整

机市场也在持续升温，尽管 1 ～ 4 月终

端零售表现差强人意，但为了在后面的

销售旺季以及 618 大促中占据先机，5

月空调厂家的内销出货势头依旧不减。 

但从后续排产来看，6 月份空调和

压缩机企业排产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滑。2019 年 6 月家用空调行业排产约

为 1458 万台，较 2018 年同期生产

实绩下滑 9.3%。其中，内销向排产较

2018 年同期实绩同样下降 11.7%；

出口向排产较 2018 年同期实绩下滑

2.3%。监测的十家转子压缩机企业总

排产 1980 万台，环比 4 月生产计划下

降 5.5%，同比 2018 年生产实绩增长

0.4%。

主要原因是目前行业库存压力巨

大，截止 4 月底空调总库存已高达

4998.7 万台，刷新历史最高值。2019

年 5 月初多地阴雨连绵，气温低于往

年同期，再加上价格战和库存影响空调

旺季开局销售。但月底不少地区开启高

温模式，空调终端销售大增。再加上家

电补贴政策在各地开始推出以及年中大

促，预计将推动空调企业去库存，提振

零售。

冰箱行业负增长 厂商谋高端破

局

冰箱业从增量市场到存量市场时间

已久。2019 年以来，冰箱市场整体销

售更是不容乐观。据奥维云网（AVC）

全渠道推总数据显示，2019 年第一季

度，冰箱市场零售量达 636 万台，同比

下降 3.0%，零售额为 191 亿元，同比

下降 4.3%。另据中怡康截至 2019 年

4 月底的统计数据，冰霜零售额同比已

下挫 11.5%。 

行业整体销售下挫引发市场洗牌，

品牌竞争更为激烈，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2018 年冰箱线下市场累计在销品牌数

为 119 个，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减少 4

个；前十品牌的零售额份额为 93.0%，

与 2017 年同期相比提升 2.6 个百分点。 

如今，随着新飞退出“四强行列”，

博世西门子受制于自身的经营策略影响

也在退守，国内冰箱市场主要由海尔系、

海信系、美的系、长虹美菱系四大品牌

体系占据。 

从 2016 ～ 2018 年，6841 元以

上冰箱零售量市场份额从 8.5% 提升至

15.8%，冰箱行业巨头们都在做一件事

情，就是谋求在高端市场抢占更多份额，

高端再升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AI 智

能升级和产品差异化方面。

制冷行业立目标 3 年后每年节电

1000 亿度

当前，我国制冷用电量占全社会用

电量 15% 以上，大中城市空调用电负

荷约占夏季高峰负荷的 60%，主要制冷

产品节能空间达 30% ～ 50%。

6 月 14 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

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

发《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案》( 以下简

称《行动方案》)，提出要严厉打击产品

能效虚标、认证检测作假、虚假宣传等

行为，增大制冷产品抽查力度。 

当前，制冷产业年产值达 8000 亿

元，吸纳就业超过 300 万人，家用空调

产量全球占比超过 80%，电冰箱占比超

过 60%。 

此次《行动方案》也明确了行业发

展目标——到 2022 ～ 2030 年，绿色

高效制冷产品市场占有率在 2017 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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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分别提高 20% 和 40% 以上，

分别实现年节电约 1000 亿千瓦时和

4000 亿千瓦时。 

在强化标准引领方面，到 2022

年，家用空调能效准入水平提升 30%、

多联式空调提升 40%、冷藏陈列柜提

升 20%、热泵热水器提升 20%。到

2030 年，主要制冷产品能效准入水平

再提高 15% 以上。加快新制定数据中

心、汽车用空调、冷库、冷藏车、制冰

机、除湿机等制冷产品能效标准，淘汰

20%~30% 低效制冷产品。 

越南一季度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

40.2% 

近期数据显示，越南是美国增长最

快的进口国。2019 年一季度，越南对

美国的出口同比增长 40.2%，4 月份增

速进一步提升。预测称，如果越南的增

长速度持续一整年，将会超越法国、英

国和印度，成为对美出口的前 7 大国家

之一。

 

5G 发展加速 网络建设和商用服

务稳步展开

中国已经于 6 月 6 日向三大运营商

和广电授予 5G 商用牌照， 10 月 1 日

前 5G 商用有望正式启动，初期服务主

要面向大城市的高 ARPU 用户和特定

的垂直行业。

预计用户向 5G 网络的大规模迁移

会从 2020 年开始。5G 网络初期建设

规模超过 40 个城市，2019 年投资约

300 亿元（对应 10 万基站），2020 年

约 1300 亿元（对应 50 万基站），并

在 2020 ～ 2022 年 间达到投资高峰期，

5G 整体投资或为 4G 投资的 1.5 倍至

2 倍。 

5G 最直接的受益的行业有通信设

备、射频半导体和 PCB。5G 基站相

比 4G 频率更高，速度更快，单站价值

量更高。对通信设备行业来说，子版

块基站建设进入新建上升周期，单价

同时提升。5G 建设会推动基站市场在 

2019 ～ 2023 年保持 12% 的稳定增长，

到 2023 年达到 480 亿美金，而中国地

区增速将高于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