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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 PMI 分析 | 制造业持续扩

张 企业信心仍需提振 

2019 年 9 月，中国制造业景气度

继续处于扩张区间，且扩张速度明显加

快。

9 月 30 日公布的 9 月财新中国制

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

51.4，较 8 月提高 1 个百分点，显示制

造业景气度持续改善。

这一走势与统计局制造业 PMI 一

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9 月制造业 PMI

录得 49.8，高于 8 月 0.3 个百分点，

但处于收缩区间。

两个制造业 PMI 分项指数的走势，

也大致相同。两个制造业 PMI 中，生产

指数、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

原材料库存指数、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

出厂价格指数和经营预期指数均有改

善。不同的是，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中，

产成品库存指数上升，从业人员指数持

平，而统计局制造业 PMI 中，产成品库

存指数下降，从业人员指数在收缩区间

微升。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首席

经济学家钟正生表示，9 月中国制造业

景气度继续呈改善迹象，主要得益于国

内需求的潜在增强，而中美贸易冲突对

出口、生产成本及企业家信心仍有明显

冲击。近期中央政策强调形成强大国内

市场的发展方向，基建项目加快落实、

产业升级更积极推进、减税降费红利释

放，有望对冲外需疲软的影响，缓和中

国经济的下行压力。

2019 年 8 月，主要增长数据回落

幅度幅度超出预期，工业增加值、固定

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速继续下滑，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2019.9   金属板材成形

5OBSERVATION 观察

降幅继续扩大。

与此前政策保持定力不同，9 月以

来稳增长力度明显加码。尽管 2019 年

地方专项债券新增限额并未增加，9 月

4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提前下达

2020 年部分新增专项债额度，并将专

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领域从 6 月

的四个扩大至十个。虽然会议并未提及

提前下达额度的发行时间，但从近期相

关部委和地方传出的信息显示，这部分

额度很可能提前至今年四季度发行。

8 月底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组织申

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紧急通知。

随后各地开始密集展开申报工作，截至

目前至少已申报三批，纳入国家重大建

设项目库的第一、二批专项债券项目已

经确定。地方普遍将此作为扩大投资的

机遇，在稳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专项债

券能否合规使用的担忧。

对中国经济来讲，在外部不确定性

加大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要稳预期、

激发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近期民间投资

尤其是制造业投资，增速低位持续下滑，

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中，经营预期指数

虽有回升，但仍处历史低位。要提振企

业信心，更有效的措施是推动竞争中性

原则尽快落地，这既包括平等市场准入、

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构建公平竞争的营

商环境、推进要素市场化、完善产权保

护制度等，还需要国企改革加速推进。

2019 年 9 月内燃机行业市场经

济运行综述

根据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中国内

燃机工业销售月报》数据， 9 月，全国

内燃机当月销量环比较大幅度增长，与

2018 年同月比基本持平；其中柴油机

表现突出，环比、同比均增长，且环比

增幅超 20%，汽油机环比增长，同比基

本持平。1 ～ 9 月，内燃机销量同比降

幅较 8 月有所收窄，但仍延续了 18 年

2 月以来负增长的态势，其中柴油机、

汽油机销量降幅均略有收窄。究其原因，

主要是：9 月是终端市场传统旺季，汽车、

工程机械、农机、摩托车市场均表现较

好，环比呈现较大增长；但与同期相比，

销量低于 2018 年同期水平。1 ～ 9 月

的累计销量仍呈负增长态势。贸易摩擦

的影响延续，行业经济下行的风险依然

存在，由于行业大企业抗风险能力强且

权重高，行业经济总体保持基本平稳运

行状态。

销量总体概述：

9 月，内燃机销量 421.45 万台，

环比增长 13.03%，同比增长 0.50%；

功率完成 21599.40 万千瓦，环比增长

16.99%，同比增长 1.99%；

1 ～ 9 月内燃机累计销量 3400.25

万台，同比增长 -12.67%。累计功

率完成 171341.53 万千瓦，同比增

长 -10.49%。

分燃料类型情况：9 月，在分柴、

汽油大类中，柴油机、汽油机环比均较

快增长；与 2018 年同期相比，柴油机

小幅增长、汽油机基本持平。具体为：

与 8 月比，柴油机增长 22.39%，汽油

机增长 11.98%；与 2018 年同期比，

柴油机同比增长 5.48%，汽油机同比

增长 -0.10%。9 月，柴油内燃机销售

44.66 万台，汽油内燃机 376.64 万台。

1 ～ 9 月柴油机累计销量 396.12

万台，同比增长 -1.53%；汽油机

累计销量 3002.59 万台，同比增

长 -13.99%。

分市场用途情况：9 月，在分用途

市场可比口径中，与 8 月比，除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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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用、园林机械用、通机用环比下降

外，其他各分类用途均出现不同程度

增长，增长区间在 6.8% ～ 31.3%。

具体为：商用车用环比增长 31.26%，

农业机械用、工程机械用环比增长

26.68% ～ 29.16%；乘用车用环比增

长 15.74%；摩托车用、船用环比增长

6.82% ～ 10.25%；园林机械用、通机

用环比增长 -4.06% ～ -10.07%；发

电机组用环比增长 -29.55%。

与 2018 年同期比，农业机械用、

发电机组用、通机用同比下降，其他各

分类用途同比增长。具体为：船机用

同比增长 22.14%；商用车用同比增长

19.53%；摩托车用、园林机械用、工

程机械用同比增长 3.09% ～ 5.57；乘

用车用同比增长 -1.81%；农业机械用

同比增长 -11.13%；发电机组用、通

机用同比增长 -32%。9 月，乘用车用

销售 179.14 万台，商用车用 27.50 万

台，工程机械用 7.49 万台，农业机械

用 28.42 万台，船用 0.23 万台，发电

机组用 7.29 万台，园林机械用 14.10

万台，摩托车用 154.85 万台，通机用

2.43 万台。

1 ～ 9 月累计销量各分类用途除船

用、商用车用外均为同比负增长。具体

为：船用同比增长 5.21%；商用车用同

比增长 0.27%；工程机械用、农业机

械用、摩托车用同比增长 -3.27% ～ -

9.70%，通机用、园林机械用、乘用车

用同比增长在 -12.81% ～ -16.10%，

发电机组用同比增长 -32.62%。1 ～ 9

月，乘用车用累计销量 1340.81 万台、

商用车累计销量 226.77 万台、工程机

械用累计销量 62.27 万台、农业机械用

累计销量 255.19 万台、船用累计销量

2.00 万台、发电机组用累计销量 86.92

万台、园林机械用累计销量 158.87 万

台、摩托车用累计销量 1242.33 万台、

通机用累计销量 25.09 万台。

前期高基数影响，工程机械用累计

销量仍不如同期。用于工程机械（21 家）

配套的多缸柴油机占比 17.78%， 9 月

销量 7.01 万台，环比增长 30.84%，

同比增长 8.05%，累计销量 57.51 万台，

同比增长 -2.17%。销量前十的为新柴、

潍柴、云内、全柴、玉柴、卡特彼勒、

东康、广康、锡柴、上柴。其前十名销

量占其总销量 95.14%。

9 月，乘用车市场产销环比较快增

长，同比仍下降。主要配套乘用车市场

的多缸汽油机市场下行压力仍较大。

受其影响多缸汽油机 9 月销量环比增

长、同比继续下降。9 月销售 182.50

万台，环比增长 16.27%，同比增

长 -0.49%，累计销量 1359.65 万台，

同比增长 -15.54%。在 55 家多缸汽油

机企业中一汽大众、上通五菱、东风日

产等十家销量排在前列，其总体销量占

行业销量的 59.06%。累计销量前十的

企业中，上通武汉、东本汽车、蜂巢动

力、东本发动机同比销量为正增长，其

余均呈现不同程度降幅，降幅较上８月

均有所收窄。乘用车用在多缸汽油机占

比为 97.74%，9 月销售 177.65 万台，

环比增长 15.64%，同比增长 -1.87%，

累计销量 1328.91 万台，同比增

长 -16.16%。

贸易摩擦影响持续，主要做进出口

贸易的小汽油机形势严峻。在可比较的

口径中，9 月销量环比小幅下降、同比

快速下降，累计销量同比降幅较大。9

月销售 45.19 万台，环比增长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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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15.95%；1 ～ 9 月累计销

量 474.66 万台，同比增长 -20.09%。

销量前五名企业为隆鑫、华盛、润通、

智慧农业、力帆内燃机。在园林机械

配套中，9 月，销售 14.10 万台，环

比增长 -10.07%，同比增长 4.49%。

1-9 月累计销量 158.87 万台，同比增

长 -15.88%；在农业机械中，9 月销

量 17.34 万台，环比增长 42.24%，同

比增长 -15.20%；1 ～ 9 月累计销量

146.24 万台，同比增长 -15.85%。

行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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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家独

立核算的规上企业汇总数据，1 ～ 8 月

内燃机行业经济运行三大指标同比均出

现负增长，行业经济运行基本在合理运

行期间。从相关分析指标看，减税降费

新政利好的影响相对有限，不确定性因

素较多，经济活力增长略显乏力，企业

仍面临着很多困难。但行业企业重视及

加强了各种管理，经营管理质量有所提

高。特别是在降成本、合理运用资金上

有提升。虽然经济下行的风险依然存在，

但随着国家落实降低实际利率水平的措

施，以及利用定向降准等工具，加大对

实体经济支持的力度，相信内燃机行业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可期的。

1 ～ 8 月内燃机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2467.51 亿元，同比增长 -3.25%，

延续了 1 ～ 7 月负增长。其中：内燃

机及配件行业 1251.98 亿元，同比

增长 2.56%，增长比８月回落，汽车

发动机制造业 1215.53 亿元，同比增

长 -8.59%，比８月降幅缩小 1 个百

分点；利润总额 249.52 亿元，同比增

长 -1.54%，比８月略有回落，其中：

内燃机及配件行业为 122.67 亿元，同

比增长 3.91%，汽车发动机制造业为

126.85 亿元，同比增长 -6.29%，继

续８月负增长；出口交货值为 154.83

亿元，同比增长 -5.88%，环比减幅增

大 5 个百分点，持续回落。其中：内燃

机及配件行业为 122.67 亿元，同比增

长 3.91%，与８月增幅基本持平，汽

车发动机制造业 51.24 亿元，同比增

长 -9.05%，回落近 5 个百分点。

以上各项指标可以看出内燃机行业

经济运行基本正常，规模数据指标虽不

尽人意，但质量效益指标还不能说不好。

财务费用降幅大，营业成本降幅较８上

月略有增加，但降幅仍高于营业收入，

存货库存继续下降。利息费用同比增幅

较高，资金运行成本高对企业生产经营

有一定影响。

从重点企业集团（23 家）效益数

据分析，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同比增

长，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为负。其分别

为：11.86%、6.618%、-1.73%，新

增指标研发费用 35.93 亿元，同比增长

24.17%。

企业效益整体表现不均衡， 23 家

中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双双同比增长的

企业仅为 6 家，占比 26%；其中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的 10 家，利润总额同比

增长 6 家。

行业进出口

中美贸易摩擦对内燃机行业进出口

贸易影响延续。

据海关总署数据整理，1 ～ 8 月内

燃机行业进出口贸易延续了前几个月下

降趋势，降幅略有缩窄，其出口降幅略

大于进口，出口额略大于进口额，仍保

持顺差态势。

1 ～ 8 月进出口总额 173.16 亿美

元，同比增长 -6.56%, 比８月降幅略

有扩大，其中，进口 72.81 亿美元，同

比增长 -6.69%，出口 100.4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6.47%。

在进口总额中，同比增长的有：

柴油机增长 22.88%，发电机组增长

5.11%，同比下降的有：汽油机和内

燃机零部件，分别下降 -15.4%、-

12.84%。进口细类增长主要有船舶

用柴油机、机车用柴油机，分别增长

41.46%、146.43%。

在出口总额中，各分类均为负增

长，柴油机和内燃机零部件降幅较小，

汽油机和其他类机型、发电机组降幅较

大；在柴油机中，增幅明显的是船舶用

内燃机，增长 17.44%；降幅较大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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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用柴油机，增长 -34.68%；在汽

油机中，增幅较大的是车用往复活塞发

动机 250ml ＜排量≤ 1000ml，增长

43.71%，比８月回落 5 个百分点，排

量＞ 3000ml 车辆用往复式活塞发动机

增长 18.56%，增幅次之，但其比８月

27.70% 减幅较大。

同比下降 5.2% 中汽协发布 9

月份汽车销量数据

10 月 14 日下午，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以下简称“中汽协”）信息发布会

在京召开。中汽协会秘书长助理陈士华

在报告中提到，2019 年 9 月，汽车销

量同比降幅收窄。产销量分别为 220.9

万辆和 227.1 万辆，比８月环比分别

增长 11% 和 16%，比 2018 年同比

分别下降 6.2% 和 5.2%。1 ～ 9 月，

国内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1814.9 万辆和

1837.1 万辆，产销量较 2018 年同比

分别下降 11.4% 和 10.3%。

新能源汽车方面，9 月产销量分别

为 8.9 万辆和 8 万辆，比 2018 年同期

分别下降 29.9% 和 34.2%。今年 1 ～ 9

月份，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 87.2 万辆，

同比增长 20.8%。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

69.2 万辆，同比增长 27.8%；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销量 17.9 万辆，同比下

降 0.8%；燃料电池汽车销量 1251 辆，

同比增长 7.6 倍。

中汽协会秘书长助理许海东表示，

7、8、9 月份以来，国内新能源汽车

的确出现较大幅度下滑，除了由于“国

五优惠”措施抢夺了一部分潜在新能源

汽车客户，更直接的影响因素是新能源

汽车补贴幅度的下降，因为这样一来，

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亏损压力更大，

因此在大规模生产和促销新能源汽车

的积极性上有所降低。但他也表示，对

2019 年最后三个月的新能源汽车表现

有一定信心，未来相关部门也有望推出

消费刺激措施。

总体来看，9 月国内车市进入传统

“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产销数据的完

成情况相比 8 月有了明显回升。但陈士

华表示，数据同比降幅仍然较大，延续

了 2018 年 7 月以来的下降态势。至此，

国内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 15 个月同比

下降，总体上乘用车各车型同比均下滑，

企业面对的压力尚未有效改善；商用车

则相对表现较好。

中汽协方面表示，从数据来看，目

前国内汽车工业消费仍显信心不足，部

分地区提前切换国六标准等不利因素影

响下，总体表现较弱。不过在 2019 年

三季度，在一系列的就业、稳金融、稳

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政策

作用下， 汽车产销降幅出现了收窄。伴

随着“银十”的到来，国内汽车产销量

有望进一步向上回暖。

印度砸百万亿卢比砸基建，有可

能成为经济增长新亮点

2019 年 8 月 15 日，莫迪在红堡

发表独立日讲话，宣布其新政 2.0 目标

“用 5 年时间打造新印度，带领印度

成为 5 万亿美元经济体的一员”。根

据印度央行预计，印度有望在 2019 年

成为 3 万亿美元俱乐部的一员，需在 

2020 ～ 2024 年保持 10.64% 以上的

名义 GDP 增速方能实现 5 万亿美元目

标。

印度在生产要素层面具有较好的禀

赋条件，城镇化率、有效劳动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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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等指标显示印度仍具有较强的、

可预期的人口红利；但印度基建相对薄

弱成为影响生产要素潜能释放的限制因

素。参考中国经验，现代化基建是解决

印度经济困局、实现腾飞的关键，一方

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

面生产及非生产性基建水平的提升为制

造业等产业发展奠定基础，在降低交易

成本、挖掘消费潜力、助力产业升级等

方面均有表现。

全球经济：贸易壁垒激增，增长

前景趋暗 

8 月全球经济活动进一步走弱，前

景趋暗。全球综合 PMI 指数由 7 月的 

51.6 降至 8 月的 51.3，已接近 2016 

年初的低位，主要因为此前增长较稳健

的 服务业在 9 月亦显著转差：全球服

务业 PMI 由 7 月的 52.5 降至 8 月的 

51.8， 美国、英国、印度和巴西等国服

务业均呈现放缓态势，澳大利亚进入服

务业萎 缩阶段，拖累全球服务业整体表

现，相较而言欧元区、中国和日本的服

务业仍在温和增长。

全球制造业已连续四个月陷入萎

缩，8 月制造业 PMI 为 49.5，其中新

订单的缩减幅度达到七年之最，在此背

景下，欧元区和中国的制造业就业下滑

压力较大。由于对未来 12 个月全球经

济的乐观预期持续下降，预计全球制造

全球制造业持续探底，服务业波动向下 全球制造业新订单和就业进入收缩区间

全球主要经济体综合 PMI 指数

2019 年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19 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美国 54.7 53.9 54.9 54.7 54.4 54.4 55.5 54.6 53 50.9 51.5 52.6 50.7

欧元区 54.5 54.1 53.1 52.7 51.1 51 51.9 51.6 51.5 51.8 52.2 51.5 51.9

英国 54.2 54.1 52.1 50.8 51.4 50.3 51.5 50 50.9 50.9 49.7 50.7 50.2

日本 52 50.7 52.5 52.4 52 50.9 50.7 50.4 50.8 50.7 50.8 50.6 51.9

中国 52 52.1 50.5 51.9 52.2 50.9 50.7 52.9 52.7 51.5 50.6 50.9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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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服务业表现将从分化逐渐收敛、共

同向下，中短期内难以出现显著反弹。 

细分行业而言，汽车及汽车配件、

金属和采矿业、工业产品等仍处于快速 

下滑通道，银行、保险等金融行业自 8 

月开始承压，而食品饮料、通信服务和

生物医药等在 8 月有较为亮眼的表现，

技术设备的产量已走出负区间，有望进

一步反弹。

贸易摩擦影响进一步扩大，OECD

再次下调全球增长预期。全球贸易受到

需求疲弱和政策不确定性的拖累而持续

承压，二十国集团（G20）的贸易限制

政策大幅增加，自 2018 年下半年起已

覆盖超过 8000 亿美元的贸易额。

中美两国近期互相释放善意为 10 

月的谈判营造良好氛围，但高企的关税

已经并将持续冲击中美及全球的制造

业、投资增速和企业信心。日韩贸易关

系全面恶化， 日本正式将韩国移出其贸

易“白名单”，而韩国也在广泛抵制包

括汽车、化妆品和啤酒在内的日本商品，

将使得已处于增速负区间的两国贸易雪

上加霜，且将进一步冲击东北亚贸易合

作关系以及半导体等产业链。 OECD 

继 5 月之后再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速预期，

将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速由 3.2% 调低

至 2.9%，将 2020 年增速预测由 3.4%

降至 3.0%，主要原因在于“原本看似

是暂时性的贸易紧张局势，正转变为持

久的新型贸易关系状态”。

美国经济：消费韧性支撑经济，衰

退忧虑稍有缓解 经济数据忧中带喜，衰

退忧虑稍有缓解。受全球增速放缓、贸

易纠纷持续等下行风险的影响，美国经

济延续放缓趋势，制造业已开始萎缩，

8 月制造业 PMI 降至 49.9。商业总销

售量增速自 2018 年中开始持续下滑，

企业盈利承压。另一方面，近期部分经

济数据未如预期般悲观，使得一度高涨

的经济衰退忧虑稍有缓解：受汽车和医

疗保健等支出提振，8 月美国零售销售

环比增长 0.4%，超出预期，显示美国

私人消费总体稳健，将继续支撑经济温

和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除去汽车和

汽油销量后的美国 8 月核心销售环比增

速仅为 0.1%，未及总额数据显示般乐

观。

前瞻地看，私人消费等国内需求将

在中短期内继续支撑美国经济温和增

长， 但随着大规模减税和政府支出刺激

效果的进一步减退，关税政策的国内影

响将 进一步加大，预计进出口贸易、商

业投资、企业盈利将持续下滑，经济前

景还需观望贸易谈判进展、关税的影响

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整幅度，但总

体上未来 12 个月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

性未有明显抬升。预计 2019 全年美国

实际 GDP 增速将放缓至 2.2% 左右。

（招商银行研究院 9 月 23 日）

贸易摩擦和外需疲软持续拖累中日韩出口 G20 受贸易限制性政策影响的贸易额陡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