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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 行业观察
文 | MFC

工业企业利润全面下降，唯独民

营企业利润还有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1 ～ 10 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 50151.0 亿元，同比下降 2.9%，降

幅比 1 ～ 9 月份扩大 0.8 个百分点。

1 ～ 10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4715.5 

亿元，同比下降 12.1%；股份制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 36623.3 亿元，下降 2.4%；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 12585.0 亿元，下降 4.0%；私营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 13915.0 亿元，增长 

5.3%。 

全国 11 月 PMI 各项指数的情

况创四月新高

PMI 综合

2019 年 11 月全国制造业 PMI 重

回线上至 50.2%，较 10 月明显回升，

创下 4 月以来新高，且年内首次超过

18 年同期水平、一改颓势，指向制造业

景气大有改善。主要分项指标中，需求、

生产双双走强，价格回落，库存好转。

分规模看，大、中、 小型企业 PMI 全

面回升，且大型企业 PMI 重回线上。近

期金稳委会议提出加大逆周期调节、财

政部提前下达 1 万亿新增专项债限额，

反映政策层面发力托底经济政部提前下

达 1 万亿新增专项债限额，反映政策层

面发力托底经济。

需求

11 月新订单指数回升至 51.3%，

由线下转入线上， 创 5 月以来新高，指

向内需有所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回升

至 48.8%，指向外需同步改善。

生产

11 月生产指数反弹至 52.6%，创

下 4 月以来新高， 印证 11 月发电耗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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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 16.6%，仍在年内高位， 指向工

业生产走强。

库存

11 月原材料库存指数回升至

47.8%，产成品库存指数回落至

46.4%，需求、生产双双走强， 令库存

状况有所好转。

价格

11 月购进价格指数略降至 49%，

出厂价格指数同步下行至 47.3%，11

月以来煤价回落，钢价反弹，油价小幅

上调，预测 11 月 PPI 环涨 0.1%，同

比 -1.3%。

就业

11 月从业人员指标稳定在

47.3%，制造业企业用工景气度虽较

10 月变化不大，但仍处在二季度以来的

高位，且 2019 年前 10 月已提前完成

城镇新增就业全年目标，指向就业压力

整体可控。

内燃机报告看制造业情况

根据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中国内

燃机工业销售月报》数据， 10 月，全

国内燃机当月环比下降，与上年同月比

小幅增长；其中柴油机环比小幅下降、

同比保持增长；汽油机环比下降，同比

小幅增长。1 ～ 10 月，内燃机销量同

比较上月比变化不明显，降幅略有收窄，

仍延续了 18 年 2 月以来负增长的态势。

究其原因，主要是终端市场的汽车

市场表现总体有所回暖但同比仍为负增

长，乘用车市场消费需求没有明显改善，

商用车、工程机械、园林机械市场虽保

持良好增长势头但所占比重相对较小。

贸易摩擦的影响延续，行业经济下行的

风险依然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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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市场用途情况：10 月，在分用途

市场可比口径中，与９月比，乘用车用、

商用车用、园林机械用环比增长，其他

各分类用途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增长

区间在 -6.9% ～ -25.9%。具体为：园

林机械用环比增长 15.72%，商用车用、

乘用车用环比增长 1.91% ～ 4.55%；

工程机械用环比增长 -6.89%，通

机用、摩托车用、发电机组用环比

增长 -12.68% ～ 19.27%；船机

用、农用机械用环比增长 -2.47% ～ -

25.93%%。

与 2018 年同期比，农业机械用、

发电机组用、船机用、通机用同比下

降，其他各分类用途同比增长。具体

为：园林机械用同比增长 27.90%；

商用车用同比增长 25.36%；工程

机械用、乘用车用、摩托车用同比

增长 2.22% ～ 7.29%；通机用同

比增长 -2.32%；农业机械用同比

增长 -16.57%；发电机组用同比增

长 -49.63%。10 月，乘用车用销售

182.56 万台，商用车用 28.75 万台，

工程机械用 6.97 万台，农业机械用

21.05 万台，船用 0.17 万台，发电机

组用 5.88 万台，园林机械用 16.32 万

台，摩托车用 132.99 万台，通机用 2.12

万台。

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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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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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为：船用同比增长 3.86%；商用车用

同比增长 2.59%；工程机械用、摩托车

用、农业机械用同比增长 -2.30% ～ -

9.62%，通机用、园林机械用、乘用车

用同比增长在 -12.07% ～ -14.09%，

发电机组用同比增长 -34.03%。1 ～ 10

月，乘用车用累计销量 1523.37 万台、

商用车累计销量 255.53 万台、工程机

械用累计销量 69.25 万台、农业机械用

累计销量 276.24 万台、船用累计销量

2.18 万台、发电机组用累计销量 92.80

万台、园林机械用累计销量 175.19 万

台、摩托车用累计销量 1375.35 万台。

基础建设平稳增长，拉动了工程机

械持续向好。用于工程机械（21 家）配

套的多缸柴油机占比 17.79%， 10 月

销量 6.64 万台，环比增长 -5.25%，

同比增长 10.96%，累计销量 64.15 万

台，同比增长 -0.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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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6%。

10 月，乘用车市场产销总体继续

回暖，但力度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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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销量环比增

长、同比小幅增长。10 月销售 185.38

万台，环比增长 1.58%，同比增长

5.30%，累计销量 1545.02 万台，同

比增长 -13.49%。在 55 家多缸汽油机

企业中一汽大众、上通五菱、上海大众

动力总成等十家销量排在前列，其总体

销量占行业销量的 59.15%。累计销量

前十的企业中，上通武汉、蜂巢动力、

东本汽车、东本发动机同比销量为正增

长，其余均呈现不同程度降幅，总体降

幅较９月均有所收窄。乘用车用在多

缸汽油机占比为 97.71%，10 月销售

180.76 万台，环比增长 1.75%，同比

增长 4.07%，累计销量 1509.67 万台，

同比增长 -14.17%。 

工程机械增速快速回升

工程机械销量：行业步入平稳增

长阶段，龙头企业占据优势挖掘机：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 ,2019

年 1 ～ 9 月纳入统计的 25 家主机制

造企业，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179195 台，同比涨幅 14.7%。其中

国内市场销量 159,810 台，同比涨幅

12.2%；出口 19,385 台 , 同比增长

39.9%。

分季度来看，挖掘机销量在上半年

保持了高速增长，第二季度增速有所放

缓，并且在 5 月份出现了小幅负增长，

三季度挖掘机销量的增速快速回升。从

销量结构上来看，行业龙头的优势扩

大，市场继续向龙头集中。综合 2019

年 1 ～ 5 月份的数据来看，三一重工、

徐工两家龙头企业的挖机销量分别为

31,286、16,903 台，市占率分别为

25.6%、13.8%，较 2018 年 12 月分

别上涨了 1.3%、2.1%。与 2019 年一

季度相比，二季度挖掘机销量的增速明

显放缓，三季度挖掘机销量的增速快速

回升，7 月、8 月、9 月主要企业挖掘

机销量分别同比上升 11.0%、19.5%、

17.8%。

此外，挖掘机出口销量继续强势增

主要企业挖掘机月销量及同比增速 主要企业挖掘机月出口量及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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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国产挖掘机设备在全球市场上的竞

争力不断提高，国产龙头企业的国际化

布局逐步开花结果。

其他工程机械：据中国工程机械工

业协会统计，2019 年前三季度纳入统

计的制造企业共销售推土机 4,573 台，

同比增长 -20.4%；销售装载机 87,873

台，同比增长 7.1%；销售压路机

13,357 台，同比增长 -11.7%；销售

起重机 32,757 台，同比增长 32.5%。

推土机等主要工程机械自 2016 年中期

以来销量连续上涨，2018 年在高基数

下依旧保持增长，进入 2019 年以来增

长势头有所放缓乃至开始下降。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大

致可以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三一

重工、徐工机械、中联重科和柳工，他

们四家年营收规模在 100 亿以上，产

品布局全面，技术水平领先；第二梯队

营收规模在 40 ～ 100 亿之间，产品

在某个细分领域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

第三梯队为营收规模在 1 ～ 10 亿的企

业，企业规模较小，一般在某个细分领

域有一定的知名度。第四梯队是众多中

小企业，产品同质化较高，主要依靠价

格优势抢占市场。2019 年前三季度，

第一梯队的四家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

1479.04 亿元，占申万机械行业所有企

业当期营业收入的 80.8%。

德系车提速在华布局新能源车

大众中国持续加码电动化。在 11 

月 21 日开启的广州车展上，大众表示，

明年将在华投资 40 亿欧元，其中 40%

在电动化领域。到 2019 年年底，大众

中国将提供 14 种电动车型，而公司的

全面电动化攻势将于明年启动。2020 

年 10 月安亭和佛山工厂将开始生产

MEB 车型，合计年产能为 60 万辆。到 

2025 年，集团将提供 30 款国产的电动

车型， 实现 150 万辆电动汽车的销售。 

宝马规划明后年电动化渗透率超 

10%。据宝马预计，今年年底宝马品牌

的电动车保有量将达到 50 万辆左右的

水平，公司计划在 2021 年底前再销售 

50 万辆电动汽车，估算电动化渗透率

将超过 10%。至 2025 年，公司电动车

年均销售增速保持 30% 以上增长。 同

时，公司 2020 ～ 2021 年将推出包括 

iX3、Mini Cooper 纯电版、iNext、i4 

等 5 款车型。 

德系车企电动化进入加速阶段。出

于智能化对电动化的需要，海外大车企

陆续启动在电动化领域大投入，根据

其平台车推车时间，预计 2020 下半年

到 2021 年，应会开启新轮快速增长。

根据海外车企此前披露的中国电动化规

划，第一步基本都主打插电式混合动力

车（PHEV ），从 2019 年前 3 季度销

量看，落实坚决。其中德系宝马和大众

在合资品牌中排名前 2 位，贡献主要份

额。 

从车企角度看，在中国 PHEV 市

场中，前 3 季度合资品牌市占率达到 

42%，较 2018 年提升 26 个百分点，

其中 第二 和 第三季度 分别为 49.9%

和 49.4%。 

Northvolt 计划到 2030 年动

力电池产能达 150 GWh 

Northvolt 公司计划在欧洲扩充进

一步扩充产能，目标是到 2030 年实现

约 150 GWh 的生产能力，并在欧洲占

据 25％的市场份额。 

Northvolt 是由特斯拉前供应链

管理部门副主席 Peter Carlsson 和 

Paolo Cerruti 于 2016 年共同创立，

战略目标是在欧洲建立一座最大的锂

电池工厂，到 2023 年电池年产能达 

32GWh，预计将耗费 40 亿欧元（约合

人民币 303 亿元）。目前 Northvolt 已

经和大众、ABB、西门子、雪铁龙、标

致、宝马、巴斯夫、Nemaska、优美科、

先导智能、天齐锂业等企业达成了合作

关系。

为了摆脱对亚洲供应商的依赖，以

大众为代表的欧洲车企或将在未来较长

的时间内逐渐转向与本土电池厂的合作

甚至自产电池。Northvolt 作为欧洲政

府和车企重点扶持的对象，未来将是亚

洲电池厂商强力的竞争对手。 

德国计划未来三年内新建 5 万个

充电桩 

德国政府表示准备投资 35 亿欧

元，用于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并与车企达成协议，宣布未来 3 年将

在德国国内新建 50000 个充电桩。另

外，为配合此前出台的“气候保护计划 

2030”，德国政府还计划到 2030 年在

境内建设 100 万个充电桩。

中国电动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发

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前 10 月，充

电基础设施增量为 33.6 万个，同比增

加 39.7%。截至 2019 年 10 月，全国

公共充电桩和私人充电桩总计保有量为

114.4 万个，同比增长 66.7%。然而，

充电桩建设仍存在巨大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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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四部委联合印发的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

(2015 ～ 2020 年 )》，到 2020 年，

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超过 1.2 万座，分

散式充电桩超过 480 万个，以满足全国

500 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工信部公示 2018 年新能源汽车

补贴初审结果 

工信部公示了 2018 年度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初步审核结果，结

果显示，针对 2018 年新能 源汽车推广

情况，企业申报了 574445 辆，专家组

此次核准了 541377 辆，未被核准的原

因主要是未接入国家监管平台、行驶里

程数不满足 2 万公里、车辆核心参数与

推荐目录信息不一致。 

此次初审情况乘用车企业普遍好于

商用车。其中广汽比亚迪申报 970 辆

客车，核准了 105 辆，其中有 604 辆

行驶里程不足 2 万公里，宇通客车申报 

7376 辆，最终核准了 7375 辆。 

针对新能源汽车运营车辆的闲置问

题，主管部门 2016 年规定，要求非个

2019 年 10 月产销量一览表（单位：万辆）

汽车类别 车型类别

产量 销量

2019 年 10 月 2019 年 1 ～ 10 月 2019 年 10 月 2019 年 1 ～ 10 月

单月产量 单月同比 累计产量 累计同比 单月销量 单月同比 累计销量 累计同比

乘用车

轿车 88.7 -10.7% 826.0 -12.2% 89.8 -10.1% 831.8 -11.8%

MPV 13.7 6.7% 109.5 -20.2% 13.0 -11.4% 111.3 -21.0%

SUV 88.0 3.3% 733.3 -10.8% 86.9 0.1% 742.7 -8.3%

交叉型乘用车 3.4 16.4% 32.4 -7.2% 3.0 -7.6% 31.7 -13.9%

乘用车合计 193.8 -3.2% 1701.2 -12.1% 192.8 -5.8% 1717.4 -11.0%

商用车

客车 3.6 -16.1% 35.8 -6.4% 3.5 -6.8% 36.2 -2.5%

客车非完整车辆 0.2 -39.7% 2.3 -13.9% 0.2 -40.0% 2.3 -13.2%

货车 32.1 11.2% 307.4 -0.6% 32.1 8.7% 311.6 -2.5%

半挂牵引车 4.7 26.0% 44.4 18.7% 4.6 18.8% 46.4 16.1%

货车非完整车辆 4.4 28.3% 47.1 9.2% 4.5 16.6% 48.1 7.3%

商用车合计 35.8 7.7% 343.2 -1.3% 35.7 7.0% 347.8 -2.5%

汽车合计 229.5 -1.7% 2044.4 -10.4% 228.4 -4.0% 2065.2 -9.7%

资料来源：中汽协、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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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户购买的新能源汽车申请补贴，累

计行驶里程达到 3 万公里后才可发放。

2018 年，补贴政策调整，将运营里程

标准降为 2 万公里。

特斯拉加快交付 Model Y，零

部件或提前量产 

据外媒报道，特斯拉可能会比预期

更早开始投产 Model Y，因为有几家特

斯拉供应商声称，特斯拉已要求它们提

前 6 个月开始量产 Model Y 所需的零

部件。 

2019 年 3 月，特斯拉推出了基于 

Model 3 车型的跨界车 Model Y 车型，

当时表示最早将于 2020 年秋季开始量

产。特斯拉在第三季度财报中曾表示，

其将于 2020 年夏季开始生产 Model 

Y。 

目前看生产时间可能在 2020 年春

季，预计首批量产的 Model Y 车型将

于 2020 年 2 月至 3 月在弗里蒙特工厂

下线，可能也在上海工厂同步生产。 

Model Y 定位于五门中型 SUV, 可

提供七座版本选装，中国区预售价为 

43.5 万元起。车辆共拥有四个配置版本，

分别为标准续航版、长续航版、双电机

全轮驱动版以及 Performance 高性能

全轮驱动版。它基于 Model 3 平台开发，

并且 Model Y 和 Model 3 的零部件重

复率高达 75%。 

Model 3 和 Model Y 作为特斯拉

两款重要的走量车型，均提前生产，加

快在中国市场的布局，将推动新能源汽

车行业发展，同时给国内零部件企业带

来机遇。 

新能源汽车纯电动汽车比例增加

11 月 11 日，中汽协发布 2019

年 10 月汽车产销数据，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近年来月度销量（辆）

18 ～ 19 年动力电池厂商市占率

新能源汽车近年来月度环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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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莱特
空气压缩机
多应用于
激光切割行业

博莱特（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呼兰西路60弄卓越时代广场7号楼602

www.sh-bolaite.com.cn

微信公众号

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成员

节能  可靠  便捷  智能

• 博莱特成立于 1999 年，提供专业的
压缩空气系统全套解决方案。2006
年，由瑞典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全
资收购。

• 采用阿特拉斯 · 科普柯设计和主机， 
经过十多年发展，产品行销全国，进
入大量的应用领域，已成长为行业著
名品牌。

10 月产销分别完成 9.5 万辆和 7.5 万

辆，比 2018 年同期分别下降 35.4%

和 45.6%。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 7.8 万辆和 5.9 万辆，比 2018 年

同期分别下降 33.3% 和 47.3%；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均完成 1.6 万

辆，比 2018 年同期分别下降 44.3%

和 38.7%。2019 年 1 ～ 10 月，新能

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8.3 万辆和 94.7

万辆，比 2018 年同期分别增长 11.7%

和 10.1%。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 79.5 万辆和 75.0 万辆，比上年

同期分别增长 18.4% 和 15.0%；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6 万

辆和 19.6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10.6% 和 5.7%；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 1391 辆和 1327 辆，比 2018

年同期分别增长 8.2 倍和 8.0 倍。 

1 ～ 10 月份，宁德时代装机量

已达 23.5GWh，市占率为 50.9%；

2018 年全年为 23.6GWh， 市占率 

42%。比亚迪则为 9.2GWh，市占率 

20.0%；2018 年全年为 11.2GWh，

市占率 19.9%。

2019 前三季度家电行业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 2.78%，收入增速相较

于 2018 年前三季度回落 11.83 个

百分点；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1.86%，净利润增速相较于 2018 年

前三季度回落 8.75 个百分点；原材料

价格同比回落 + 增值税下调红利带动

行业整体毛利率小幅提升。采用所选的 

49 家家电重点公司口径：2019 第二

季度和 2019 第三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总

收入 3095.58 亿元和 2980.58 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3.42% 和 -1.93%，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68.84 亿元和

220.14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3.66%

和 13.79%。

由于 2018 年同期高基数及地产弱

周期的影响，家电行业前三季度整体

营业收入、净利润增速同比 2018 年

前三季度有所回落。单看三季度，行

业毛利率同比变化不大，达 24.23%；

期间费用率控制良好，同比小幅下滑 

0.42 个 百分点 至 16.46%；净利率同

比提升 1.55 个 百分点 至 8.46%；经

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大幅改善，同比增长 

562.96%。 

白电行业

空调量价齐跌、冰洗量价齐升，营

收净利增速回落。白电板块 2019 第三

季度 实现营业总收入 1923.51 亿元，同

比增长 1.80%，收入增速较 2018 年同

期回落 13 个 百分点。第三季度白电毛

利率 / 净利率分别同比提升 -0.12/1.89 

个 百分点 至 27.89%/10.52%；第三季

度 期间费用率同比下滑 0.64 个 百分点 

至 18.05%。展望 2019 年，我们预计

全年空调内销出货量下滑 1.76%，行业

双寡头格局稳定、发生大规模价格战风

险不大，渠道现已进入库存去化周期。 

厨电行业

前三季度收入下滑、利润上涨，毛

利率显著改善。受房地产宏观调控影响， 

2019 第三季度 延续 第二季度 趋势，三

季度厨电板块实现营业总收入 59.29 亿

元，同比下滑 3.33%， 实现归母净利润 

8.04 亿元，同比上涨 30.18%；毛利率

/ 净利率分别增长 2.76 /3.55 个 百分点

至 46.32% 和 13.79%；期间费用率同

比下滑 1.36 个 百分点 至 30.75%。

小家电行业

三季度收入小幅上涨，净利润增速

承压；零部件行业：上半年收入放缓，

净利润增速回正。小家电板块 2019 第

三季度 实现营业总收入 198.04 亿元，

同比增长 4.29%，归母净利润 17.84 

亿元，同比下滑 1.86%；2019 第三季

度 小家电行业毛利率水平保持稳定，期

间费用率略有上升。白电行业景气度回

落致使零部件板块 2019 年前三季度收

入增速有所回落，因原材料价格回落和

能效标准政策等原因，第三季度收入增

速回正、净利润同比有所下滑。 

黑电行业

行业需求不振致收入下滑，面板

价格持续回落。2019 第三季度黑电行

业实现营业总收入 670.77 亿元，同比

下滑 12.8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 13.03 亿元，同比增长 5.29%。

黑电企业未能在面板价格下跌中改善

盈利能力，第三季度 毛利率同比下滑 

2.44 个 百分点至 10.79%；第三季度 

期间费用率同比下降 2.27 个百分点至

10.26%。

2019 年 Q3 家电毛利率、净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