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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汽车销售恐跌破 9 千万辆

根据汽车研究机构 LMC 

Automotive 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汽

车销量年减 4.4％，由 2018 年的 9440

万辆降至 9030 万辆，远远不及 2017

年创下的 9520 万辆纪录。

全球汽车销量自 2017 年攀登顶峰

后，已连续两年萎缩。2020 年汽车产

业仍难摆脱销售走疲颓势，LMC 预期，

2020 年全球汽车销售可能跌破 9000

万辆，年减幅逾 0.3％。2019 年全球汽

车销量锐减的主因，是全球最大汽车市

场中国经济增长走疲，政府削减电动车

补贴，以致销量暴跌。

另一个大型汽车市场印度，受到信

表 1   2019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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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019 年 1 ～ 12 月 2019 年 12 月 2019 年 1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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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 -1.9% 1023.3 -10.9% 102.6 -0.4% 1030.8 -10.7%

MPV 14 -16.8% 138.1 -18.1% 14.8 -16.1% 138.4 -20.2%

SUV 101.2 21.5% 934.4 -6.0% 99.1 1.2% 935.3 -6.3%

交叉型乘用车 4.1 -1.5% 40.2 -4.3% 4.8 1.7% 40 -11.7%

乘用车合计 218.5 6.4% 2136 -9.2% 221.3 -0.9% 2144.4 -9.6%

商用车

客车 6.4 19.8% 47.2 -3.5% 6.3 -2.5% 47.4 -2.2%

其中：客车非完整车辆 0.3 -19.9% 3 -14.0% 0.3 -18.4% 3 -13.2%

           货车 43.4 15.9% 388.8 2.6% 38.2 5.1% 385 -0.9%

其中：半挂牵引车 6.9 53.4% 58.1 23.6% 4.6 27.0% 56.5 16.9%

其中：货车非完整车辆 6.3 13.8% 58.2 10.7% 4.1 -7.5% 56.5 6.3%

商用车合计 49.8 16.4% 436 1.9% 44.5 3.9% 432.4 -1.1%

汽车合计 268.3 8.1% 2572.1 -7.5% 265.8 -0.1% 2576.9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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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紧缩和经济增长减速影响，消费者暂

缓大型支出。欧洲汽车市场亦陷入寒冬，

英国脱欧与大众汽车排气造假丑闻，令

潜在买家却步。

2020年的汽车市场展望依旧低迷。

中国官方日前指出，2020 年汽车销量

可能持平或略为负增长，疫情的发生让

情况恶化。

全球许多市场仍未饱和，消费者所

得增加将更能负担得起汽车。中国和印

度的汽车密度较低，影响销售的逆风消

除后，两国汽车市场仍有潜力维持稳定

扩张。

汽车销售萎缩正值产业面临重大转

型挑战，是否舍弃内燃引擎，对抗气候

变迁危机。部分专家甚至认为汽车销售

可能已经触顶，或是全球需求减弱已经

无可避免。

医疗设备将迎来大爆发

全国各地落地“小汤山”医院，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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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次疫情的特点，对部分特定医疗设

备的需求必定会大幅增加，尤其是监护

仪、血氧仪、各类型体外诊断设备 (CRP、

血气分析仪等 )、CT、DR、呼吸机、

制氧机、温度计、人工肺等等，这些为

此次疫情必须要使用到的设备。按照目

前疫情的进展，各地方的“小汤山”医

院有望在 2 月份全部落地。据现有的统

计，“小汤山”医院共会有过万张床位，

“方舱”医院也接近万病床，“小汤山”

的规模就相当于 14 个三甲医院的规模

（一家三甲医院床位 1000 张左右），

那么会产生巨大的医疗设备需求。以监

护仪为例，每个病床床旁需要用到监护

仪，1.4 万张床位就是 1.4 万台监护仪

的需求；每个病人每天做试剂检测，现

在全国确诊和疑似病例超 4 万例。

此次疫情带来的设备采购，会带来

医疗设备采购的复苏。理邦仪器、迈瑞

医疗、万东医疗、鱼跃医疗、宝莱特、

万孚生物等公司因为产品线和疫区院区

建设对应，其生产线在国内，对于生产

和供应的调度能力强，会受益于此次设

备采购浪潮。

油气场全面放开，2020 年“三

桶油”资本开支有望增加

自然资源部称我国将全面开放油

气勘查开采市场，允许民企、外资企

业等社会各界资本进入油气勘探开发

领域，油气勘探资本开支有望增加。此

外， 2020 年中海油资本开支预算达到

850 ～ 950 亿元，同比增长约 20%，

中石油和中石化 2020 年勘探开发资本

也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国内油气开

采继续维持高景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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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复工率超过 76%，交通运

输部预计春运还有 1.6 亿人返程

据交通运输部，2 月 10 日全国发

送旅客 1257.7 万人，同比 -84.8%，环

比 -1.7%，节后累计返程率约 18.1%，

预计 2 月 11 ～ 18 日还有 1.6 亿万人

返程返岗。据百度迁徙数据，主要人口

输入地返程率依次为，上海 36.9%、

北京 31.7%、广东 30.5%、江苏

24.7%、浙江 14.3%。2 月 9 日以来，

返程规模持续下降，相比去年同期，各

地累计返工缺口继续扩大。据发改委，

2 月 10 日全国 22 个省份，口罩企业

复工率超过 76%，防护服企业的复工

率 77%，全国重点监测的粮食生产、

加工企业复工率 94.6%，煤矿复产率

57.8%，电力、天然气和成品油供应充

足，民航、铁路、水运正常运营。

白电和零部件：2019 财年收官，

空调龙头重塑竞争格局，2020 

景气上行

申万宏源证券认为疫情对 2020 年

家电需求整体影响有限，目前行业促销

三大战略目标重塑格局、淘汰低能效产

品、清理库存卓有成效，下半年随着新

能效等级政策正式执行有望迎来量价齐

升的景气度上行阶段。

格力电器：公司四季度空调内销量

同比下滑 3.3%、出口下滑 14.3%，内

外销合计下滑 5.9%，考虑到晶弘冰箱

并表、智能装备业务拉动，预计公司四

季度收入持平，净利润保持 0 ～ 5% 的

提升幅度，全年依然保持收入和业绩小

个位数增长。

美的集团：得益于终端降价促销拉

动，公司四季度空调内外销量分别同

比增长 22% 和 19%，合计同比增 长 

21%；冰洗出口拉动整体销售，小家

电保持双位数表现，我们预计美的四季

度收入增幅 5% ～ 10%，归母公司净

利润增幅 15% ～ 20%，全年实现收入 

6% ～ 8% 增长，业绩增长 19%。

2019 财年收官龙头重塑竞争格

局，2020 空调景气上行

产业在线数据显示，2019 年空调

行业内销累计 9216 万台（-0.7%），

出口累计 5846 万台（-0.8%），目前

12 月份排产 1291 万台（+11.47%），

其中内销 649 万台，同比下降 2.32%，

出口 422 万台，同比增长 3.86%。申

万宏源认为疫情对 2020 年家电需求整

体影响有限，下半年随着新能效等级政

策正式执行有望迎来量价齐升的景气度

上行阶段；冰洗内销遇冷下滑、外销平

稳增长，其中冰箱全年内销 4338 万台，

持平微增 0.66%，出口稳增 6.4%；

洗衣机全年内销 4504 万台，基本持

平，出口稳中有升 4.7%。厨电受地产

减速影响上半年终端需求表现低迷，不

过随着四季度地产竣工增速持续回暖

+17%，预计 2020 年零售端也有望迎

来改善。

12 月工业机器人产量加速上行，

看好自动化行业长期发展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 年 12 

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 2.00 万台，同

比 +15.30%；全年产量 8.69 台，同

比 -6.10%。2019 年 10 月，我国工业

机器人结束了 2018 年 9 月以来的连续

同比下滑，连续三个月增速为正。

天风证券： 2020 年工程机械需

求不悲观

宏观上 2020 年面临经济翻番的历

史任务，中观上中小企业债务和资金压

力大， 叠加肺炎疫情影响，逆周期政策

有望加速到来；更新需求仍将持续，根

据测算，2020 年挖掘机行业年更新量

仍在 10 万台以上；地产投资保护韧性，

强施工模式带动搅拌车和混凝土机械需

求；2020 年底有望迎来非道路机械的

国标升级，刺激销量；海外市场渠道建

设逐渐步入收获期，龙头发力全球市场；

无锡高架桥坍塌事件带动新一轮治超，

短期刺激搅拌车销量，长期看轻量化将

成为重要发展趋势。

基于我们的保有量模型测算，按照

2020 年需求增速排序，混凝土机械＞

起重机＞挖掘机。

挖掘机：预计 2020 年销量增速

为 5% ～ 15%，受疫情影响高峰期有

望后移，海外市场潜力较大。2019 年

三一挖掘机市占率 26% 左右，结构上，

中挖市占率 23%，大挖 25.5%，小挖

27%，中挖和大挖仍有 2 个点以上的提

升空间，同时出口有望保持 30% 以上

增速。

起重机：预计 2020 年销量增速

5 ～ 15%；风电装机带动大吨位履带起

重机需求，装配式建筑带动大吨位塔吊

需求。2019 年三一汽车起重机市占率

26.3% ～ 27%，预计 2020 年继续提

升至 28% 以上，同时 2019 年 11 月年

产 8000 台的塔机基地刚投产，明年贡

献新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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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机械：保守估计，预计

2019 年泵车销量 7500 台以上，新机

销量同比 66%+，2020 年行业销量

9000 台以上，同比 20% ～ 30%；结

构上短臂架泵车增速放缓，长臂架泵车

占比提升，带动毛利率提升。治超严格

带动小吨位搅拌车销量高增长。2019 

年三一泵车市占率 45% 以上，搅拌车

市占率有望达 20% 左右，充分受益于

行业高增长红利。

中国移动固网 IMS 及 EPC 核

心网扩容改造设备集采：华为、

中兴等中标

中国移动日前发布 2019 年固网

IMS 及 EPC 核心网扩容改造设备集中

采购（单一来源采购）信息公告，采

购内容为融合 GMSC/MGCF、固网

SBC/P-CSCF、固网 SBC、I-SBC、

固网 IMS HSS、P-GW、PCRF 网元

扩容改造。供应商名称：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爱立信

（中国）通信有限公司、诺基亚通信系

统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集中网络云资源池分布

式块存储扩容集采：华为等三厂

商中标

中国移动日前发布集中网络云资源

池二期工程分布式块存储扩容采购（单

一来源采购）信息公告，采购原设备提

供商为中国移动提供对现有网络云资源

池进行扩容的分布式块存储产品。供应

商名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爱立信（中

国）通信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全球智能手

机出货量 3.688 亿部 同比下滑

1.1%

全球手机市场季度跟踪报告初步

数据显示，2019 年第四季度全球智能

手机出货量为 3.688 亿部，同比下滑

1.1%。整体出货量下滑的部分原因在

于中国市场出货量增长疲软。IDC 数据

显示，排名 2019 年第四季度全球智能

手机出货量前五的分别是：苹果、三星、

华为、小米、OPPO。

三家获得 5G 室分频率许可，

5G 建设进程继续推动

近日，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联

通、中国广电颁发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

证，同意三家企业在全国范围共同使

用 3300 ～ 3400MHz 频段频率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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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室内覆盖。这意味着继 2019 年室

外 5G 商用建设开始后，室内 5G 覆盖

建设也正式启动，这将进一步推动国内

5G 网络建设进程。同时，三家运营商

共享同一频段进行 5G 覆盖在我国尚属

首次，意在提高无线电频率的使用效率

和效益，支撑 5G 高质量发展。这意味

着三家运营商在面临各方协调的同时，

有望增强室内覆盖建设力度。

未来两年将是国内第一波 5G 建设

高峰。运营商投资受自身战略、财务情

况、网络需求以及政策引导等因素影响，

由于前期重在覆盖，可以判断 5G 前期

建设节奏和 4G 周期类似。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国内的 5G 基站建设数量

已超过 13 万个，依据国内各省规划情

况，2020 ～ 2021 年将是我国 5G 建

设第一个高峰期，预计新增 5G 宏基站

150 万站以上，国内三家运营商资本开

支复合增长率超过 10%。而到 5G 建设

后期，区别于 4G 的 2C 需求推动，垂

直行业用户将加大 5G 投资，可能成为

主要推动力量。

欧洲 1 月份电动车数据亮眼，重

视锂电全球供应链

1 月份欧洲多国电动车渗透率

创新高，碳排放政策显成效。根据

Cleantechnica 报道，1 月份欧洲各

国新能源车市场份额创下月度历史新

高：挪威 64.4%（其中 EV 车型超过

44%，PHEV 车型超过 20%），瑞典

30% 以上，法国 11%，意大利 2.1%，

西班牙 4%。根据 CCFA/AAA 数据，

1 月份，法国 EV 乘用车首次单月注册

量超过一万辆，达到 10952 辆，同比

+258%，占市场总量 134230 的 8.2%

份额 ，如果包含 PHEV，则新能源车

合计占比 11%。新注册的乘用车平均二

氧化碳排放量降至 96.0g/km，接近碳

排放政策 20 年 95.0g/km 的标准。 我

们此前在年度策略报告中强调，各国的

新能源车补助政策和碳排放政策是加速

欧洲市场电动化的关键因素。法国 1 月

份的销量数据表明政策正在显成效。

增基建扩投资，新开工项目建设

节奏有望加速

从特高压项目的建设需求来源看，

用电端和供电端地理分布不均为特高压

建设提供了长线需求，逆周期条件或影

响特高压建设释放的节奏。我们认为在

疫情影响下，逆周期调节的作用或将进

一步凸显。根据北极星电力网披露，国

网加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计划新开

工陕北 ~ 武汉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

工程、山西垣曲抽水蓄能电站等一批工

程，总投资 265 亿元。加快推进南阳 ~

荆门 ~ 长沙、南昌 ~ 长沙、荆门、武汉、

驻马店 ~ 武汉、武汉 ~ 南昌特高压交流，

白鹤滩 ~ 江苏、白鹤滩 ~ 浙江特高压直

流等重点项目前期进度，力争尽早核准

开工，建议关注疫情带来的国网逆周期

投资机会。

财政部追加额度达上限，地方债

发行或再迎高峰

近期财政部提前下达 2020 年新增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8480 亿元，其中一

般债务限额 5580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2900 亿元。加上此前提前下达的专项

债务 1 万亿元，共提前下达 2020 年新

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8480 亿元”。

疫情加速财政政策节奏，财政部追

加下达 2020 年部分地方债新增额度已

经达到 60% 上限，意在提前部署专项

债发行，回应疫情对于总需求的下行压

力。根据 2018 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授

权，国务院可以“在当年新增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的 60% 以内，提前下达下一

年度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2019

年 11 月 28 日，财政部预算司公布提前

下达 2020 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1

万亿元，占 2019 年当年新增专项债务

限额 2.15 万亿元的 47%；2020 年 1

月 4 日，据广西一般债发行披露文件，

财政部提前下达部分一般债额度；前

两次下达和本次追加后，提前下达一般

债新增额度 5580 亿，专项债新增额度

12900 亿，均为 2019 年相应额度的

60%，达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上限。

从近期的发行来看，春节和疫情影

响叠加，专项债发行节奏放缓，预计近

期或再次开启发行高峰。节前地方债发

行与往年相比显著增加，1 月份已发行

专项债 7148.59 亿元，一般债 583.43

亿元，合计达到 7732.02 亿元，大幅高

于往年；且此前各地披露的一季度地方

债发行计划超过 1 万亿，2、3 月仍有

约 1700 亿待发行；春节因素和疫情因

素放缓了地方债发行进度，节后一周没

有地方债发行，第二周此前调整发行日

期的北京市地方债发行，且节后广州已

经开始新的发行计划；所以，1 月份已

经完成部分地方债发行，此次追加额度

后“弹药”充足，3 月两会前或再现发

行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