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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 行业观察
文 | MFC

5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升至

50.7，重回扩张区间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放宽，企业普遍

复工复产，6 月 1 日公布的 5 月财新中

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

50.7，较 4 月提高 1.3 个百分点，为 2

月以来最高，重回扩张区间。

这一走势与国家统计局制造业 PMI

并不一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5 月制造

业 PMI 录得 50.6，低于上月 0.2 个百

分点。

随着企业经营逐步恢复正常，制造

业生产连续三个月环比回升，5 月生产

指数录得 2011 年 2 月以来最高。生产

恢复明显快于需求，受外需疲弱的拖累，

新订单指数虽较 5 月小幅回升，仍处于

收缩区间。为遏止疫情扩散，多国实施

严格措施，包括停产停业，新出口订单

指数虽有回升，但已连续五个月处于收

缩区间。

需求低迷，导致制造业企业连续五

个月压缩用工，但降幅放缓。受访企业

普遍表示，因需求不足而计划裁减人手，

部分企业则称员工自愿离职后没有填补

空缺。生产加速而企业新订单减少，导

致企业积压工作量出现自 2016 年 2 月

以来的首次下降。

5月中国制造业采购库存继续下降，

许多受访企业反映，鉴于需求低迷，同

时为了控制成本，因此重新调整了库存。

因需交付订单，以及需求低迷而致力减

少存货，企业成品库存指数下降，重回

收缩区间。

原材料购进价格连续四个月处于收

缩区间，但降幅减缓。厂商普遍反映，

金属、石油等原料降价，带动成本下降。

随着市况逐渐回稳，制造商基本维持产

品售价不变，出厂价格指数重回临界值

以上，打破连续三个月的降价趋势。

由于预期疫情改善后，全球经济状

况会转强，中国制造业界对未来一年抱

有信心，乐观度在扩张区间攀升。

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喆表示，

国内经济处疫情后的修复期，生产恢复

速度明显强于需求，国外疫情仍在蔓延

中，出口疲弱对需求侧形成严重拖累。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未提及 GDP 增

速目标，重点强调“六稳”和“六保”，

就业首当其冲。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就

业指数已连续五个月处于收缩区间，促

就业工作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5 月财政收入下降 10% 降幅继

续收窄

财政部 6 月 18 日发布数据，5 月

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539 亿元，

同比下降 10%，降幅比 4 月份收窄 5

个百分点。这是财政收入降幅连续两个

月收窄，呈现向好态势。综合今年情况

看，1 至 5 月各月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下

降 3.9%、21.4%、26.1%、15%、

10%，呈现一季度收入大幅下降后 4 月

和 5 月持续回升向好态势。1 至 5 月累

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7672 亿元，

同比减少 12247 亿元，下降 13.6%。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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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下降 17%；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本级收入 41674 亿元，同比下降

10.4%。全国税收收入 66810 亿元，

同比下降 14.9%；非税收入 10862 亿

元，同比下降 4.9%。

5 月内燃机行业延续上月同比增

长，环比下降

5 月，在国家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拉

动下企业加快了复工复产复市的步伐，

受汽车、工程机械等终端产品产销加速

恢复形势向好的影响，内燃机当月销量

延续了上月的同比增长，累计销量降幅

继续收窄。

据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中国内

燃机工业销售月报》数据，按可比口

径，5 月销量 391.38 万台，同比增长

6.09%，环比增长 -3.66%；1 ～ 5

月累计销量 1545.58 万台，同比增

长 -17.94%，较 4 月降幅收窄 5.94 个

百分点。

环比看，有增有减，乘用车用、商

用车用、工程机械用、发电机组用、通

机用环比小幅增长，农业机械用、发电

机组用、园林机械用、摩托车用环比下

降；同比看，乘用车用、商用车用、工

程机械用、农业机械用、船用内燃机出

现强力反弹，增幅达 19% ～ 56%，特

别是工程机械用内燃机增长达 56%，比

较罕见；累计同比看，同比降幅已明显

收窄，柴油机降幅已回 2% 之内，明显

好于汽油机降幅的 20%；商用车用、工

程机械用内燃机已小幅增长，在九大用

途分类中仍有乘用车用、园林机械用、

摩托车用、通机用内燃机累计同比降幅

超 10%。

分市场用途情况：

5 月，在分用途市场可比口径中，

农业机械用、船用、园林机械用、摩托

车用环比下降，其余小幅增长。具体

为：乘用车用增长 3.55%，商用车用增

长 5.63%，工程机械用增长 8.81%，

农业机械用增长 -4.29%，船用增

长 -6.58%，发电机组用增长 2.12%，

园林机械用增长 -16.20%，摩托车用

增长 -13.18%，通机用增长 2.09%。

与 2019 年同期比，发电机组用、

园林机械用、摩托车用、通机用同比

下降，其它各分类用途不同程度增

长。具体为：乘用车用增长 19.74%，

商用车用增长 37.05%，工程机械用

增长 56.82%，农业机械用用增长

32.25%，船用增长 23.01%，发电

机组用增长 -7.99%，园林机械用增

长 -14.92%，摩托车用增长 -15.50%，

通机用增长 -7.04%。

与 2019 年累计比，各分类用途下

降幅度已有所收窄，商用车用、工程机

械用已正增长。具体为：乘用车用增

长 -24.25%，商用车用增长 1.46%，

工程机械用增长 1.87%，农业机械用用

增长 -0.49%，船用增长 -2.65%，发

电机组用增长 -6.18%，园林机械用增

长 -12.54%，摩托车用增长 -21.46%，

通机用增长 -31.03%。

5 月，乘用车用销售 154.12 万

台，商用车用 37.56 万台，工程机械用

10.28 万台，农业机械用 38.20 万台，

船用 0.33 万台，发电机组用 11.09 万

台，园林机械用 17.50 万台，摩托车用

119.71 万台，通机用 2.60 万台。

1 ～ 5 月，乘用车用累计销售

556.90 万台，商用车用 140.86 万台，

工程机械用 37.98 万台，农业机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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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2 万台，船用 1.21 万台，发电机

组用 43.50 万台，园林机械用 82.29 万

台，摩托车用 521.07 万台，通机用 9.96

万台。

2020 年 5 月汽车工业经济运行

情况

2020 年 5 月，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运行逐步趋于正常，稳定和促进汽车消

费相关政策效应显现，汽车市场逐步恢

复，5 月当月汽车产销呈现两位数增长。

5 月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14.5%

5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18.7

万辆和 219.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8.2% 和 14.5%。

1 ～ 5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78.7 万辆和 795.7 万辆，同比分别下

降 24.1% 和 22.6%。

5 月乘用车销量同比增长 7%

 5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66 万辆

和 167.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2%

和 7%。分车型看，轿车产销分别完成

79 万辆和 77.6 万辆，其中产量同比增

长 0.4%，销量同比下降 0.9%；SUV

产销分别完成 75.4 万辆和 77.7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27.6% 和 20.1%；MPV

产销分别完成 7.9 万辆和 8.1 万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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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别下降 8.7% 和 24.6%；交叉型乘

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8 万辆和 3.9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27.5% 和 47%。

1 ～ 5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595.5 万辆和 610.9 万辆，同比分别下

降 29.1% 和 27.4%。分车型看，轿车

产销分别完成 279.8 万辆和 285.5 万

辆，同比分别下降 31.3% 和 30.4%；

SUV 产销分别完成 277.7 万辆和

285.5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2.2% 和

20.2%；MPV 产销分别完成 25.7 万

辆和 27.8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55.5%

和 51.5%；交叉型乘用车产销分别完

成 12.4 万辆和 12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1% 和 27.5%。

5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售 57.1 万

辆，同比增长 0.4%，占乘用车销售总

量的 34.1%，占有率同比下降 2.2 个百

分点。

1 ～ 5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累计

销售 226.4 万辆，同比下降 32.5%，

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37.1%，占有率

同比下降 2.8 个百分点。其中，轿车

销量 52.8 万辆，同比下降 35%，市

场份额为 18.5%；SUV 销量 142.5

万辆，同比下降 26.3%，市场份额为

49.9%；MPV 销量 19.1 万辆，同比下

降 56.6%，市场份额为 68.7%。

 5 月商用车销量同比增长 48%

 5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52.7 万

辆和 5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7.7%

和 48%。分车型看，货车产销分别完

成 49 万辆和 48.2 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 53.2% 和 52.5%；客车产销分别完

成 3.7 万辆和 3.8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0.3% 和 7.3%。

1 ～ 5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83.2 万辆和 184.8 万辆，同比分别

下降 1.4% 和 1%。分车型看，货车产

销分别完成 168.6 万辆和 170.6 万辆 ,

其中产量同比下降 0.4%，销量同比增

长 0.4%；客车产销分别完成 14.6 万辆

和 14.2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1.1% 和

15.2%。

5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23.5%

5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8.4

万辆和 8.2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5.8%

和 23.5%。分车型看，纯电动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 6.3 万辆和 6.4 万辆，同比分

别下降 33.8% 和 25.1%；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1 万辆和 1.8

万辆，其中产量同比增长 17.1%，销量

同比下降 16.1%；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 17 辆和 42 辆，同比分别下降

94.6% 和 86.7%。

1 ～ 5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 29.5 万辆和 28.9 万辆，同比分

别下降 39.7% 和 38.7%。分车型看，

纯电动汽车产销均完成 22.2 万辆，同

比分别下降 42.8% 和 39.8%；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2 万

辆和 6.7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7.5%

和 35.0%；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309 辆和 322 辆，同比分别下降

44.1% 和 40.9%。

1 ～ 4 月重点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

比下降 22.4%

 1 ～ 4 月，汽车工业重点企业（集团）

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632.3 亿元，

同比下降 22.4%；累计实现利税总额

749 亿元，同比下降 50.7%。

5 月汽车出口同比下降 37.4%

 5 月，汽车整车出口 4.9 万辆，同比下

降 37.4%。分车型看，乘用车出口 3.5

万辆，同比下降 36.2%；商用车出口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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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同比下降 40.2%。

 1 ～ 5 月，汽车整车出口 32.3 万辆，

同比下降 17.5%。分车型看，乘用车出

口 24.4 万辆，同比下降 5.8%；商用车

出口 7.9 万辆，同比下降 40.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

据，远超行业预期

2020 年 5 月份，各企业共计销售

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31744 台，同比增

长 68%，远超行业预期（50%）。另

据了解，起重机械、高空作业平台等销

量都取得了突破。根据中国工程机械

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20 年 5 月，各

企业销售挖掘机 3.17 万台，同比增长

68%。

其中，国内销量 2.95 万台，同比

增长 76.3%；出口销量 2223 台，同比

增长 3.3%。1 ～ 5 月，国内各企业挖

掘机销量累计 14.58 万台，同比增长

19.4%。

其中，国内销量 13.42 万台，同比

增长 19.4%；出口销量 1.16 万台，同

比增长 20.7%。从产品分类来看，小

型挖掘机继续领跑市场。5 月，国内小

型挖掘机销量达 1.78 万台，同比增速

高达 83.7%；中挖和大挖销量分别为

7538 台和 4161 台，同比增速分别为

70.2% 和 60.8%。2020 年前 5 月，

国内小挖累计销量 8.41 万台，同比增

长 23.7%；中挖和大挖累计销量分别

为 3.35 万台和 1.66 万台，分别同比增

14.6% 和 9.6%。

2020 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

商 50 强企业，总销售额达到

1972.51 亿美元

营收同比 2019 年增长 3.27%，连

续数年保持增长，但增幅明显放缓。利

润方面，2020 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

50 强营业利润总额为 220.03 亿美元，

同比微幅下滑。本届入榜的制造商，国

外企业共有 39 家，具体包括 7 家美国

企业，13 家日本企业，3 家瑞典企业，

4 家德国企业，2 家韩国企业，1 家英

国企业，3 家法国企业，2 家芬兰企业，

1 家意大利企业，1 家奥地利企业，1

家加拿大企业和 1 家南非企业，其中，

美国公司卡特彼勒、日本公司小松，依

旧位列全球第一、第二位。

此次，2020 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

商 50 强中，11 家中国企业入榜，其中

徐工集团位居全球第 4 位，较之去年的

第 6 名上升 2 个排名；三一重工、中联

重科同时进入全球 10 强，其中去年中

联重科仅排第 14 名。此外入榜的中国

工程机械制造商还包括：

柳工、铁建重工、龙工、山河智能、

山推股份、雷沃工程机械集团、厦工机

械、北方股

份 .2020 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

50 强中，11 家中国企业销售额总额达

到 362.29 亿美元，

在 50 强总额中占比为 18.37%，

同比增长3.22个百分点。从销售额上看，

中国仅次于美国、日本；而受市场波动、

激烈竞争等影响，2020 年的 50 强榜单

上，美国、日本销售额占比同比均出现

下滑。

激光行业下游市场潜力不断释

放，激光器进口替代进程逐年加

快

根据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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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2020 中国激光产业发展报告》，

2019 年全球激光器市场规模为 147.3 

亿美元，同比增长达 9.9%，增速高于

2018 年。全球激光器行业收入规模持

续增长。从 2013 年的 89.70 亿美元增

加至 2019 年的 147.3 亿美元，年复合

增长率为 8.62%。

亚太地区为全球最主要的光纤激光

器市场，由于亚太地区集聚了全球重

要的汽车业、传统制造业和半导体行

业，对光纤激光器需求非常旺盛。根

据 Technavio 预测，2018 年亚太地区

光纤激光器市场规模为 8.72 亿美元，

2021 年有望达到 13.26 亿美元，在此

期间年复合增长率为 14.99%。2019 

年我国光纤激光器市场规模为 82.6 亿

元，同比增长 6.7%。

目前，锐科激光在国内光纤激光器

的市场的占有率仅次于全球龙头 IPG，

并且公司凭借其在成本和售后的优势，

正逐年缩小与 IPG 之间的差距。据报告，

2019 年我国国内光纤激光市场 IPG 

市占率下滑至 41.9%，锐科激光约为

24.3%。

苹果计划提升 iPhone 产量，有

望带动 3c 自动化设备需求

苹果公司已通知多家供应商，计

划将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的

iPhone 产量同比增加 4％，达到约 2.13

亿部。知情人士表示，在 iPhone 的总

产量中，旧机型和包括第二代 iPhone 

SE 及 5G 款在内的新机型预计将各占

一半，苹果引领的新周期开启将有望带

动 3c 自动化设备的需求。

在显示终端应用领域，手机贡献最

大市场需求。2018 年智能手机占比达

到 71%，2019 年 OLED 面板在手机

市场中的渗透率将超过 35%，至 2021 

年将逐步取代 LCD 手机面板成为新一

代主流显示技术。

国铁建设资本金预算增加 1000 

亿元，轨交投资有望加速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逆周期调

节的重要工具，对当前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十分重要。4 月铁路公路水路

民航完成投资 2999 亿元，同比增长

18.2%。根据两会会议中相关的铁路报

告，我们国家铁路在 2019 年已经完成

8029 亿元的投资，不仅完成了全年投

资 8000 亿元的目标任务，同时创下我

国铁路投资连续 6 年保持在 8000 亿元

以上的记录。

《政府工作报告》显示 2020 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 3.75 万亿元，比去年增

加 1.6 万亿元，且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

项目资本金的比例，中央预算内投资安

排 6000 亿元，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

金 1000 亿元。

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成各

省市 2020 年投资项目主流，其中浙江

省即将落地的交通项目包括“十大千亿”

工程和“百大百亿”工程包括智慧公路、

沿海高铁、沪杭甬超级磁浮等超级项目，

总投资额达 3.6 万亿。我国高速铁路十

年 CAGR 高达 29.21%，2020 年有望

投产 2000 公里，城市轨道交通 2011-

2018CAGR 达 18%，未未来城轨建设

和城际高铁建设将有望在新基建政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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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下更为快速发展。

目前包括兰州、佛山、杭州、石家庄、

合肥等多地都在加快推进新一轮的地铁

规划和建设。我们预计未来两年轨道交

通投资将持续加速。

智能物流市场空间近千亿，系统

集成商迎来黄金发展期

近年来，中国电商快速发展，艾媒

咨询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中国

移动电商用户规模将突破 7 亿人。与其

同期快速增长的还有快递市场，据国家

邮政局数据，2019 年已突破 630 亿件，

快递企业日均快件处理量 1.7 亿件，预

计 2020 年中国快递年业务量预计将达

到 740 亿件。

国内劳动力成本逐年提升，与发达

国家的物流仓储水平相比我国提升空间

较大，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中国整

体物流自动化普及率在 20% 左右，而

发达国家为 80%，中国的智慧物流行业

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智能物流系统将

自动化仓储、自动化搬运、自动化输送、

物流管理软件相结合，能够很好的降低

人工成本，提升制造、流通效率。智能

物流的快速兴起，有望解决我国物流成

本长期居高不下的问题。据中国物流仓

储协会统计数据，2018 年我国自动化

物流系统市场规模有望突破 1100 亿大

关，未来几年行业复合增长率有望保持

15% 以上，智能物流系统集成及智能物

流装备企业迎来黄金发展期。

转子压缩机内销拐点清晰、外销

有待观察

产业在线显示，家用空调行业产销

量稳步回归常态，内销增速降幅收窄

拐点清晰。2020 年 6 月行业排产约为

1630 万台，同比去年增长 13.7%。十

家主要压缩机企业总排产 1850 万台，

同比去年增长 2.9%。下半年外销端受

海外疫情后续发酵程度、订单交付时间

等因素仍有较大不确定性，其端受疫情

的影响或将暴露得更充分。

空调能效新国标七月即将落地，或

引发新轮洗牌。空调能效新国标《房间

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21455-2019) 将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空调能效新标的实施，

或将抬高空调制造的门槛，使得规模较

小的中小品牌在技术研发、生产研发等

各方面成本相应增加，行业可能将迎来

新一轮洗牌。据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测算，

新标准的实施将使目前空调市场淘汰率

达到 45%，同时将进一步推动空调器朝

着高效、变频的方向发展。

前四个月中国冰箱出口量增长。

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 1

至 4 月，中国冰箱出口量 1633 万台，

累计比去年同期增长 3.3%，出口金额

1,345,366 万元，累计比去年同期增长

2.8%。

618 格力、美的销售可观。于 6 月

19 日，格力电器宣布其 2020 年“智惠

618·健康生活家”主题直播活动创下

102.7 亿元的销售纪录。同日，美的集

团亦宣布 618 美的系全网总销售额突破

125 亿。

3C 成交再创新高，“大促”迎

来恢复性消费

据天猫数据显示，今年 618 狂欢

节 3C 行业成交再创新高，在促销开售

后第一个小时内，天猫 3C 行业即有 25 

个品牌及品类实现10 倍以上销售增长，

例如海尔卡萨帝空调、九阳电蒸锅等产

品分别较去年翻了 50 倍与 53 倍。

此外，海尔电视销售额累计劲增

91%，其中天猫平台销售增长累计劲增

140%，苏宁易购累计增 59%。疫情所

催生的“智能健康”“机器人”等概念

新品亦集中爆发，健康、养生和高品质

商品的销量也持续火爆，成为消费动力

来源。

2020 年一季度小家电逆势飘红 

年轻人是主要用户群体

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

布的报告显示，一季度小家电板块异军

突起，其中不少品种销量增长一倍以上。

专做小家电的小熊电器一季度预计净利

润在 8978.24 万元至 1.07 亿元之间，

增长 60%-90%。此外，一季度与健康

相关的小家电产品增长较多，如消毒柜

线上销售增长 51%，空气净化器增长

25%，吸尘器增长 38%。消费升级是

小家电行业发展的重要内驱动力，小家

电快速发展体现出人们的消费理念正日

益朝着追求健康、舒适、高颜值和满足

个性化需求的方向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