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房地产投资的回落，机械
产品需求出现分化，工程机械等专
用设备受下游投资放缓冲击较为明
显。相比之下，受益于国家政策扶
持,涉及制造业升级的铁路装备、航
天军工、智能装备、电力设备等领域
保持了较高的景气度，下半年值得
重点关注。

铁路设备市场迎来高峰。2014
年我国铁路总投资达到 8000 亿元
以上，铁路投资重回历史高点；国家
铁路新开工项目由 44 项增加到 64

项，新线投产由 6600 公里增加到
7000 公里；前期储备项目由 13 个增
加到 20 个。我们认为，下半年是铁
路建设高峰期，动车组将迎来集中
交付。

智能装备越来越受关注。受我
国经济转型、人口红利消失和国家
政策支持等因素影响，智能装备将
迎来持续高速增长。工业机器人大
规模应用时代来临。根据相关机构
预测，未来 5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市
场规模有望达到 2000 亿元。在关键

零部件自制、机器人本体国产化和
机器人系统集成等方面，都有可能
实现超预期发展。

分布式电站调整政策后期或将
出台，特高压建设有望快速推进。环
保诉求增强是特高压将加快推进的
关键因素，区域大气污染治理需加
大跨区电力外送。分布式电站开发
进度目前弱于预期，但国家大力发
展分布式电站的决心不容置疑，随
着政策的调整，分布式电站建设有
望快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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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季度，装备制造业主要行
业产值大部分相比一季度出现回落。

其中专用设备工业增加值增长
率回落了 2.9 个百分点，通用设备制
造业回落 1 个百分点，汽车制造业回
落了 0.6 个百分点。多数行业增速与
上年末水平相当，但汽车行业上半年
产销增幅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了 3.2
和 3.9 个百分点，增加值增速已经低
于上年末水平，且逐月回落，对行业
整体表现影响较大。上半年，民用船
舶和铁路机车产量下滑收窄，发电设
备和金切机床产量同比恢复增长，大
中拖延续低迷，中小拖产量下滑。特
别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
输设备制造业以及仪器仪表行业二
季度增速显著回升，分别比一季度提
高了 3.7和 2.2 个百分点，但这两个行
业相对总量偏小，对行业整体景气表
现拉动不强。

需要关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
是行业利润率仍较低。上半年装备制
造业销售利润率约为 5.85%，比一季
度的 5.53%有所提高，但仍然低于
2013 年 的 6.2%，也 低 于 2012 年 的
5.98%。可喜的是汽车行业利润率不
断提高,汽车行业新增利润约占工业
新增利润的 37%。二是部分行业库存
规模显著加大。以产成品为例，根据

统计数据测算，装备制造业产成品同
比增幅 2013 年为 9.6%，一季度提高
到 12.4% ，二 季 度 进 一 步 提 高 至
14.6%，需要进一步化解产能过剩压
力，激发市场需求，防范资金链风险。

随着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措施的
出台，水利、公共设施、道路运输和铁
路运输投资增速较高，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总体呈加快趋势，机电产品出口
形势逐步回升，装备制造业拥有可见
的市场空间。下半年汽车、电工等行
业保持景气，高铁、核电等拳头产品
会逐步获得实质性的海外订单，同时
机床、仪表、机器人等智能装备和新
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继续
成为行业发展亮点。2014 年是中国
智能装备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
元年，产业转型升级、工业制造智能
化水平提高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
高为这两个产业的发展拓展出市场
空间，成为上半年行业发展中引人注
目的亮点。

从智能装备产业来看，我国机器
人市场已经从汽车、电子等传统领域
迅速向物流、食品、医疗、纺织、轻工、
化工等领域拓展，广东、浙江等地区
通过产业促进、购买补贴等方式大力
推广机器换人以缓解用工荒和用工
贵难题，多家机器人企业反映订单同

比均出现翻倍乃至数倍增长。此外，
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机器人产业链，
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技术不断完善国产产业链，相比
国外产品的竞争力得到提高，随着市
场普及，核心零部件价格不断走低，
用户接受程度提升。

从新能源汽车市场来看，新能源
汽车产销激增成为汽车行业最大亮
点 。近 期 国 务 院 常 务 会 议 决 定 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底，对获
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包括进口)的
纯电动以及符合条件的插电式（含增
程式）混合动力、燃料电池三类新能源
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消费者购买新
能源汽车在补贴的基础上还能节省近
万元，私人消费市场有望打开。有关部
门发布政府采购新能源汽车实施方
案，要求三年内政府新购置车辆中新
能源汽车要达到 30%，为新能源汽车
带来 300 亿元的政府采购市场份额。
此外，实施方案还要求充电接口与新
能源汽车数量比例不低于 1∶1，进一
步拓展了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市场。
私人购买、政府采购和基础设施三头
并进，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前景光明，
有望带动我国汽车工业增长与升级同
步发展，继续担当装备制造业乃至工
业稳步增长的领头羊。

经模型测算，2014 年三、四季度中
经 装 备 制 造 业 景 气 指 数 预 计 分 别 为
95.5 和 95.6，中经装备制造业预警指数
分别为 76.7 和 80.0。

今年二季度 18000 多家装备制造
业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反映装备制
造业企业家对 2014 年三季度企业经营
状况预测的预期指数为 132.3，比反映
2014 年二季度企业经营状况的即期指
数高 0.6 点。二季度，订货“增加”及“持
平”的企业占 82.7%，和上季度基本持
平（略降 0.6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订
货“增加”及“持平”的企业占 89.9%，比
上季度上升 5.5 个百分点。企业用工计
划增长放缓。二季度，用工计划“增加”
比“减少”的企业比重高 3.4 个百分点，
两者的剪刀差比上季度缩小 5.5 个百分
点。企业投资意愿继续下滑。二季度，投
资计划“增加”比“减少”的企业比重低
7.5 个百分点，两者的剪刀差比去年四
季度扩大 1.2 个百分点。

当前，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仍面临着
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形势。一方面，宏观
经济稳中有进，为装备制造业提供相当
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国内有效需求
在短期内难有明显提升；出口表现也难
有根本改观。同时，装备制造企业还面
临着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
和国际竞争压力加大等不利因素影响。
综合来看，我国装备制造业下一步运行
或将缓中趋稳，能否企稳回升有待进一
步观察。

在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的车间内，技术员正在调试公司热销的机器人产品。 本报记者 刘 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