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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市场相关板块持续走强——

水泥业受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报记者 祝君壁

机床市场持续升温，行业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好转——

机 床 业 景 气 度 大 幅 回 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许红洲

去年以来，机床市场持续升温，国产机床竞争力不断提高，本地市

场份额进一步扩大，行业逐步回暖。在市场需求不断升级的环境下，我

国企业主动适应市场，发力中高端，产品结构调整取得成效。未来，国

产机床还应在高端领域奋起直追，加快研发和创新的脚步————

本版编辑 杜 铭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最新数据
显示，2016 年中国机床工具行业景气
度 指 数 为 53.9% ， 比 上 年 大 幅 回 升
19.4 个百分点，反映出行业运行呈现
回升态势。

“去年四季度以来，机床工具行业
市场逐步趋稳，一系列积极变化为行
业发展带来暖意和信心。”中国机床工
具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
惠仁在接受 《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
表示。尽管向好前景可期，但行业整
体转型压力仍在加大，行业企业还要
加速重构竞争力，主动匹配和适应不
断升级变化的需求市场。

主要指标明显好转

从 2011 年起，机床行业进入下行
通道。2016 年行业景气度大幅回升，
得益于行业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好转。
2016 年国内机床消费总额达到 275 亿
美元，同比持平，结束了自2011 年以
来的连续下降。同时，行业产出呈现
恢复性增长，达到 229 亿美元，同比
增长3.6%，实现由负转正。

“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国产机床
在 本 土 市 场 占 比 不 断 提 高 ， 达 到
72.7%。这说明我国机床行业市场竞争
力在不断提高，是行业近年来加快转
型升级的结果。”陈惠仁说。作为目前
全球最大的机床生产国和消费国，中
国市场是国际行业巨头的布局重点，
在这样一个竞争充分、激烈的市场
上，72.7%的占有率来之不易。

伴随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
整的不断深入，我国机床行业市场需
求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需求总量明显
减少、需求结构加速升级的市场新特
征日益明显。需求结构升级的主要方
向可以概括为 3 个方面，即自动化成
套、客户化定制和普遍换挡升级。

需求升级必然要求机床产品要有
新特点。“高效、精密、复合是持续多
年的趋势，近两年来在此基础上又有
新特点，那就是智能化、绿色化。”中
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执行副理事长王
黎明说。

分化明显转型加速

2016 年机床行业景气状况低位大
反弹，但是，行业发展分化明显。一
方面，细分产品分化严重。其中，数
控装置和功能部件景气度最高，为
68.4%；金属成形机床排在第二，为
61.8%；金属切削机床为 51.3%，排在
第三；工量具和磨料磨具处于荣枯线
之下，仅为 43.9%。对此，协会人员
分析指出，在市场需求复苏拉动下，
主机呈现回暖态势，但工量具和磨料
磨具仍陷于结构调整的困境之中，呈
现运行乏力的状态。

另一方面，企业发展两极分化更趋
明显。面对机床工具市场持续多年下
行，2016 年有部分企业出现经营困难、
破产重组等现象，整个行业企业亏损面
达45%。但不少企业则逆势而上，转型
升级成果显著，在汽车、航空航天等重
点领域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进口替代。比如，大连科德在
航天领域获得 20 多台五轴加工中心组
线订单，普什宁江的自动线产品也在航
天领域有所斩获。此外，国产机床的质
量也在不断提升，南京工艺和宜昌长机
连续 3 年获得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评选的“质量十佳”称号，产品可靠性得
到用户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几年国家大

力支持的中高端机床用关键功能部件
率先走出低谷的迹象很明显，2016 年
景气度为 68.4%，比整体行业景气度
高出 14.5 个百分点。相关公司的业绩
也印证了这一点。主营业务为机床数
控系统的华中数控，2016 年净利润预
计为 1000 万元至 1500 万元，比 2015
年亏损4135.9万元有大幅改善。

着重发力高端市场

1 月 20 日，由济南二机床集团有
限公司自主研制的国内首条全伺服高
速自动冲压线在上汽通用武汉基地全
线贯通，正式交付使用。济南二机床
再次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冲压技术
比肩国际领先水平。启动仪式上，上
汽通用总经理王永清感慨道：“全伺服
高速自动冲压线的贯通，是 《中国制
造2025》的成功实践。”

“低端混战、高端失守”是我国机
床行业的尴尬局面，近年来在国家一
系列政策措施的支持下，机床企业在
高端领域奋力追赶。当个性化需求、
批量定制和高端制造成为主流市场的
强劲需求时，便为机床制造企业提出
了新的供给目标，同时也提供了发展
机会。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市场，倒逼
机床企业必须主动作为，加快技术创
新和关键技术突破。

对于 2017 年机床行业的发展趋
势，陈惠仁给出了基本判断：市场下
行接近触底或基本触底；基础设施投
资继续发挥市场支撑作用；消费日益
成为市场的主要拉动力；“三航两机”
成为高端需求的主要市场。

“新需求带来新供给，产生新的
发展动力。机床企业要以专注的精
神和专业的技术，深入挖掘用户需
求，满足重点领域发展需要。在提
高产品质量和提供成套解决方案的
同 时 ， 不 断 提 升 服 务 能 力 和 水 平 ，
在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实现逆势增
长。”陈惠仁说。

近期，我国A股市场水泥板块股价持续走高，截至2月
14 日收盘，板块近 16 个交易日累计上涨高达 20.18%。至
15日虽有所回落，但仍在高位区间。对此，有关专家表示，
水泥股从去年四季度开始表现不俗主要受益于水泥行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近几个交易日的上涨主要是受到新疆水
泥股的拉动。新疆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7 年将
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以上，同比增长50%，
基建投资将拉动一系列工业品需求，直接受益的就是水泥
行业。需求增长超预期，加之水泥行业错峰生产供给收缩，
水泥价格上涨，业绩增长预期较好也在情理之中。

不仅新疆地区水泥需求超预期，2017 年开年，全国
各大机场、铁路、公路、城市轨道等工程项目相继开工，
也将为水泥行业需求拉动贡献力量。2016 年水泥行业通
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稳增长、调结构、增效
益”为重点，采取了包括错峰生产、开展行业自律、加强
区域协调、市场整合等一系列措施，使多数区域市场供求
关系得到阶段性改善，水泥价格持续回升。据国家统计局
统计，2016年我国水泥行业实现收入8764亿元，同比增
长 1.2%，实现利润 518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55%，全年
行业效益得到大幅提高。

“水泥板块走强，一是由于去年年底错峰生产执行彻
底，北方多数企业没开工，去库存效果显著，市场供应收
紧。二是受暖冬影响，去年投资的一批重点项目启动时间
比往年提前，提前开工导致市场供应偏紧。三是目前行业
内大企业对停窑限产已形成共识，行业自律落实到位。这
三方面因素使近期水泥价格与往年相比起点要高。”中国水
泥协会常务副会长孔祥忠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从近期水泥价格来看，据数据水泥网分析，3月上旬
华东地区水泥价格将恢复上调走势。春节后第一周，国内
水泥市场需求尚未明显启动，按往年惯例，春节过后水泥
价格多是先下调，刺激中间商囤货打开市场销量，之后再
向上调整。目前看，今年也将会以此走势为主。但不同的
是，各大企业对今年协同提价诉求强烈，长三角地区在开
市的前两三周，水泥价格将会先有一定的回落，而后随着
熟料价格的上调，以及下游市场需求启动，水泥价格将重
回上行通道。

对于水泥行业的未来走势，孔祥忠认为，由于水泥
行业错峰生产和停窑限产效果明显，行业效益提升较
快，所以预计券商将继续看好水泥板块。“参照煤炭、
钢铁行业去产能的成效，相信水泥行业去产能工作的进
一步实施将促进市场整合、企业重组，持续提升行业效
益。”孔祥忠说。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市崇义镇
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37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57
批准成立日期：1986年09月09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崇义镇梳妆街64、66、68、70
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市中兴镇
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36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58
批准成立日期：1986年07月22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中兴镇南街178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市石羊镇
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35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59
批准成立日期：1986年08月26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石羊镇解放街 68、70、72、
74、76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龙泉驿区
北泉路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34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60
批准成立日期：1994年01月0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镇北泉路 708、
710、712、714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都区三
河大道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44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61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05月2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三河街道三河大道 48-
52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都区龙
桥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43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62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05月2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龙桥镇龙桥场镇九组
240-246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都区石
板滩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42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63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5月0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石板滩镇东风东街 68-
74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都区新
繁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41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64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5月0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正西街260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市江都庭
院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39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65
批准成立日期：1986年07月08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190、192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市青城山
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38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66
批准成立日期：1986年09月16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山镇南北大道 122、
124、126、128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籍田镇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156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67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5月2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籍田街道东街东段
43-49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天府新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68
批准成立日期：1986年10月1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正北上街 24 号、
26号、28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太平镇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157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69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5月0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太平镇长龙路 123、
125、127、129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邛崃市卧龙镇营
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45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70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08月27日
住所：四川省邛崃市卧龙镇金龙街303-313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市观景路
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40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71
批准成立日期：1990年10月08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观景路343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0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邛崃蜚虹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094
许可证流水号：00561098
批准成立日期：1990年03月13日
住所：四川省邛崃市临邛镇蜚虹路341、343、345号
1层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6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州西江桥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23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46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崇州市崇阳镇滨江路南一段1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8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桂湖西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24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47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1月2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桂湖西路 32、34
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8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光华村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25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48
批准成立日期：1990年02月0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青华路光华村街11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8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西南交通大学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26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49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0月1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西南交通大学办公楼底
楼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8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晋康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20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50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路 215 号附 9-12
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8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指挥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22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53
批准成立日期：1986年12月27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指挥街44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8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民丰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21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54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城大道
831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8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奎光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47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44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08月16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奎光路8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8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迎宾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46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45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03月06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迎宾路65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8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四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106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55
批准成立日期：1993年05月13日
住所：四川省双流县华阳街道华阳大道二段 325 号
1楼（层）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仙桥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016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56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7月0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仙桥路7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0日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简阳支行
机构编码：B0207S251010143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42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07月12日
住所：简阳市石桥镇金绛路5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1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通汇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51010062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43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通桂路 7 号中洲中央城
邦1栋1层1-6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16日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成华支行
机构编码：B0108S251010011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72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1月2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府青路二段 69 号、71
号、73号、75号和67号1栋204号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3日

泸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机构编码：B0210B251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73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1月2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 1999 号银泰
城1号楼
发证日期：2017年01月23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羊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5101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561086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12月22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大石西路18号1栋1层11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07日

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机构编码：B0212B251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61095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12月2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288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6日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宽窄巷子小微支行
机构编码：B0016S251010015
许可证流水号：00561096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12月2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宽巷子28号附4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6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51010128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01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滨江路二段366号、368
号、370号、322附201号、附202号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30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旌东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35106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559927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09月18日
住所：四川省德阳市岷江东路88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德阳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6年10月11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什邡小花园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351060022
许可证流水号：00559963
批准成立日期：2011年04月08日
住所：四川省什邡市盛世华庭商住楼 1 幢一楼 14、
15、16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德阳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6年11月28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开发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351060030
许可证流水号：00559968
批准成立日期：1994年08月12日
住所：四川省德阳市天籁福楼盘 3 幢第 1 层 1-12、
1-13、1-14、1-15、1-16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德阳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6年12月22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市凯旋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35109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474044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05月29日
住所：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凯旋路油房街口凯兴小
区9号楼底层5-4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遂宁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10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下列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