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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4.69%——

机械工业将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20172017年上半年机械行业向好态势明显年上半年机械行业向好态势明显，，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超过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超过

预期预期。。虽然今年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退坡对汽车产销形成了一定压虽然今年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退坡对汽车产销形成了一定压

力力，，加上电工行业受到煤电去产能的影响加上电工行业受到煤电去产能的影响，，导致拉动机械工业增长的导致拉动机械工业增长的

两大支柱两大支柱——汽车汽车、、电工电器行业利润增速低于机械工业总体水平电工电器行业利润增速低于机械工业总体水平，，

但全行业主动适应新形势但全行业主动适应新形势，，积极创新转型积极创新转型，，新动能不断增强新动能不断增强，，抵消了抵消了

不利因素的影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半年机械行业将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下半年机械行业将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黑飞”扰航频发 倒逼监管提速

无 人 机 有 人 管 了
本报记者 沈 慧

中国民航局表示，今年上半年共收到无人机影响航班运行报告44起，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7起；受影响航班790班，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689班。

无人机产业快速发展，但无人机飞行却处于“无人管”状态，凸显法律和监管

空白。无人机实名登记制等措施出台，有望改变这一状况

本版编辑 杜 铭

北京的跑道、上海的流控、广州的
远机位、深圳的雷雨、昆明的雾、成都
的无人机——最近，网上流传着“民航
六大惹不起”段子，让民航四川监管局
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彭勃深有感触。

今年 4 月 21 日，受无人机事件干
扰，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65 个航班曾一
度返航备降、39个航班盘旋等待、超过
1 万名旅客滞留，由此造成的安全隐患
和经济损失难以估量。

这已不是第一次。数据显示，从
2016 年 至 今 ， 四 川 监 管 局 共 收 到 无
人 机 影 响 运 行 安 全 事 件 报 告 37 起 ，
其中 12 起事件导致 10 个以上航班受
到影响，涉及双流国际机场、绵阳机

场 、 广 汉 机 场 等 ， 发 生 在 14∶00 到
20∶00 之间的扰飞事件占所有事件比
例的 78%。

遭遇无人机扰飞的不只是四川。今
年 2 月份，昆明长水机场连续发生 4 起
无人机事件，最严重的 1 起事件中，无
人机距离飞行中的客机仅约 50 米。据
统计，北京首都机场 2016 年发生 19 起
异常升空物事件，其中6起是无人机。

7 月份召开的中国民航局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中国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党
委书记张春枝透露，今年上半年共收到
无人机影响航班运行报告 44 起，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加37起；受影响航班790
班，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689班。

想找出幕后操手？这有些困难。彭
勃告诉记者，大部分的扰飞无人机由较
专业的“飞手”操纵，37起发生在四川
范围内的不明飞行物扰飞警情在通知属
地公安机关查找后，均未找到不明飞行
物及放飞人员。

针对无人机“黑飞”屡次逼停民航
成为“隐形杀手”，中国民航局不久前
发布了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
记管理规定》，明确自 2017 年 6 月 1 日
起，最大起飞重量在 250 克以上的民用
无人机开始实施实名登记注册；已购买
无人机的个人，需在 2017 年 8 月 31 日
前完成登记注册；逾期未注册，其行为
将被视为违反法规的非法行为，无人机

使用也将受到影响。
张春枝指出，在民航局等部门采取

了无人机实名登记、发布宣传片等一系
列管理措施之后，6 月份无人机影响航
班运行事件开始呈下降趋势，与 5 月份
相比，无人机影响航班运行事件减少14
起，影响航班减少205班。

“截至 6 月 12 日，注册登记无人机
数量已达到 4.5 万架，今后对于违规使
用或恶意操作无人机，将予以追责。”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学院教授昂
海松表示。

在昂海松看来，我国无人机产业
近年来虽发展迅速，但很多无人机厂
家仅负责加工组装，并不承担研发职
责，拥有完全自主生产能力的更是少
数。“总体设计优化技术、自主控制导
航与避障能力、智能软件设计水平、
任务设备的适应能力、高清视频传输
能力、续航能力，以及安全性与可靠
性将是未来国内无人机技术发展的重
点。”昂海松称。

近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了
2017 年上半年机械行业经济运行数
据。数据显示，机械行业向好态势明
显，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超过预期，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12.5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6%；实现利润总额 8576 亿元，同
比增长14.69%。

今年以来，机械工业主动适应发展
新常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
有效供给，市场信心逐步提升，效益改
善、出口回升、结构优化、转型发展动
力增强。但当前行业经济运行中仍有不
少矛盾与问题，稳中之忧仍然存在，转
型升级的任务依然繁重。

稳中向好态势明显

今年以来，机械工业增加值增速
延续了去年持续高于全国工业和制造
业增速的态势，增速始终保持在 10%
以上。1 月份至 6 月份机械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0.9%，分别高于同期全国
工业和制造业 4 个百分点和 3.5 个百分
点，高于机械工业上年同期 3.1 个百
分点。

经济效益增加较快。1 月份至 6 月
份机械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51 万
亿元，同比增长11.6%，高于上年同期
4.92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 8576 亿
元，同比增长 14.69%，高于上年同期
8.16 个百分点；主要产品产量同比增
长。上半年机械工业重点监测的119种
主要产品中，实现同比增长的产品有
94 种，占比 79%，其中有 45 种产品由
去年同比下降转为同比增长。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陈
斌表示，这一成绩得益于国家宏观政策
向好，包括“中国制造2025”“机械工
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指导意
见”等政策措施的落实，企业发展出现
了新迹象。

与去年主要靠汽车、电工电器两大
行业拉动机械工业增长不同的是，今年
上半年机械工业全行业向好，农业机
械、内燃机、工程机械、仪器仪表、石
化通用、重型矿山、机床工具等机械行
业主营业务收入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在全行业新增利润中，除汽车和电工电
器外其他行业共计占 53.52%，比上年
大幅提升39.16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汽车行业实
现利润同比增长 11.53%，电工电器行
业同比增长9.24%，均低于机械工业总
体水平。对此，陈斌分析认为，汽车购
置税由 5%变为 7.5%，对汽车产销产生

了影响；电工行业受到煤电去产能的影
响，增速低于去年。

转型发展动力增强

“机械行业相关数据回暖是在上年
较低基础上的恢复性增长，同时也有全
行业积极创新转型的原因。”陈斌透
露，随着市场结构升级步伐加快，越来
越多的机械工业企业主动应对、积极作
为，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探索新动
能，全行业转型发展动力增强。

重大装备国产化向纵深发展。机械
工业重大装备核心部件国产化进展加
快，一批长期依赖进口的装备研制成
功。比如，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
电站反应堆保护系统平台研制成功，打
破了国外厂商垄断，标志着我国核电站
数字化仪控系统的自主化、国产化迈出
坚实一步。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民营企
业正以其机制灵活、创新能力强的特
点，在重大装备国产化进程中发挥着日
趋重要的作用。

智能制造逐步起步。在相关产业政
策的引领和科技进步的带动下，机械工
业制造过程中智能化升级已经起步，在
近3年国家安排的智能制造新模式试点
示范项目中，机械工业承担了约46%的
项目。同时，机械工业智能制造产品的
供给能力也在逐步提高，近期对工业机
器人主要自主品牌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近 90%的企业上半年新增
订单实现同比增长，其中 70%的企业
订单增幅超过20%。

此外，机械工业企业不断拓展服务
领域，对全行业的转型发展作用明显。
比如，奇瑞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与重庆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江苏莘翔机
电有限公司共同开展汽车轻型高强复合
材料短流程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研发，
企业由传统的汽车制造领域向材料与设
备制造领域延伸。

下半年有望平稳运行

展望下半年，随着宏观经济环境改
善以及利好政策逐步落实，行业经济有
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具体来看，虽然汽车购置税优惠政
策退坡对乘用车市场形成了一定压力，
但是商用车产销量较快增长成为新的支
撑。上半年汽车产销增速达 4%左右，
为全年实现 5%增长预期奠定了良好
基础。

发电设备行业调整力度加大，火电
设备产量低速增长，对前期高速增长阶
段积累的过剩产能形成了压力；机械基
础件作为量大面广的零部件制造行业，
进入 2017 年以来，运行态势明显好于
主机行业，液气密、轴承、紧固件等行
业快速回升。此外，工程机械行业在基
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带动下，预
计下半年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陈斌表示，虽然对 2016 年机械工
业较快增长形成支撑的汽车和电工行业
两大排头兵 2017 年增速都将有所放
缓，但工程机械、内燃机、通用设备、
机械基础等其他分行业的运行都将好于

去年。考虑到去年下半年基数较高的因
素，预计 2017 年全年机械工业增加值
增长 8%左右，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
额增长 8%左右，对外贸易出口有望结
束 连 续 两 年 的 颓 势 ， 同 比 增 速 由 负
转正。

不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近期对
部分重点企业就税负成本、行政性收
费、融资成本、能源成本和人工成本问
题开展问卷调查显示，成本高、融资
难、用能贵依然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物流成本上
涨、原材料价格快速增长也是机械企业
近期成本上升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7 月份挖掘机销量同比增 108.9%
本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中国

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日前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7 月份共计销售
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7656 台，同比增长
108.9%。其中，国内市场销量 （不含
港澳台） 6993 台，同比增长 126.0%；
出口销量659台，同比增长15.4%。

业内专家表示，受益于房地产投
资高于市场预期以及中西部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7 月份挖掘机数据延续复苏

高增长行情，同比和累计同比增速连
续3个月均突破100%。

从具体结构来看，大挖同比增长
141.23%，中挖增长 103.08%，小挖增
长 103.7%，中大挖销量增速仍然强
劲；开机小时数方面，7 月份单月实现
5.31%的增长，环比增长 6.97%。开机
小时数持续增长，显示出终端设备的
开工率仍然比较饱满，未来需求景气
度仍然较高。

本报讯 记者夏先清、通讯员左瑛君 艾晓溪报道：8
月14日，河南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只镁合金
汽车轮毂项目投产仪式暨与美国 TH Magnesium 公司
20亿元订单签署仪式在河南许昌长葛市举行。

镁合金汽车轮毂具有安全性、舒适性、节能性等优点，
相比市场上流行的铝合金汽车轮毂，镁合金汽车轮毂重量
更轻、强度更大、散热更好，承受载荷能力更大，耐有机物和
腐蚀性能更好。镁合金材料替代铝合金和钢铁材料，有望
成为汽车业的发展新趋势。该项目采用国际先进专利技
术，引进德国库克技术和机器人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拥有我
国目前唯一的镁合金汽车轮毂一次正反锻压工艺专利，符
合国家节能减排对汽车轻量化的研发要求，具备独特的技
术和成本优势；有望以领先 3 年至 5 年的先进工艺进军国
际市场。该项目投产不仅将填补国际镁合金汽车轮毂市场
的空白，长葛市也将借此机会成为全球汽车装备行业基地，
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首个年产百万只镁合金汽车轮毂项目投产

本报讯 记者周斌报道：日前，我国自主研制的国内最
大直径硬岩掘进机（TBM）“彩云号”在中铁电建总装车间
下线，将用于亚洲第一长铁路山岭隧道——云南大理至瑞
丽铁路（简称“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该设备填补了国
内 9 米以上大直径硬岩掘进机的空白，将改写我国铁路长
大隧道项目机械化施工长期受制于人的历史。这也是国产
硬岩掘进机首次应用于铁路隧道，标志着我国硬岩掘进机
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中铁隧道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滇西南地区地质构
造运动活跃、地质条件复杂；尤其是高黎贡山，普通钻爆法
难以施工，采用世界最先进的大直径敞开式隧道硬岩掘进
机施工作业尚属首次，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自 2014 年 12 月 29 日开工建设的高黎贡山隧道，全长
34.538 千米，是大瑞铁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为中国最长的
铁路隧道、亚洲最长的铁路山岭隧道，地质情况之复杂全国
罕见。一方面该隧道具有“三高”“四活跃”特征（即高地热、
高地应力、高地震烈度，活跃的新构造运动、活跃的地热水
环境、活跃的外动力地质条件和活跃的岸坡浅表改造过
程），几乎囊括了隧道施工的所有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
险；另一方面，高黎贡山被誉为“物种基因库，自然博物馆，
天然植物园，南北动植物交汇的走廊”，施工难度在世界隧
道工程领域首屈一指。隧道最大埋深 1155 米，平均埋深
800米，进口段穿越18种岩性、12条断层；出口段穿越8种
岩性、7条断层，其中2条为活动断层，地质条件复杂多变程
度十分罕见，堪称铁路建筑史上的“地质博物馆”。

云南素有“彩云之南”美称，高黎贡山隧道途经的德宏
州也被称为“孔雀之乡”。TBM 研发设计人员将两大元素
结合，别出心裁地在设备外观上用橙、黄、蓝、绿、紫五色绘
出一只巨幅孔雀图案，使其拥有一个极富特色的美丽名字
——“彩云号”。

“彩云号”TBM 的创新不仅仅体现在外观上。中国铁
路总公司设立了《复杂地质条件新型 TBM 研制及应用研
究》重大科研课题，由中铁隧道局集团牵头，中铁工程装备
集团、石家庄铁道大学、中铁二院、中铁西南院共同参与，中
铁工程装备集团负责设备制造。TBM 刀盘开挖直径达
9.03 米，设备在满足快速破岩的同时，还在强化辅助工法
方面做了诸多创新，集“诸般武艺于一身”，以应对围岩变
形、断层破碎带和岩爆、突水突泥、高地热等掘进中可能遇
到的风险。

技术达世界领先水平

铁路隧道用上国产重器

新华社长春 8 月 15 日电 （记者薛钦峰） 在第十六
届长春农业博览会农机展区，十几个农民围着一台大型玉
米秸秆收获机械不时议论。来自吉林公主岭的农民王振
军对同伴说：“这个打捆机不错，操作简单，收获率高，挺适
合咱们的。”

和往年大型收割类机械更受关注相比，今年的农机展
区，跟秸秆相关的农业机械展示多了，关注的农民也很
多。在一家农机企业展台前，破碎型圆草捆玉米秸秆打捆
机、液压式大方捆打捆机，各式秸秆打捆机整齐地陈列在
展台的中间。来自各地的农民、农机经纪人等七嘴八舌地
询问着，工作人员应接不暇。

一家来自黑龙江的农机生产企业负责人孔德望告诉
记者，企业去年全年卖了 300 多台打捆机，而今年已经销
售超过300台，打捆机已成为企业的主力产品。

王振军经营着 100 多垧玉米地，去年玉米行情不太
好，王振军又搞起了养殖，养了二十多头牛。“我们那儿都
不烧秸秆了，污染环境，现在玉米秸秆可是宝贝。”王振军
告诉记者，养牛需要饲料，有了秸秆打捆机，可以将秸秆打
捆密封后发酵成饲料。“打成捆的秸秆还可以卖钱，不愁销
路。”

国家的优惠政策推动了市场需求。记者在一家农机
生产企业展台前看到，一台10万元左右的秸秆打捆机国家
提供 2 万多元的补贴。孔德望说，国家的补贴政策对农民
购买农机的导向作用比较明显，他们企业生产、销售秸秆
打捆机不到五年，近几年产品销量增长迅速。

近年来，为减少因秸秆露天焚烧而造成的资源浪费、
环境污染等问题，各省市相继出台政策措施，完善秸秆收
储体系，推进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利用，加快推进
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

吉林省秸秆综合利用办公室副主任董玉辉表示，秸秆
资源化利用率的不断提高，使得秸秆回收、加工等农机需
求也在不断加大。国家相关政策和行业标准的不断完善，
将会进一步助推整个秸秆产业的快速发展。

第十六届长春农业博览会上——

秸秆打捆机成了销售“大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