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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4 月挖机销量翻倍，工程机械复苏态势企稳  
■挖机销售再提速，PPP 基建项目加快开工。 

工程机械协会数据显示，4 月挖掘机销量 14397 台，同比增长 101.19%，2017 年

1-4 月累计销量 54863 台，同比增长 99.3%，累计销量占 2016 年全年销量的 78%。

产品结构上，小/中/大挖销量分别为 9114/3476/1807 台，占比分别为 63.3%、

24.1%、12.6%，中挖及大挖销量占比有所提升。小松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4 月份挖机平均开机小时数 154.4 小时，同比增长 13.61%，环比增长 5.61%。挖机

作为土方机械先行指标，销量持续复苏，开工小时数不断提升，奠定工程机械行

业大周期复苏基调。 

基建投资增加为本轮复苏的主要原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 1-3 月，我

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累计完成额 1.72 万亿，同比增长 25.34%，这一增速与 2016

年全年增速相比提升 5.24 个 pct，今年以来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国产品牌销量占比提升，东部地区销量占比微降。 

分品牌销量看，韩系/日系/欧美系/国产销量占比分别为 11%/20%/15%/54%，

国产品牌市占率比 3 月份同比提升 4 个 pct；分企业看，三一重机销量继续居首，

销量 3026 台，占比 21%；卡特彼勒及徐挖较为领先，销量占比分别为 11%/10%。

分地区销量看，东/中/西部地区占比分别为 29%/31%/40%，对比 2016 年全年销

量地区结构，17 年 4 月份东/西部地区销量占比略微下滑，中部地区销量占比上

升 2.24 个百分点。 

■“一带一路”峰会在即，美国 1 万亿美元基建投资值得期待。 

新华社消息，29 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确认出席 5 月 14-15 日召开的“一带一路”

峰会，受益于政策引导，工程机械厂商海外市场扩张步伐将加快。今年 2 月，特

朗普呼吁 1 万亿美元基建计划，4 月国家主席与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探讨

基建、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美国基建市场广阔。据相关公司信息，目前三一重

工 2011 年已于佐治亚州设立生产工厂，海外出口量一直领先；恒立液压芝加哥

新厂即将投入运营（官网信息），同时进入北美各大工程机械核心企业供应链，

如挖机领域卡特彼勒、起重机领域马尼托瓦克、高空作业车领域特雷克斯等；徐

工及三一重工在美国均设有研发中心。各家均于美国布有销售及服务网络，将对

美国基建市场进行及时响应。 

■前期冗余不断出清，经营拐点初现。 

据我们统计，2016 年工程机械板块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为 2012 年以来首次实

现正向增长，2017Q1 收入大幅增长 63%，分季度看自 2016Q3 开始收入呈现加速

态势；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工程机械板块经历过去 4-5 年深度调整，坚定去除

过剩产能，2017Q1 产能利用率环比提升 0.29，员工总人数不断下降，板块盈利

能力回升，2017Q1ROE（TTM）环比提升 1.03 个 pct。受益于应收账款政策收紧

及利息支出下降两方面因素共同影响，工程机械板块经营净现金流量逐季改善，

2017Q1 位 41.5 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板块前期冗余不断出清，甩开历史包袱轻

装上阵。 

■投资建议：重点推荐恒立液压（美国新设工厂即将投入运营，为美国多个工程

机械龙头供货），柳工（挖掘机业务占比较高，现金流明显改善），中联重科（工

程机械+环卫设备+农机+金融的新业务格局）；重点关注三一重工（出口实力强，

受益中美基建合作预期）。 

■风险提示：“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不及预期，汇率波动，原材料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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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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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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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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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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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

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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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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