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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 行业观察
文 | 刘明星、王蕾、李建

2019 年 6 月内燃机行业同比继

续下降，与 5 月降幅持平

根据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数据，

2019 年 6月全国内燃机销量环比小幅

下降，同比降幅与 5月持平。其中，柴

油机降幅比 5月有所扩大，汽油机降幅

与 5月基本持平。1～ 6月，内燃机市

场销量延续了前几个月的下降趋势，柴

油机销量降幅略有扩大，汽油机延续 5

月降幅水平，国六标准切换、乘用车市

场整体需求下降。

销量总体概述：

6月，内燃机销量 361.23 万台，

环比下降 2.07%，同比下降 15.69%；

功率完成 16946.55 万千瓦，环比下降

4.73%，同比下降 19.14%；

1～ 6月内燃机累计销量 2244.22

万台，同比下降 16.44%。累计功率

完成 113586.22 万千瓦，同比下降

13.89%。

分市场用途情况：6月，在分用途

市场可比口径中，与 5月比，除乘用

车用、船用、摩托车用、通机用环比增

长外，其他各分类用途均出现不同程度

下降，下降区间在 4.0%～ 19.6%。

具体为：通机用、船用环比增长

4.61%～ 6.75%，乘用车用、摩托车

用环比增长0.2%～2.6%；园林机械用、

发电机组用环比增长－4.0%～ 6.3%；

工程机械用、农用机械用环比下降

12.1%～ 14.7%，商用车用环比下降

19.6%。

1～ 6月累计销量各分类用途除

船用外均为同比负增长。具体为：船

用同比增长 11.4%；商用车用、工

程机械用同比下降 1.9%～ 6.2%，

农机用、通机用、摩托车用同比下降

9.1%～ 14.3%，园林机械用、乘用车

用同比下降 18.2%～ 20.4%，发电机

组用同比下降 37.8%。1～ 6月，乘用

车用累计销量 866.88 万台、商用车累

计销量 160.70 万台、工程机械用累计

销量 42.87 万台、农业机械用累计销量

177.95万台、船用累计销量1.52万台、

发电机组用累计销量 57.65 万台、园林

机械用累计销量 113.83 万台、摩托车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201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成绩

单”。据初步核算，2019年上半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

45.0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6.3%。这一增速符合年初

6.0%～6.5%的预期发展目标，但

相比以往，增速有所下降，是1990

年以来的最低GDP增速。具体到制

造业的情况如何呢，MFC带您看

各个细分行业的情况，数据来源不

同，可能略有冲突，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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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累计销量 805.39 万台、通机用累计

销量 17.42 万台。

受国家治理“大吨小标”影响，

商用车市场出现快速下滑。配套商用

车市场的多缸柴油机占比 61.86%，

6月，商用车用多缸柴油机销量 19.51

万台，环比下降 18.47%，同比下降

14.58%，累计销量 142.77 万台，同

比下降 3.22%。

需求放缓及前期高基数影响，工程

机械行业增速逐月回落态势。用于工程

机械（21家）配套的多缸柴油机占比

17.19%，6月销量 5.16 万台，环比下

降 13.98%，同比下降 12.84%，累计

销量 39.68 万台，同比下降 5.63%。

贸易摩擦影响的逐渐显现，主要做

进出口贸易的小汽油机形势严峻。在可

比较的口径中，6月销量环比、同比快

速下降，累计销量同比大幅下降。6月

销售 53.64 万台，环比下降 9.12%，

同比下降 16.57%；1～ 6月累计销量

334.77 万台，同比下降 21.66%。

行业进出口

中美贸易摩擦对内燃机行业进出口

贸易带来影响。据海关总署数据整理，

前五个月内燃机行业进出口贸易延续了

前几个月下降趋势，降幅略有收窄，其

出口降幅大于进口，其出口额大于进口

额，仍保持顺差态势。

1～ 5月进出口总额 105.87 亿美

元，同比下降5.1%，比５月略有收窄，

其中，进口 45.05 亿美元，同比下降

4.78%，比５月降幅扩大近1个百分点，

出口60.82亿美元，同比下降5.33%，

比５月收窄 1个百分点。

不确定因素令欧美多国 PMI 不

及预期

2019 年以来，美国制造业PMI 数

据持续下滑。市场研究机构 IHSMarkit

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7月制造业PMI

初值为 50，不及预期的 51，为 2009

年 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地缘政治、贸

易争端及国内外经济增长放缓的预期都

在拉低美国商业乐观情绪。德法两国的

制造业PMI 数据也表现惨淡，法国 7

月制造业PMI 初值为 50，低于预期的

为 51.6。德国 7月制造业PMI 初值为

43.1，不及预期的 45.2。

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再次

调降了对 2019 年和 2020 年世界经济

增长的预期：2019 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3.2%，2020 年经济增速为 3.5%，较

4月的预测值均再下调 0.1 个百分点。

为维护经济增长，下半年全球范围

内将大概率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环境，韩

国、印尼、南非、美联储等已经降息，

欧洲央行也大概率降低利率。

2019 年 1 ～ 6 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 2.4%

1 ～ 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 29840.0 亿元，同比下

降 2.4%，降幅比 1～ 5月份扩大 0.1

个百分点。

1～ 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9368.8 亿

元，同比下降 8.7%；股份制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 21390.6 亿元，增长 0.2%；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7186.2 亿元，下降 8.4%；私营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7430.7亿元，增长6.0%。

1～ 6月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2838.6 亿元，同比增长 4.2%；制造

业实现利润总额 24608.3 亿元，下降

4.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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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 2393.1 亿元，增

长 9.0%。

1～ 6月份，在 41个工业大类行

业中，26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

15个行业减少。主要行业利润情况如下：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7.8%，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16.6%，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13.0%，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 11.9%，电力、热

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1.5%，通用设备

制造业增长 5.5%，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增长 3.1%，石油、煤炭及其

他燃料加工业下降 53.6%，汽车制造业

下降 24.9%，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下降 21.8%，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下降 13.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下降 7.9%，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下降 7.1%，农副食品加工业

下降 2.0%，纺织业下降 0.1%。

1～ 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 50.90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发生营业成本 42.92 万亿元，

增长5.0%；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86%，

同比降低 0.43 个百分点。

6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 16.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4.4%；产成品存货 41789.9 亿元，增

长 3.5%。

6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

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90.9 元，同比

减少 1.4 元；人均营业收入为 135.2 万

元，同比增加 11.1 万元；产成品存货

周转天数为 17.2 天，同比持平；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54.4天，

同比增加 1.6 天。

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6019.2亿元，同比下降3.1%，

5月份为同比增长 1.1%。

传统家电疲软，新兴家电增长迅

速

《2019上半年中国家电市场报告》

显示，2019 年上半年，我国家电行业

产销均高于 2018 年同期，内销进一步

扩大，国内市场零售总额达到 4297 亿

元。

传统家电降价仍然销售疲软。2019

年上半年，大多数家电品类零售均价下

降，但降价并未能换来销售提升，彩电、

空调、冰箱、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

热水器等传统意义上的家电产品销售疲

表 1  2019 年 1 ～ 6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

分组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利润总额

1 ～ 6 月
( 亿元 )

同比增长
(%)

1 ～ 6 月
( 亿元 )

同比增长
(%)

1 ～ 6 月
( 亿元 )

同比增长
(%)

总计 508981.7 4.7 429233.4 5.0 29840.0 -2.4

采矿业 22076.5 5.3 15854.0 6.1 2838.6 4.2

制造业 449970.2 4.5 380871.8 4.8 24608.3 -4.1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6935.0 7.5 32507.6 6.6 2393.1 9.0

国有控股企业 139355.5 3.3 113455.4 4.2 9368.8 -8.7

股份制企业 366592.6 6.3 308060.9 6.6 21390.6 0.2

外商及港澳台商
投资企业

114934.3 0.1 97042.2 0.4 7186.2 -8.4

私营企业 155157.1 7.4 134906.1 7.1 7430.7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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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彩电同比降11%，空调同比降3.4%，

冰箱同比微降 0.8%。

新兴家电增长迅速。比如洗碗机、

蒸箱、集成灶等厨房电器，电动牙刷、

卷发棒、洗脸仪、扫地机器人等个护、

生活电器都取得了较大提升，成为拉动

上半年家电增长的主要线上渠道，对家

电销售的贡献率首次超过 40%。

以上半年“6·18”为节点，村镇

级市场家电网购全面爆发，为低迷的家

电市场注入了动力。报告显示，2019

年上半年，中国家电网购零售额中来自

村镇级市场的尚不到 20%，但是增幅达

到 96%，远高于上半年中国家电网购市

场 19%的增长水平。

农村家电市场的扩大和村镇级家电

网购市场的爆发是上半年我国乡村消费

品市场繁荣的一个代表，主要得益于 5

个方面因素的作用：一是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加，农村消费观念升级；

二是农村人口基数庞大且受房地产调控

影响小；三是小镇青年、回乡青年的带

动；四是电商龙头企业持续布局村镇级

市场，网络和物流基础设施日渐完善；

五是我国家电品牌头部企业加速渠道下

沉。

工程机械巨头业绩增长大超预期

工程机械行业巨头纷纷发布业

绩预告，业绩增长大超市场预期。

三一重工称，预计 2019 年上半年

净利润为 65～ 70亿元，同比增加

91.82%到 106.58%。徐工机械披

露业绩预告，预计公司 2019 年半年

度净利润为 21～ 24 亿元，同比增长

90.21%～ 117.39%。

中联重科发布的 2019 年半年度业

绩预告公告显示，预计 1～ 6月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 27亿元，

与 2018 年同期相比净利润大幅增长

171%～ 212%。

关于业绩大增的原因，从三家公司

的公报来看，一是宏观经济稳中有进，

基建投资回暖可期；二是公司核心竞争

力的提升为稳健经营提供了支撑。

工程机械巨头业绩大增的背后，

是整个行业的持续景气。根据中国工

程机械工业协会行业统计数据，2019

年 1～ 6月纳入统计的 25家主机制

造企业，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

品 137207 台，同比涨幅 14.2%。国

内市场销量（统计范畴不含港澳台）

124752 台，同比涨幅 12.2%。出口销

量 12335 台，同比涨幅 38.7%。

上半年，全国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299100 亿元，同比增长

5.8%，增速比 1～ 5月份加快 0.2 个

百分点；比 2018 年全年小幅回落 0.1

个百分点。2019 年上半年，基建投资

再次承担起“稳增长”重任，从中央到

地方持续推出稳增长举措，基建投资增

速也在逐步回升。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

同比增长 4.1%，增速比 1～ 5月份加

快 0.1 个百分点，比 2018 年全年加快

0.3 个百分点。

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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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提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可将专项债

作为资本金，为下半年基建投资奠定基

础。

房地产投资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中型

挖掘机和小型挖掘机，房地产新开工增

速高位回落会对中型挖掘机销量带来影

响。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1～6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61609亿元，

同比增长 10.9%，增速比 1～ 5月份

回落 0.3 个百分点。

经过了近 40年的快速工业化后，

我国的机械设备市场已经开始进入存量

阶段，开始向依托庞大存量更新换代稳

定盈利。龙头企业要想实现再次快速增

长，必须要开拓新的市场，着眼全球是

必然选择。

下半年 5G 运营商的建设将会落

地

随着 5G终端陆续上市，运营商将

会推出 5G套餐，北京和上海等重点城

市实现全覆盖。

5G建设规模超预期，主设备技术

和市场份额双领先。主设备是 5G盈利

核心，价值链的驱动核心会从运营商转

变到运营商 +主设备商，在 5G产业投

资中受益最为确定。超密组网带来基站

数将进一步增加，市场空间大幅提升。

华为市场份额预计 40%以上，中兴预

计 25%以上，爱立信、诺基亚的份额

保持稳定可能略有下降。天线射频优先

受益，业绩市值戴维斯双击。天线、射

频厂商受益 4G、5G共振，强周期性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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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业绩弹性。

流量增长未雨绸缪，光模块行业快

速发展。5G人均流量将达到4G的6倍，

运营商采用SA网络方案后会加大对承

载网的更新换代和核心网的重新建设，

电信市场进入新景气周期。5G前传预

计带来 214 亿光模块规模，云计算流量

增量将带来更加旺盛的数据中心建设需

求。数据中心光模块速率随流量升级，

北美数据中心升级到 100G/400G，国

内数据中心升级到 40G/100G。2019

年二季度开始逐步回暖，预计三、四季

度恢复去年一、二季度高峰时期水平。

多连接和自主可控的 2B应用，将

会优先落地，大数据、智慧城市、北斗

价值凸显。5G催生多产业融合场景落

地。在政府大力推动及平安城市、天网

工程、雪亮工程等大型项目的带动下，

我国安防行业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北斗

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完成“北斗 +”

将催生更多应用新模式。

6 月份中国农机市场景气指数下

降，市场持续低迷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发布的

2019 年 6月份中国农机市场景气指数

（AMI）为 36.6%，环比下降 3.8%，

同比下降 1.0%。从环比看，6个一级

指数全部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效益指数

降幅最高，为 6.2%。从同比看，6个

一级指数除农机补贴指数、库存指数降

幅最高，为 3.4%。目前，6个一级指

数全部位于不景指数和人气指数略有上

升外，其余全部呈现下降趋势。

6月份，AMI依然深陷不景气泥潭，

环比、同比均出现小幅下降；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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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指数全部位于不景气区间。回顾今

年以来的AMI走势，同比、环比呈现“三

连跌”，二季度的三个月皆徘徊在不景

气区间。过去的半年，除 3月份进入景

气区间外，其它各个月份均在荣枯线下

震荡，反映出 2019 年严峻的农机市场

形势。

2019 年的农机市场半程已过，从

过去半年农机市场的走势分析，整体市

场低速运行，传统市场持续下沉。统计

显示，2019 年 1～ 5月份，实现农机

主营业务收入 989.98 亿元，同比增长

2.16%，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增长是基

于 2018 年“洼地”之上的增长。实现

利润 39.64 亿元，同比增长 6.22%。

1732 家企业中，有 346 家出现亏损，

同比增加 26家。亏损面 19.98%较之

2018 年同期增长 1.22 个百分点。亏损

额 10.86 亿元，同比增长 6.68%。传

统市场依然低迷，譬如拖拉机市场主营

业务收入，过去 5个月，同比小幅下降

2.41%，利润大幅度下跌 51.89%。

市场调查情况也印证了市场这种变

化，小拖市场同比大幅度下跌，大中拖

市场同比小幅增长 3.8%；自走轮式、

履带式谷物联合收获机和玉米收获机同

比分别下跌6.25%、8.76%和 5.56%，

插秧机市场同比大幅度下滑20%以上。

虽然棉花加工机械制造、畜牧机械制造、

其他农林牧渔业机械等一些小众市场大

幅度增长，但因占比较小，难以改变整

体市场走势。

已经开始的 7月份，农机市场走势

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首先，7月份，

属于传统淡季，市场需求疲软人气、经

理人信心指数均处于 35%的低位，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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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三连跌”，凸显下沉迹象，虽跌

幅逐月收窄，呈探底之势，但各种利空

因素较强，市场下行压力巨大。

汽车工业协会：2019 年 6 月汽

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2019 年 6月，汽车产销同比继续

下降，但降幅比 5月有所收窄。

6 月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9.6%

6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9.5

万辆和 205.6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7.3%和 9.6%。

1～ 6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13.2 万辆和 1232.3 万辆，同比分别

下降 13.7%和 12.4%。

6 月乘用车销量同比下降 7.8%

6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59.8

万辆和 172.8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7.2%和 7.8%。其中，轿车产销分别

完成 83.3 万辆和 86.3 万辆，同比分别

下降 14.6%和 10.5%；SUV产量完成

66.5 万辆，同比下降 16.3%，销量完

成 73.9 万辆，同比增长 0.3%；MPV

产销分别完成 7.6 万辆和 9.8 万辆，同

比分别下降 39.6%和 24.4%；交叉型

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5 万辆和 2.8 万

辆，同比分别下降 31.1%和 36.4%。

1～ 6月，乘用车累计产销分别完

成 997.8 万辆和 1012.7 万辆，同比分

别下降 15.8%和 14%。其中，轿车产

销分别完成490.4 万辆和 496.2 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13.4%和 12.9%；SUV

产销分别完成 421.6 万辆和 430.1 万

辆，同比分别下降 17.6%和 13.4%；

MPV产销分别完成 65.4 万辆和 67万

辆，同比分别下降 23.8%和 24%；

交叉型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0.4 万辆

和 19.4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5.3%和

17.5%。

6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 66.4

万辆，同比下降 12.2%，占乘用车销售

总量的38.4%，同比下降1.9个百分点。

1～ 6月，中国品牌乘用车累计销

售 399.8 万辆，同比下降 21.7%，占

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39.5%；其中，轿车

销量 100.1 万辆，同比下降 16.2%，

市场份额 20.2%；SUV销量 229.5

万辆，同比下降 23.3%，市场份额

53.4%；MPV销量 50.9 万辆，同比下

降 25.9%，市场份额 75.9%。

6 月商用车销量同比下降 17.8%

6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9.6 万

辆和 32.9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7.5%

和 17.8%。其中，货车产销分别完成

25.6 万辆和 28.6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9.2%和 19.8%；客车产销分别完成

4万辆和4.3万辆，同比分别下降5.3%

和 0.4%。

1～ 6月，商用车累计产销分别完

成 215.4 万辆和 219.6 万辆，同比分别

下降 17.5%和 17.8%。分车型产销情

况看，货车产销同比分别下降 1.3%和

3.8%; 客车产销同比分别下降 10.9%

和 6.9%。

6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80%

6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3.4 万辆和 15.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6.3%和 80%。其中，纯电动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 11.3 万辆和 12.9 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 78%和 106.7%；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产量完成 2万辆，同比下

降 8.9%，销量完成 2.2 万辆，同比增

长 2.2%。

1～ 6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61.4 万辆和 61.7 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 48.5%和 49.6%。其中，纯电动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49.3 万辆和 49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57.3%和 56.6%；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为 11.9 万辆

和 12.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9.7%和

26.4%。

1 ～ 5 月重点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

比下降 9.6%

1 ～ 5月，汽车工业重点企业（集

团）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5737.9 亿

元，同比下降 9.6%；累计实现利税总

额 1905.8 亿元，同比下降 27.8%。

6 月汽车出口同比下降 3.3%

6 月，汽车整车出口 9.6 万辆，同

比下降 3.3%。分车型情况看，乘用车

出口 6.9 万辆，同比下降 1.6%；商用

车出口 2.7 万辆，同比下降 7.4%。

1～6月，汽车整车出口48.8万辆，

同比下降 4.7%。分车型情况看，乘用

车出口 32.8 万辆，同比下降 12.2%；

商用车出口 16万辆，同比增长 15.5%

根据上半年的市场表现，近日，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下调了年初对于 2019

年汽车销量 2800 万辆的预判，调整为

预计全年汽车销量为 2668 万辆左右，

同比下滑 5%，预计全年汽车销量将再

次出现同比负增长，下滑幅度更高。

上半年正值部分地区国五、国六标

准切换，车企为了清库存加大优惠力度，

让利于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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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 2019 年上
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

毛盛勇：2019 年上半年，在国内外形势比较复杂的情况

下，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在优化调整。

总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三次产业持续发展。农业生产形势比较好，夏粮获得

了丰收，2019 年夏粮总产量增长 2.1%，和历史上最高产的

2017 年是持平的。工业增长基本平稳，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6%，6月份增长 6.3%，比 5月份加快 1.3 个百

分点。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7%，如果从服务业生产指数来看，6月份比5月份加快了0.1

个百分点。

第二，“三驾马车”运行平稳。消费增长总体加快。从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上半年增长 8.4%，比一季度略有

加快。特别是 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9.8%，比 5月

份加快 1.2 个百分点。投资增速在趋稳。上半年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5.8%，比 1～ 5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进出口形势

好于预期，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 3.9%，比一季度略有

加快，6月份的情况比 5月份要好一些。

第三，三大民生表现较好。就业总体平稳，上半年城镇

新增就业达到 737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67%，6月份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稳定在 5%左右的水平。物价

基本稳定，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CPI 同比上涨 2.2%，扣掉

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 上涨 1.8%，应该说居民消费价格延

续了温和上涨的态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 上半年同比

上涨0.3%，保持了小幅上涨。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6.5%，比经济增长

速度要快 0.2 个百分点。特别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要快于城镇，城乡收入差距在进一步缩小。

第四，三个结构继续优化。第一，产业结构在优化。农

业在巩固基础地位的同时，种植结构在调优。从上半年来看，

如大豆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提升和增加。从工业内部来

看，转型升级在加快推进，比如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 9%，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速度快 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

高了 0.8 个百分点。服务业的贡献在继续提升，上半年服务

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比 2019 年同期有所提高，提高了

0.5个百分点，其中，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比较好的发展势头。

第二，需求结构在优化。比如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在继续巩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2019 年以来我国经

济承压前行，下行的压力加大，根据您刚刚发布的数据，

您如何评价我国上半年经济的发展情况？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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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贡献率的角度来看，上半年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超过了 60%，达到 60.1%，消费内部的升级还在继续推进。

从投资来看，投资的结构也呈现优化的趋势，比如社会领域

的投资、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制造业技术改造的投资都保持

在 10%以上的较好的水平。外贸结构也是一样。上半年一般

贸易的比重比 2018 年同期也在继续提升。这是上半年主要宏

观经济指标运行的基本情况。第三，区域结构在优化，东部沿

海地区加快创新和技术进步，中部地区增长较快，区域发展战

略扎实推进。这是上半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运行的基本情况。

谢谢。

毛盛勇：先从后面的问题回答您。从2019年上半年来看，

三大需求的贡献率，消费的贡献率是 60.1%，资本形成的贡

献率是 19.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是 20.7%。

关于 2019 年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包括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效果。我们都知道，2018 年年底以来，

包括 2019 年上半年，为了应对经济运行面临的一些外部不确

定性和我们自身也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央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并不断加大落实力度，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就业优先的政策全面发力等。从

财政政策来看，逆周期的财政政策是增加支出，包括增加专

项债的发行力度和节奏、增加额度等，以及实施更大力度的

减税降费政策措施等。这些政策有的是在 2019年的 4月份，

有的是在 5月份陆续见效的，从我们目前调研的情况来看，

企业对减税降费的获得感还是比较好的。而且从 6月份的数

据来看，1～ 6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有所加快，制造业投资

增速最近两个月也是小幅回升，说明政策一方面已经在产生

作用，另一方面，我们预计下半年这些政策的效果可能会继

续显现。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当前投资的水平还比较低，包括

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等。下一阶段，随着政策落实落地，

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

的活力，争取下半年有更好的表现。谢谢。

毛盛勇：谢谢你的提问。上半年国民经济实现了 6.3%的

增长速度，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你问的问题我觉得核心就是

怎么来理解 6.3%，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6.3%是一个比较平稳的速度。为什么这样说？

2019 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 6.4%，上半年是 6.3%，小

幅放缓了 0.1 个百分点。如果我们再结合就业、物价、收入、

生态环境等指标，组合起来看，经济还是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

第二，6.3%是一个不低的速度。2019 年一季度经济增

长 6.4%，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里是最快的速度。因为现在上半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多国家还没有公布，但总的趋势是全球

的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中国上半年 6.3%的增长速度在全球

主要经济体里应该还是一个名列前茅的速度。

第三，6.3%是一个含金量比较高的速度。我们讲经济增

长 6.3%的同时，要看到就业的情况比较稳定，物价还保持了

温和上涨或者基本稳定的态势，居民收入增长还比较快，同

时要看到万元GDP能耗同比下降 2.7%，说明生态环境总体

也在改善，所以6.3%的增长是有质量的增长、可持续的增长。

 第四，6.3%是一个来之不易的速度。我们知道2018年以来，

路透社记者：想问一下，上半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力度比较大，2 万亿的减税加 2.15 万

亿特别专项债发行，但是现在有的人觉得从数据感觉效

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您怎么评价？还有，下半年在贸易

战的背景下，有没有新的政策举措来保证实现 2019 年

的增长目标。另外，您能不能说一下资本形成和净出口

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谢谢。

经济日报记者：上半年经济增速回落了，三季度增

速会不会继续下探？ 2019 年完成全年 6% ～ 6.5% 的

目标增速有没有压力，有没有困难？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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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2019 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增长包括世界贸易扩张都有所

放缓，国内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凸显，经济有下行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下

大力气推进改革创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大规模减税降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稳中有进，

这是来之不易的。

第五，6.3%是一个有后劲支撑的速度。上半年经济增长

6.3%，全年的目标任务是6.0%～ 6.5%之间，上半年6.3%

为实现全年的目标任务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从下半年来

看，应该说外部环境可能还是比较复杂的，国内还有下行压力，

但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面不会变，而且现在政策储备还有

很多空间，包括国内市场在不断地壮大，从这些因素综合起

来看，都有利于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谢谢。

毛盛勇：谢谢你的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很有含金量。

第一个问题，怎么看待 6月份工业增速和出口以及PMI 之间

的关系。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3%，

比 5月份有所加快。如果从出口来看，6月份出口情况也比较

平稳。国家统计局也有工业出口方面的相关指标，规模以上

工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增长速度比5月份也有比较明显的好转。

从这个角度来讲，工业的增速和出口大体是匹配的。制造业

PMI 在 6月份和 5月份是持平的，比 50%的临界点稍微低

一点，但分企业规模看，大企业基本跟上个月持平，中小企

业指数还略有上升。总的来看，这三个指标之间没有什么大

的矛盾。另外，我们看指标之间的关系，也要几个月联系起

来看，这样看到的变动趋势会更加合理。

第二个问题，讲到净出口也就是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2019 年上半年贡献率是 20.7%，确实比

2018 年同期和一季度有所提升，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货物

和服务的出口减去进口，我们叫做净出口。货物贸易顺差和

2018 年同期比有比较明显的扩大，顺差扩大了。服务贸易的

逆差又缩小了，所以把货物和服务贸易放在一起，我们整个全

口径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在扩大。如果要准确或者全面地

来看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还不能仅仅看贡献率，

还需要从几个角度来看。一是看存量的结构，比如三驾马车

占GDP的比重分别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些年来内需占GDP

的比重在不断地提高，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总的

来讲在下降，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内需，特别是依靠消费的

拉动作用，这是从存量的角度来看。二是从速度的角度来看，

比如说三驾马车中消费、投资或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

服务净出口的增长情况，这些年总的来看，消费和投资或者

说内需的增长速度比净出口的增长速度是要快的。三是贡献

率。它是反映增量的变化情况，即一段时间的增量中，三驾

马车各做出多大的贡献。我们看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要看贡献率，同时也要结合速度指标和结构指标综合起来看，

这样才能得到一个更加准确的判断。一个准确的判断是什么？

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依靠内需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依靠消费

的壮大，中央也指出来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育和壮大国内

市场上。谢谢。

毛盛勇：谢谢你的提问。第一，最近国家统计局在组织

彭博社记者：第一，有关工业生产出口和全年 PMI

值的问题。我们看到 6 月份这几个值之间出现了比较大

的波动，比如说工业生产是 6.3%，PMI 也在 50% 的

枯荣线以下，您如何解释这个问题？第二，我们看到在

上半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于 GDP 增长的贡献率增大，

但这是因为进口的回落要比出口回落的幅度更快，您如

何解释这个问题？

中新社记者：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一份

报告中提到，2018 年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 9700 美

元，也有声音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

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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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系列分析报告，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以来，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近期向社会发布了三篇报告，取

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我们后续还有接近 20篇的报告要向社

会发布，也希望在座的媒体继续给予高度的关注。

第二，至于你刚才提到第一篇报告里 2018 年我国居民

的人均GNI，即人均国民总收入，是 9732 美元，不是人均

GDP，是人均GNI，GDP和GNI这两个指标是有一些差别的。

GDP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的常住单位创

造出来的增加值的总和，所以GDP是从生产的角度来反映经

济增长情况的。GNI 是 1993 年以后才改过来的叫法，过去

经济学教科书经常讲GNP，即国民生产总值，这是从收入分

配的角度来衡量居民、政府和企业等三个部门收入分配的总

情况。所以 1993 年的时候，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考虑到用国民

生产总值的叫法不是太合适，就在修订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的时

候把它改成GNI，也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国民总收入的概念，

GNP这个概念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三，国民总收入GNI 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有一

些差别，但是也有联系。GNI 是在GDP基础上做一些调整

得到的，国民总收入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外要素的

净收入，什么是来自国外要素的净收入？就是来自国外要素

的收入减去付给国外要素的收入，这就叫做国外要素的净收

入。比如，我们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获得的收益，减去外资

在国内获得的收益，就是国外要素净收入的一种情况。从历

史数据来看，中国的GDP和GNI 差别不大，GDP数略微比

GNI大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国民总收入GNI包括政府、企业、

居民，还有来自国外要素的净收入，它和我们通常讲的居民可

支配收入不是一个概念，而且显然要比居民可支配收入要大。

第四，你提到的问题，大家也比较关注。按照联合国目

前的划分标准，中国是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水平。客观说，

经过改革开放 4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包括国际地

位有了明显的提升，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水平还

是比较低的，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国际地

位没有变。所以什么时候能够成为高收入国家，这取决于很

多因素，因为高收入国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什么时候

能够迈入这个行列，取决于未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价格水平，

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增长情况，还取决于人民币兑美元或者其

他货币的汇率的情况；还有一点是，国际机构对收入划分的

标准也可能会做一些改变等。所以，与我们讨论能不能成为

高收入国家、什么时候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相比，更重要的

是要集中精力把经济发展好，把人民生活水平、收入水平提高，

推动经济提质增效，迈向高质量发展。谢谢。

毛盛勇：谢谢。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6月份部分指

标的增速回升是不是可持续的，下半年的情况怎么样。第二

个问题是怎么看当前的就业情况。

第一个问题，6月份多数指标跟 5月份比确实有所回升，

包括工业的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服务业生产

指数增速均有所回升。我举一个例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

月份增长了 9.8%，比 5月份回升了 1.2 个百分点，原因主要

是两个，一是汽车销售比较好，好于预期。原因主要是国标

由国 5转国 6的切换，汽车销售商在 6月份加大了促销的力

度，这是很重要的原因，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销售增长超过

了 17%，拉动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约 1.6 个百分点。

二是6月份网上零售表现比较好，包括“6.18”的促销活动，

我们看到网上的化妆品类、家电类的销售增长速度比较快。

这两个因素共同推动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加快。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对整个服务业生产指数的增长又有

明显的拉动作用，所以这是有关联性的。工业的增长我们可

以看一下这些情况，跟 5月份相比，大多数行业、大多数产

品从产量到增加值比 5月份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包括 6月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可能之前有一些已经有回

答，我还是想问一下。我们看到 6 月份工业投资、服务

业和消费的增速都有所回升，但是二季度经济增速整体

在下行，请问 6 月份的回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后续是

否可持续？另外，我看到 6 月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数

据是有小幅的回升，想问一下当前就业形势您是怎么看

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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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出口交货值也是增长的，这种增长的情况是合乎逻辑，相

互之间也总体是匹配的。

从下一阶段来看，两方面因素都有。一方面，这些指标

确实还面临下行压力；另一方面，支撑它们平稳运行的有利

因素也比较多。比如，市场的活力不断激发出来，一系列逆

周期调节的政策包括“六稳”政策逐步落实落地，这些政策

的效果下半年表现会更加明显一些，这些都有利于这些指标

在下半年保持平稳。

第二个问题，关于失业率。6月份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

跟 5月份比是小幅上升 0.1 个百分点，总的来看就业形势还

是比较平稳，调查失业率保持在了 5%左右。但是我们要看

到，总体平稳的背后还是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需要关注，特

别是 2019 年毕业的大学生接近 830 万，就业的压力还是在

增加的，包括 7、8月份马上大学生毕业季来到，还是有些结

构性的压力。还有一些传统行业，包括在推进结构转型、去

产能过剩当中，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就业压力。就业是民生之本，

中央对就业的问题高度关注，2019 年把就业优先的政策上升

到了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样的高度来对待；

而且在“六稳”政策中，第一条就是稳就业。同时，现在也

出台了很多实招。总的来说，一方面就业形势是总体平稳的，

另一方面有些结构性的矛盾和压力需要关注，另外，我们出

台了一系列稳定就业、促进就业的政策和措施，有条件保持

就业形势的总体平稳。谢谢。

毛盛勇：谢谢你的提问。第一，总的来看，上半年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PPI 保持一个小幅上涨的态势，上半年PPI

同比上涨 0.3%。从下一阶段来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一方

面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和国际环境，包括大宗商品

的价格变化高度相关。下一阶段PPI 的走势还需要进一步观

察，总的来看，小幅波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第二，你谈到担心通缩或者通胀，通缩也好，通胀也好，

涉及两个概念，第一是经济增长的情况怎么样，第二是价格持

续变化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我们要看价格，不仅仅要看PPI，

还要结合CPI来看。CPI上半年同比上涨2.2%，PPI是0.3%，

如果把CPI 和 PPI 结合起来看，价格水平还是温和上涨或者

基本稳定的。再加上，上半年经济增长尽管有小幅回落，但

是增长速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还是名列前茅的，6.3%的增

长还是不错的，所以说通缩或者通胀是站不住脚的，谢谢。

毛盛勇：谢谢你的提问。谈到投资，我们讲投资有三大

块主要内容，一是制造业投资，二是基础设施投资，三是房

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 2018 年以来一直还保持比较快的增

长，增速大概在 10%左右，1～ 6月份略微有所回落，为

10.9%；基础设施投资 1～ 6月份比 1～ 5月份略有加快，

制造业投资最近两个月小幅加快，这是三大投资近期的基本

表现。

说到房地产，从刚才我发布的数据，包括今天 9∶ 30国

家统计局发布的 6月房价的情况来看，我们结合房价、房地

产投资、房地产销售、开工面积、土地成交等，把这些房地

产领域的指标综合拿到一起来看，当前房地产市场运行总的

还是平稳的。这是第一。第二，从下一阶段来看，一方面城

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记者：您刚才说下半年的经济

运行有后劲支撑，在政策方面还有很多空间，您能否围

绕着房地产行业和基础建设行业，从政策导向上给我们

作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展望？比如说国家对于房地产投

资的态度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以及地方政府对于基础投

资这方面的转向。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从 6 月份来看，全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持平，环比下降 0.3%，业内

很多人都认为，2019 年经济形势有通缩或者通胀的风

险。尤其是 PPI 的继续下行，下半年是不是还会继续，

请您帮我们作一个简单的分析。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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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还在继续推进，刚需和改善性的需求还是有的，这是一

个支撑。另一方面，“房住不炒”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再有我们强调“因城施策”，强调城市政府主体责任，这两

方面的因素综合在一起，下阶段房地产市场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是有条件做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地产投资不会

大起大落。

从基础设施投资来看，我个人理解，我们政策效应还会

继续得到发挥，包括专项债的发行力度在加大，一些新办法

的出台，加快了补短板、强后劲的重大项目的批复，下阶段

这些项目会陆续落地见效，因此基础设施投资应该说是有望

低位回升。谢谢。

毛盛勇：刚才我介绍了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了6.3%，

增长速度如果跟过去比确实是有所放缓的。但是如果拿到当

前越来越严峻复杂的内外环境的大背景下来看，和世界上主

要的经济体放在一起来看，这个速度还是不低的。所以我觉

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看经济增长速度应该用更宽的视野来理

解。现在经济增长按照新发展理念，没有刻意去追求增长速度，

一方面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另一方面要把更多精

力放在推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上，没有为了保速度而刻意

放松政策，所以现在的增长速度是比较扎实的，也是有质量的、

可持续的，符合新发展理念，所以含金量是比较高的，这是

第一点。

第二，2018 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包括国际贸易增长都

有所放缓，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2019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

的增长速度尽管略有放缓，但还是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应

该说是很不容易的。就业、物价、收入、生态环境等指标也

都表现得比较好，这也告诉我们应对外部的环境变化，要更

多地保持战略定力，更多地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比

如更多聚焦于改革和创新，推动产业不断升级。要实施更大

力度的对外开放，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降低进口关税，

2018 年关税总水平降到 7.5%，2019 年要进一步降低；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等，促进外资外贸

的稳定发展，谢谢。

毛盛勇：谢谢你的提问。2019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是6.3%，

二季度和一季度相比小幅回落了0.2 个百分点，我刚刚讲到，

全球经济增长整体来讲都在放缓，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比过去

要更加复杂。第二，我们自身还把很多精力放在推进结构调整、

转型升级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经济运行更多是看能

否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从目前来看，尽管增速略有放缓，

但是经济运行的一些主要指标都是在合理区间，这是我们希

望看到的。

 从下一阶段来看，不管外部环境怎么变，我们要更多聚焦于

自身，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促进经济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

进一步迈向高质量发展。谢谢。

香港商业电台记者：我们看到“第二季度”经济增

长是 27 年来最低的，在中美贸易战开始恢复谈判之后，

您觉得下半年两个季度会不会再创新低还是有所回升？

谢谢。

香港 NOW 宽频电视记者：2019 年第二季度国内

生产总值增速比第一季度回落了 0.2 个百分点，贸易战

的因素有多大呢？下半年会不会因为这个因素数据会继

续下降？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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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槽式全真空碳氢清洗设备

废液零排放

碳氢零损耗

VOC零排放

金属颗粒物150um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北桥镇西太路4号
电话：19962899158
传真：+86 0512-66730770
邮箱：zhoukun@suzjlm.com

苏州市洁力美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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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新闻
文 | 李建、刘明星、王思杰

优尼冲压在武汉建新厂 扩大对

车企销售

据《日本经济新闻》，日本大型冲

压零部件生产商优尼冲压 (Unipres) 将

于8月在武汉市投资在华的第4家工厂，

投资额为 60亿日元，将于 2021 年 3

月投产。新工厂计划以日系车企为主，

面向武汉地区的汽车厂商扩大销售。

新工厂占地面积 11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 3.2 万平方米。员工规模约为

200 人。新公司“优尼冲压武汉”的资

本金为 2200 万美元，由优尼冲压的当

地法人全额出资。日产汽车将在 2020

年之前在武汉建设整车组装工厂，年产

能为 30万辆左右，是其在华第 9家整

车工厂。本田也于 4月在武汉新建了在

华第 7家工厂，预计优尼新公司 2023

财年的销售额将达到 130 亿日元。

特斯拉公布上海超级工厂首批内

部照片 已开始生产零部件

特斯拉日前对外发布了其位于中国

上海的超级工厂Gigafactory 3 的首批

内部批照片。特斯拉在Model 3 的生产

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已经开始安装

许多生产机器人和一台大型冲压机，以

生产Model 3 车身零部件。

作为第一家由外国汽车制造商在中

国全资拥有的电动汽车厂，特斯拉在美

国一直没有解决的产能瓶颈，在中国强

大的基建和制造能力面前迎刃而解。

马斯克说：“上海超级工厂逐渐成

形。在第二季度，我们开始将机器移入

工厂，以便在那里进行第一阶段的生

产。这将是我们的简化版的Model 3 生

产线，更具成本效益，产能为每年 15

万台（每周 3000 台）——这是第二代

Model 3 生产线。Model 3 的基本价格

是 32.8 万元人民币，与它的汽油动力

竞争对手价格相当。鉴于中国消费者去

年购买了超过 50万辆中等大小的豪华

轿车，这个市场为特斯拉提供了一个极

好的长期机会。我们期待着 2019 年年

底开始在中国生产。在截至 2020 年 6

月 30日的 12个月内，我们的目标仍

将是在全球范围内生产超过 50万辆汽

车。”

上汽大通南京工厂荣膺国内“灯

塔工厂”

日前，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新入选

的全球十家制造业领域第三批“灯塔工

厂”，肯定了它们在应用第四次工业革

命技术、实现生产现代化方面的突出表

现。中国上汽大通南京C2B工厂入选“灯

塔工厂”，是中国唯一入选的整车企业，

是全球 26家灯塔工厂之一，其中 6家

位于中国。

在消费者下单之前，上汽大通即可

提前通过智能排产的数字系统进行生产

计划编制，“预知”消费者的需求，从

而确定零部件的数量和种类，并进行相

应的生产计划安排，大大缩短C2B定

制汽车的生产时间。

上汽大通OTD全面监控每一台订

单从触发到交付到经销商处的整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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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消费者可以了解订制的爱车在各个

生产和运输环节的进度与情况。除了全

自动高速冲压线、3D虚拟仿真技术、

模具虚拟坐标化管理等高效智能的设

备外，上汽还添置了该公司最先进的

Gudel 双臂高速冲压线；在车身车间，

运用的技术包括上汽第一个远程激光焊

系统、智能化焊接自适应系统和VC技

术等。

作为全球第一家C2B模式下的智

能化汽车生产企业，上汽大通支持海量

用户的个性化选配组合。C2B模式存在

的最大价值在于直连需求者和生产者两

端，实现更加扁平化的商业过程。

长城汽车魏建军正在全力打造机

器人

7 月 26 日，在河北保定市长城汽

车徐水智慧工厂内，2019 世界机器人

大赛总决赛成功举办，这是机器人界的

全球顶级行业赛事，享有机器人界“奥

林匹克”之称，有来自 10几个国家

2000 多支代表队共计 5500 余名选手

参。

全球先进水平的机器人工厂

目前机器人产业主要有两个发展方

向，都和汽车行业高度关联。一个是众

所周知的人工智能；另一个就是高度自

动化，以高度自动化的机械性能为追求，

在恶劣的生产环境中取代人类，最典型

的就是目前汽车工厂内广泛使用的机器

人。比如机器人大赛举办地的长城徐水

智慧工厂，在整车生产制造的四大工艺

上，实现了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

徐水智慧工厂的冲压车间现已投入

使用 5条全自动化生产线，采用全封

闭式生产，上料、搬运全部使用机器

人，全自动化的冲压线单条速度可达 8

件 / 每分钟，而制件精度可达 97%以

上。焊接车间同样高度自动化，可以实

现 5款车型的柔性生产，整条线体共引

进超 500 台瑞典ABB机器人，完成所

有总成焊接、搬运作业，自动化率高达

100%，作业误差在 0.02mm以内。

因为广泛使用机器人，长城徐水智

慧工厂实质已经成为一个机器人工厂，

并且是全球最先进的机器人工厂之一。

长城对于人工智能的研究应用一直远远

走在行业的前面。

上海宝冶斩获爱驰“全球优质供

应商”大奖

江西爱驰亿维汽车项目总投资达

133 亿元，是上饶市建市以来单体投资

额最大的一个工业项目。项目一期建成

后可年产 15万辆新能源整车、二期建

成后可年产 15万辆新能源整车，两期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30万辆的产能规模。

6月 25日，由上海宝冶承建的江

西爱驰亿维汽车一标段冲焊联合厂房新

建工程全面完成并顺利竣工验收。该项

目总建筑面积 92368.75 ㎡，冲压仓库

建筑面积 9213.75 ㎡，冲压车间建筑

面积 10839.48 ㎡；焊装车间建筑面积

72315.52 ㎡。

青岛距离全球新能源汽车基地渐

行渐近

目前 , 青岛全市汽车产业主要分布

于即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聚区、莱西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区、西海岸汽车及

零部件产业集聚区、城阳特种汽车及零

部件产业集聚区等4个重点园区。2018

年汽车产量首次突破 100 万辆大关。其

中新能源汽车 9.2 万辆 , 合计生产各类

汽车 103 万辆 , 全年收入首破 1000 亿

元，成为青岛增长最快的支柱产业。

在一汽大众华东基地的生产车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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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生产着宝来MQB与宝来BEV( 纯

电动版 ), 日产量能达到 1200 辆。宝来

BEV是一汽 -大众的首款纯电动汽车 ,

预计 9月前后批量生产。在上汽通用五

菱青岛分公司车间 , 一辆辆宝骏新能源

汽车E200 正在整齐下线 , 宝骏新能源

进入岛城一年多以来 , 订单用户已经超

过 2000 个 , 全年预计生产 2万辆。4

月份 , 北汽新能源青岛产业基地二期建

成投产、新一代智能电动汽车EX3批

量下线 , 总占地面积 1611 亩的北汽新

能源青岛产业基地年产能提至 35万辆 ,

成为全国最大、世界第二的纯电动汽车

生产基地。

青岛拥有特锐德电气、国轩电池等

关键零部件生产企业 7家 , 相关配套技

术优势全国领先。其中 , 青岛乾运高科

锰酸锂材料市场占有率连续五年全国第

一 , 特锐德电气股份电动汽车群智能充

电系统属世界首创 , 在全国建设充电终

端超过 20万个。青岛的电机、电控等

领域 , 还相对比较弱 , 因此产业链需要

进一步完善。

“亦庄速度”助力汽车产业链再

升级

在亦庄开发区融兴一街，奔驰发动

机工厂西侧高端汽车及新能源汽车关键

零配件产业园竣工，建筑面积 7.72 万

平方米，建设四栋厂房、两栋配套用房

及地下人防工程，仅用 156 天建成，3

个汽车关键零部件生产企业将在两个月

内入厂，生产产品供给奔驰汽车整车厂。

园区已经与 9家高端汽车及新能

源汽车关键零配件企业进行了洽谈，其

中生产氢燃料电池的北京亿华通科技公

司、生产门模块的麦格纳项目、进行汽

车组件生产的海斯坦普汽车组件公司三

家企业正在办理入园手续，将陆续在 9

月入厂生产，为北京奔驰、北汽新能源

等整车生产企业提供急需的关键零部件

产品，这 3家企业未来达产产值将超过

50亿元。

在开发区路南区、河西区，北京奔

驰、采埃孚、德尔福、李尔、海纳川、

常春汽车等数十家企业连成一条线，既

有整车设计、汽车电子、新能源汽车企

业，又有电池、电机、电控等研发生产

企业，形成高端汽车产业集群和新能源

汽车产业集群，而高端汽车及新能源汽

车关键零配件产业园正在这条线的核心

部位。该园区距离北京奔驰整车厂不足

两公里，将大大减少运输、提高供货速

度。年内该园区建筑面积将扩大到 24

万平方米，将引进更多高端汽车及新

能源汽车关键零配件生产企业优化产业

链，推动高端汽车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高

质量发展。

拜腾全球生产基地首次开放

拜腾全球生产基地位于南京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占地 1200 亩，总投资逾

110 亿元。一期工程于 2017 年 9月奠

基，冲压、涂装、焊装、总装、电池五

大厂房目前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

将于 2019 年第三季度开始试生产。

拜腾的冲压车间采用世界领先的伺

服压机，平均每 3秒压出一个工件，是

目前国内最快的汽车冲压生产线之一。

焊装车间配备 335 台专属定制的

“拜腾金”机器人，自动化率达 99%。

电池车间将生产与组装拜腾自主设

计的电池包，由宁德时代提供电芯及模

组，肯联铝业提供铝制电池底壳。拜腾

的电池包要经过 100%的下线检测，

确保每个电池包的性能和安全都满足

要求。拜腾的总装车间采用与特斯拉相

同的合装生产设备。每一位工人需接受

最严格的技能训练，量产之前至少完成

7500 次本岗位的作业循环。

今年第三季度，作为拜腾的第一款

产品——M-Byte 量产版将首发亮相。

ABB 中国公司总裁： 上海“超

级工厂”即将很快投产

7 月 26 日，在 2019 世界工业互

联网大会上，ABB中国公司总裁张志

强说 2019 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市场的

回落是在行业连续多年 40%高速增长

之后的短期调整，汽车和 3C等行业产

销量下降，减少了投资。但是作为制造

大国，中国的机器人密度在只有 97台 /

每万名，而韩国等国已达到七八百台，

中国的机器人市场仍然潜力巨大。ABB

在上海斥资1.5亿美元新建的机器人“超

级工厂”即将很快投产，生产更适合中

国场景的机器人。2019 年上半年中国

工业机器人产量为 75406 台 / 套，同比

下降了 10.1%。

从平均值上看，中国机器人增长还

是比GDP增长快很多的，中国已连续

六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2018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13.3万台。

“我到各个工厂都可以看到，工厂

都有机器人的需求，喷涂、冲压、组装、

包装等等，其实很多工厂都有这方面的

要求，需求不是问题，真正的瓶颈是应

用软件工程师，我们需要对行业了解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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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机器人用上的人才，这在中国并不

够。”　　

施耐德电气推出全新环保型气体

绝缘技术，产品或年内将上市

日前，施耐德电气在 2019 年 ( 第

三届 ) 中国配电技术高峰论坛上，正式

向中国市场介绍了未来中压开关设备技

术，即通过使用干燥空气代替六氟化硫

气体作为绝缘气体，结合真空灭弧技术，

使用户能够更加安全、可持续地利用数

字化技术解锁数据价值，并有效控制碳

排放和成本效益。

据悉，新升级的开关技术将最先配

备在施耐德电气市场接受度最高的三

款一、二次配电设备中，包括SM6、

RM6和GMA系列开关柜，部分商业

化产品将于2019年第四季度实现上市。

与传统串联式负荷开关开断技术对

比，这项新技术的创新在于并联式负荷

开关开断技术只有在开断的时候，才会

参与到整个电气回路中来。作为一个不

同的创新解决方案，整个真空灭弧室的

工作时间在每次开断时只有十个毫秒。

施耐德电气已与公用事业和商业 /

工业建筑领域中的众多大型，且拥有相

同理念的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比如

E.ON Sweden，新型干燥空气绝缘开

关技术现已在多个试点项目中投运。

宝馨科技成功研发电芬顿 / 电絮

凝一体化脱硫废水处理系统设备

宝馨科技公布，公司全资子公司南

京友智科技有限公司 (“友智科技”)于

近日成功研发“‘电芬顿 / 电絮凝’一

体化脱硫废水处理系统设备”。

友智科技用电化学工艺实现不加化

学药剂或减少化学药剂添加的绿色设计

理念，进行了电化学水处理系统的研发。

研发出的先进的“电芬顿 / 电絮凝”一

体化脱硫废水处理系统设备，已在上海

长兴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成功应用。该

技术成果的成功应用将会引领脱硫等高

浓度难降解工业废水治理技术新方向 ,

市场前景广阔。

创兴精密：领跑智能钣金 树立民

族品牌

2019 年 7月 16 日，广东创兴精

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挂牌仪式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成功举行，

这标志着创兴精密走上了资本助力的发

展快速通道。　

据了解，创兴精密深耕中国制造领

域 18年，专注于为世界 500 强企业提

供优质钣金定制加工生产服务。创兴精

密曾为增城富士康第一条全自动光电面

板生产线提供精密钢结构产品；为华为

武汉生产基地华星光电生产高标准严要

求的流水线产品；为脸书提供服务器机

架系列产品；为施耐德提供电器弯头侧

板系列产品；为全球最大的机床厂“哈

斯”生产优质面板产品；为陶瓷机械龙

头企业科达洁能生产配套机械外壳产

品。创兴精密不仅领跑智能钣金还一直

走在华南钣金加工行业的前列。

总经理高楚慧介绍，钣金需求行业

跨度大，大多为小批量、多批次、要货

急的定制产品，要在这行业细分市场做

领跑者，同时意味着创兴精密面对的必

将是超乎寻常的艰难。因为产品复杂多

变不适合使用机器人，没有高大上的自

动化流水线，有的只是全身心投入精密

加工的工匠精神。

创兴自主研发了“企帅大数据管理

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管理，精准算料，

合理库存，制程全控，成本清晰，大数

据分析智能柔性生产，减少了对人力成

本依赖，解决了定制加工的管理难题，

让创兴成为了中国第一家为做产品成功

研发出“定制行业大数据管理系统软件”

的公司。

据悉，为了彻底改善钣金加工的人

海战术，打造数字化工厂，创兴精密研

发出先进的钣金智能料库，从材料仓库

到数冲、激光、折弯工序，流水线化的

编程式生产，实现了多工序多流程的联

动生产模式，可以减员 70%以上。

华亚智能：数字化智能智造转型

提升效率

江苏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是我国华东地区最大的精密钣金制造

商之一，从销售订单到产品生产、存储、

交付等全流程，皆可通过数字化平台实

时追踪。

“这归功于紫光云引擎开发的工业

互联网平台UNIPower。”华亚智能董

事长王彩男说，工厂经智能化改造后，

生产效率提高 30％以上，产品不良率控

制在 1％以内。

华亚智能由“制造”向“智造”的

转变，是我国数字经济提升传统制造业

的生动写照。数字经济是指使用数字信

息和知识作为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

络作为发展和活动空间，以信息和通信

技术有效使用作为生产力增长和经济结

构优化重要驱动力的各类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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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精密：股权激烈吸引外籍员

工

位于苏州的东山精密由一家钣金厂

逐渐成长为中国领先的通信和消费电子

核心器件供应商，2010 年在深交所上

市。公司 2018 年实现销售收入 198 亿

元，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 8.11 亿元。

随着全球业务的扩张，东山精密招聘了

一些优秀的外籍专业人才。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已拥有正式外籍员

工近 200 名，主要来自美国、新加坡、

英国、墨西哥等国。

为留住和激励这些优秀的外籍员

工，2018 年 5月 31日，东山精密董

事会决定，推行总规模 4亿元至 6亿元

人民币的员工持股计划。在筹划过程中，

公司发现面向中方员工的员工持股计划

具有较多参考案例和较为成熟的市场运

作规范，但尚未有成功的外籍员工持股

案例，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其中，一个突出障碍就是外籍员工

的钱进不了国内。根据当时外汇有关规

定，经常项目项下每人每年的外币购汇

和结汇限额是 5万美元，而这个额度无

法满足境外员工参与A股交易的需求。

此次公布的《办法》解决了上述问题。

《办法》规定，对外籍员工进行股权激

励的上市公司应在对股权激励计划进行

公告后的 30日内，向外汇管理部门提

出书面申请，“包括但不限于境内上市

公司基本情况，股权激励计划基本情况，

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参与股权激励的

计划汇入金额等”，“外籍员工参与股

权激励所需资金，可以来源于其在境内

的合法收入，也可以来源于从境外汇入

的资金”。

洛阳震海：打造河南钣金加工师

范基地

2019 中国 ( 河南 )- 德国经贸合作

对接会上，洛阳震海家具有限公司与北

京景创天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德

国工业 4.0 战略发起单位德国通快集团

签署钣金制造产业升级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该协议，三方单位将联合开展钣金

加工产业升级合作，助推震海家具建设

河南地区钣金先进加工产业示范基地。

投资 18 亿，远东福斯特布局高

能量密度方形电池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募资

24亿元，其中 9.52 亿元将用于远东福

斯特新能源有限公司建设江西宜春高能

量密度动力储能（方形）锂电池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项目总投资为18.09亿元。

作为国内主流的圆柱电池企业，远东福

斯特目前拥有圆柱电池产能约 6GWh。

远东福斯特是国内圆柱形锂电池领域

的龙头企业之一，目前产品主要有三元

18650 型、21700 型圆柱电池，产能

分别为 3GWh，产品在新能源汽车、储

能、低速电动车、两轮车等领域已经广

泛应用，并积累了大量数据。

方形动力电池因具有能量密度高、

降成本空间大、充放电倍率高、循环寿

命长、电池内阻小、成组相对简单等优

势，更适合续航里程要求更高的新能源

汽车以及中大型储能产品等市场，因而

也更受整车厂和储能企业青睐。

据动力电池应用分会统计，2019

年 1～ 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装机量为 30.01GWh，其中方形电池装

机量就达到 24.70GWh，在总装机量中

占 82.31%，牢牢占据动力电池市场主

导地位。而随着新能源汽车产量的快速

增长，方形动力电池的需求也在急剧攀

升，未来电芯封装环节成本快速下降的

机会很可能会出现在方形领域。

远东福斯特将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与

高端设备，建设 4条全进口的方形动

力电芯生产线，项目初期产能预计将达

5GWh，建设期为两年。

蜂巢能源国内外投建动力电池工

厂直逼宁德时代

被誉为动力电池搅局者的蜂巢能源

于 7月 9日宣布了其 2025 战略。根据

计划，蜂巢能源将在中国建设包含常州

工厂在内的总产能为 76GWh三座工

厂。此外，蜂巢能源还将在欧洲投资 20

亿欧元设立 24GWh的新工厂，以及北

美 20GWh的工厂。该投资额也超过宁

德时代于 6月在德国图林根工厂 18亿

欧元的追加投资，成为中资动力电池在

欧的最大单笔投资。目前，蜂巢能源正

与德国宝马展开电池供应谈判。蜂巢能

源总部设于常州，于2018年 2月成立，

并于同年 10月正式脱离长城汽车。

动力电池巨头宁德时代也发

布了中期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净

利润 20～ 22.78 亿元，同比增长

120%～ 150%。动力电池制造商在产

业链占据了强势的地位，对下游主机厂

及上游冲压等供应商形成了较强的议价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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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系列激光上下料机器人

AR系列折弯机器人

立体料库（8层）

激光上下料柔性线

立体料库（18层）激光上下料

（两台激光）柔性线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盘古工业园区   网址：WWW.ANTIL.COM.CN   联系人：孟先生 0514-83838616

扬州安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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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意机床（上海）有限公司、山东嘉意机械有限公司自2012年创建以来，先后收购了意大利LAG葛世、RAINER 雷诺，
实现了意大利技术团队与国内技术团队的对接、技术专业落地，在上海建立了研发中心、销售与售后服务中心。逐步推进建
立了机械手折弯单元的样板客户案例，实现了单元式批量化生产，已经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将意大利智能化折弯技术落地国内
折弯运用领域的机械手折弯单元制造商。我们自2013年开始至今在国内包括电梯、电气、建筑、畜牧、厨具、交通运输等
行业实现了对钣金折弯的多品种，小批量机器人取代人的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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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 PUNCH BEND INTEGRATE

跃然于板
              活力赋形 

SHEET METALWORKING, OUR PASSION, YOUR SOLUTION

探索LVD
敏捷、创新和团队精神

在LVD，我们为钣金加工而生。这是我们的原动力！每一天，我们都在挑战传

统，提供具有创新性的、行业领先的钣金加工设备和软件解决方案。当然，所有

这些都是基于工业4.0的原则驱动的！我们反应的敏捷和团队精神让我们无论何

时何地都能得到客户一贯的大力支持。

助您赋予金属以生命的力量：lvdgroup.com。

Ad_Chinees Corporate_210x285.indd   1 6/05/19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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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之三大关键驱动力
文 | 全球风能协会 (GWEC)

51.3GW新装置容量中，有

46.8GW为陆上风力，较 2017 年减

少 4.3%。其中，中国与美国保持前两

大陆上风力市场之地位，各有 21.2GW

及 7.6GW新装置量；欧洲则有 9GW

新装置量，年增 32%；新兴市场包括

非洲、中东、拉丁美洲及东南亚地区，

合计有 4.8GW新装置量，年增 8%。

全球风能协会预期每年会有超过 50GW

陆上风力新装置至 2023 年。

而离岸风力市场于 2018 年有

4.5GW新装置量，较 2017 年持平。

离岸风力累计装置容量达 23GW，占

总量 4%。全球风能协会期望亚洲及北

美洲会有更多离岸风力设置，且每年有

6GW的新装置量。

市场动态持续发展，许多企业经

由收购相关产业或扩大服务范围来调
2018年全球风能产业新装置

容量达51.3GW(百万瓦)，较2017

年略减4%，全球累计装置容量共

591GW，为风能产业表现不错的

一年。从2014年起市场更迭，每年

全球新装置容量皆超越50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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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其业务模式和策略。2018 年企业收

购风电与签订风能的再生能源购电协议

(PPA,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的数量已达 6.4GW。混和电力与共址

计划 (co-locatedproject) 等新解决方

案正在开发中，增加了对成本效益的关

注，有利于整合性与供应安全性。全球

风能协会预计风能市场短期及长期增长

将受到这三个因素影响——调整商业模

式、企业收购和新解决方案。

能源转型期间之商业模式调整

2018 年壳牌公司收购英国First 

Utility 跨足电力部门产业。2018 年

7月 Equinor( 前挪威国家石油公

司 )宣布收购能源交易商Danske 

Commodities。Enel 等国际公用事业

公司高度关注可再生能源和企业解决方

案 (Enel 筹组了 EnelX，一个致力于分

配能源、能源效率等主题的单位 )。这

些只是许多业者在 2018 年间调整他们

的业务重点的其中一些例子。获取新收

入和增长机会是商业模式调整背后的关

键驱动因素。这种发展可直接将能源转

换的动力与产业的新定位链接起来，提

升企业价值及挖掘许多新商机。

特别是价格下跌与竞争压力的结合

导致了收入减少及在传统商业模式之外

寻求增长的需求。举例来说，涡轮机设

备制造商在过去几年经历了利润压力，

而类似这种情形正加速企业传统商业模

式的瓦解。

风能领域的非传统企业 (像是石油

业者 )的知识和经验可以发挥潜能，促

进更大交易量，借由包括离岸风电市场、

电网、基础设施、整合及分配，并涵盖

相关领域如电动化及电动交通等。

隐含的事实是风能不再是一个利基

行业，而是已发展成为主流的能源解决

方案。全球风能协会市场情报部预计企

业的格局将进一步改变，最终将改变彼

此关系和协作模式。

企业收购——成熟模型及增长驱

动

企业收购及企业PPA于 2018 年

持续增长，企业签署PPA或直接从资

表 1  企业收购——成为发展中市场的成长动力

挑战 机会

在发展中市场建立企业收购机制

缺乏与发展中市场的当地经销商
建构企业PPA的经验与能力

于政府目标外，另开拓额外交易量

缺乏投资者与银行为企业PPA融资
及评估发展中市场风险概况的经验

启动于电网及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投资

为自身在开发中市场的营运获得
安全的供应链及成本节省

小型 / 本地企业进入企业收购机制
辨认最适合的企业收购模式并了解风险概况之挑战

尽管公司规模较小，
有机会获得安全的供应链及成本节省

缺乏为微型企业提供产品方案的经验，
 例如 PPA组合 (bundling  PPA)

规模化但复制大公司的企业收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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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所有者采购风电的模式已渐成熟。许

多收购及PPA模式已被执行 (例如：

多买方PPA、代理收入互换协议、私

人PPA等 )，而企业、资产所有者、

金融家和银行们则增加了建构此类交

易的经验。尽管如此大部分企业风能收

购都发生在北美及北欧，且都是大型企

业。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 (Bloomberg 

NEF)，2018 年 60%的风能企业收购

交易在北美签署，其中最大的交易量来

自AT&T、Walmart 及 Facebook。

这些都是除了国家目标或电力需求

外，企业收购如何成为另一种增长驱动

的例子。在瑞典，Norsk Hydro( 全球

最大的铝业公司之一 )签署了 235MW

的企业PPA，时间长达 29年，为现今

最长时间的企业PPA。

展望未来，企业收购风电成为更强

大且稳定的增长动能有两个关键点：第

一，在发展中市场建立企业收购机制，

例如监管变化。

第二，让小型 / 本地企业进入企业

收购机制，例如：借由客户群的整合，

Vattenfall( 瑞典国有公用事业公司 )正

使用这个方式。

如应用这两个关键点将可看出接下

来几年企业收购是否可成为一个增长动

力。否则，企业收购将仅限于某些市场

和大型企业中。

新解决方案——着重于价值提升

借由能源产业最重要的衡量方式之

一，均化发电成本 (LCOE,Levelised 

Costof  Electricity)，风能产业已能够

证明其日益成熟的成本竞争力及效率。

LCOE是衡量风能成本及其他能

源的常用指标。业者及政治人物会使用

LCEO来评估目标及维持水平。LCEO

价值调整后的均化发电成本VALCOE（Value-Adjusted Levelised Cost of Electricity, VALCOE）是以原来的均化发电成 本（Levelized 

Cost of Electricity, LCOE）为基础，再纳入能源、容量及灵活性三种价值因子加以调整，做为评估发电 技术竞争力的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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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不会改变，且将持续展现风能

的进展。

在 LCOE的衡量下，风能已被证

明为最便宜的能源之一。随着能源工业

的转型范围正在扩大，风能现也证明可

提供最大的系统价值。这也提高对某些

价值的重视，包括了解能源的效率、整

合能源的方法，及供需时机。

类似于 LCOE的发展，风能产业

正寻找正确的公式及指针来衡量价值并

进行比较 (例如国际能源署的价值调整

后均化发电成本VALCOE1)。对于深

入了解价值提供及允许无偏见比较，通

用指标的认同相当重要。

LCOE和成本不会失去关联性。

成本与价值的链接是能源转型的重要一

环。它不仅使风能能够证明其在过去几

十年中为主要再生能源的成就，还能让

风能产业被定义为提升价值的解决方

案。

能源转型期间的挑战

解决方案的开发是能源转型过程中

的重要一环。由于其成本竞争力、易于

装置及可拓展性，风能在能源发展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新解决方案有潜能可释

放更多电量，或采取更积极的观点，

甚至彻底改变风能产业的经营方式。

这种发展的背后关键驱动因素是持续的

数字化管理。借由更好的资产管理及改

善维护等的技术提高可达到能源年产出

增加，从而实现更好的风险管理。所以

提高效率意味着能源系统的价值提高。

加上整合其他相关元素 (如降低储存成

本 )，风能解决方案将会在接下来几年

持续发展。

表 2   风能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模型

解决方案之模型 说明 范例

共址计划、油电混和解决方案
风能加上另一种能源及 / 或储存装置方案。这可成为完全整合的组合计

划，或共享电网的单独计划。
澳洲Kennedy  Wind Farm

补充解决方案 / 虚拟电厂
不同地点的风能计划、或是虚拟管理不同地点的风能加上其他能源之补

充解决方案。

中国 Luneng Haixi     Multi-
mixed Energy

Demonstration Project

财务解决方案，例如企业收购模 式、
利伯维尔场机制 / 交易

风能计划是财务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可以摒除 实际电力输送。它涵盖
企业PPA和风险管理工 具像是收益互换 (revenue  swap)。

澳洲 Lal  Lal  Wind Farm

现场供应、离网解决方案
风能计划加上储存装置或其他能源来供应生产计划、或成为微电网或分
散能源系统的一部分。注：微电网是指由分布式电源、储能装置、能量
转换装置、 相关负荷和监控、保护装置汇集而成的小型发配电系统。          

日本 Aguni  Wind

表 3  以风能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之优点

以风能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和其他能
源解决方案 / 储存解决方案之模型

成本效率 再生能源整合 安全性 / 供应时机

共址计划、油电混和解决方案
降低EPC( 工程总承 包 ) 成本

和电网分享
电网管理之改善 稳定的供应保证

补充解决方案 / 虚拟电厂 收益优化 避开使用电网的虚拟整合 依需求而弹性响应

财务解决方案
例如企业收购模式、利伯维尔场机制 / 交易

降低风险之工具 低成本诱因而增加风能比重 不相关

现场供应、离网解决方案 市场批发价之替代 不相关 因应需求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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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易机械
伺服冲床热成形冲压方案
文 | 协易市场部

面对全球能源议题及环保法规更加

严格规范，消费者对于驾乘感受及整车

性价比压力下，车身轻量化已成为众多

车企的发展重点，实现车身轻量化需要

综合考虑新世代复合材料和车身结构优

化，而这往往需要革新生产工艺来实现。

美国日系一级汽车零件制造商——热成形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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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趋势下，协易伺服冲床能突破传统

使用油压冲床作为新世代复合材料热成

形工艺上，生产效率有限且制造成本高

的瓶颈，提供高强钢成形的应用技术、

在确保汽车强度、刚度、模态以及安全

功用的前提下，转换更高刚性的材料、

新的制作工法，以解决轻量化车辆的需

求。

热成形，或称为热冲压，是高强钢

成形的常见加工方式之一，可有效解决

高强钢的两项问题：难成形的特征以及

严重的回弹问题，但同时仍得确保钢板

的高强度及其轻量的特性。此制程在冲

压阶段需要长时间持压，目前市面上的

主流为油压冲床，但近年来有越来越多

的客户考虑以伺服冲床取代，主要原因

在于伺服冲床可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以及

有效降低机台的耗电量。

协易伺服冲床成功地打入日本及美

国知名汽车零部件制造大厂的热成形生

产线，以伺服冲床取代油压冲床改善生

产制程，展现伺服冲床下死点持压的优

势；下死点稳定的持压，可使得加工精

度更有效控制，凸显有别与油压机的加

工质量；利用生产可控曲线，缩短机械

手进出机台夹取料时间，提升产线速度，

预期可为客户提升约 50%的产能。

协易伺服冲床优势

搭载冲床专用、协易专利开发的伺

服马达，可于低转速下达到高扭力，且

电能消耗最低，电力可回收再利用、能

量转换效率最大，在同规格、同尺寸比

较下，业界扭力最大。因冲头运动可弹

性且精准设定，以热成形为例，可比拟

油压冲床的持压特性在下死点进行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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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停留，或是以缓进快出的模式配合材

料流动的速度防止材料破裂等，甚至如

“局部加热”或“局部焠火”等更复杂

加工所需的冲压曲线皆可配合。另外，

因冲压效率提升，成形后材料仍处于高

温状态，具备满足模内穿孔需求的可能

性，于充分时间内完成，节省后续激光

加工。

⑴成形速度快

因冲头位置及其速度可控，与油压

冲床相比，冲头下降的速度更可快到达

指定位置，其成形效率更高，整体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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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提升。冲头速度可控，因此可与自

动化外围高度整合，节省空闲时间。

⑵产能提升

表 1比较两种冲床生产单件冲压品

所需的时间与数量，假设一天工作 18

小时，一年有 312 个工作天，每个冲压

件利润为 $1.0。伺服冲床生产单件冲

压品所需的时间为 8秒、油压冲床则为

12秒，因此每分钟的冲压件数量伺服

冲床较油压冲床多出 2.5 件。换算成每

年的营收，伺服冲床可为客户带来额外

$842,400 的利润。

⑶环保节能

图 5呈现冲头位置与马达电流之间

的关系。当冲头自上死点往下死点移动

时，马达电流最高可达 700Amp，当冲

压吨数达 1200 吨且冲头位置达下死点

时，马达电流下降至近乎 0 Amp，当

冲头离开下死点后，马达电流再度达到

400 ～ 700 Amp之间。

以 1200 吨冲床为比较基础，

假设机台每天运转 24小时，每年

工作 312 天，伺服冲床每年耗电

量为 359000kWh，油压冲床为

1451000kWh，伺服冲床节省了约

75%的用电。

电力平准化设计——使用伺服稳压

器和电容，使工厂的电源需求不会急速

上升。

冲床是生产工具，必须能为客户创

表 1  两种冲床生产单件冲压品所需的时间和数量

1200 吨 协易伺服冲床 传统油压冲床

生产单件所需时间（s） 8 12

每分钟冲压件数量 7.5 5

每小时冲压件数量 450 300

每年冲压件数量 2527200 1684800

每年所赚取的利润 $2527200 $1684800

利润差异 $842400

图 5  冲头位置与马达电流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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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更高的生产力，也因此协易的研发竞

争核心，不只是满足客户想要的需求，

更借由创新思维改变现状制程瓶颈，提

升产品质量与应用的技术，提供最适方

案给客户，而其关键因素就在于研究开

发。协易机械今年以“协易伺服冲床热

成形冲压方案”获得大中华地区荣格金

属行业技术创新奖，主要思维是以协易

的门型偏心齿轮伺服冲床取代传统油压

冲床，作为高强刚成形的加工方式，

可以有效解决高强钢难成形及回弹的问

题，但却同时能确保钢板的高强度及轻

量的特性，同时也因为采用伺服冲床取

代油压冲床，因此在生产效率上大幅提

升，并且同时降低机台的耗电量。因应

“中国制造 2025”制造企业调结构的

趋势下，协易很愿意提供更多伺服冲压

机解决方案给金属制品的生产企业，使

大家的产品质量及产量都能提升但整体

成本却下降，相信定能提供中国广大客

户最完善的金属成形解决方案，创造双

赢的企业成长。

伺服冲床 机械冲床 油压冲床

主电源容量 KVA 240 208 277

耗电量（每小时） kWh 48 83 194

每年耗电量 kWh 359000 622000 1451000

每年电费（日本） Yen( ￥) 8687800 15052400 35114200

每年电费（美国） US（$） 43080 74640 174120

注：以 1200 吨机床为例，每台机床运转工时为 24小时，每年工作天数 312 天为计算基础。以上数据为理论值，实际耗电费用依地区及产品
应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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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正在崛起中的制造业大国 ( 上）
文 | 刘明星、秦艺娟、李建、王思杰

谁最有可能是下一个中国，成为制

造和消费大国？从人口规模和市场潜力

看，最有希望的是印度。

    随着2019年莫迪高支持率连任总理，

印度的股市连创新高，股指达到惊人的

40000 点。莫迪自 2014 年上任以来，

印度经济平均增长率是 7.3%，连续 5

年增速全球第一，2015 年首次成为全

球直接投资首选国家。全世界对这位强

势总理任下的经济前景持积极态度。

经过多年的观望和试探，中国的主

机厂及其配套商开始较大规模在印度布

局，需要系统了解有关印度制造业的劳

动力、营商环境、投资市场、政府相关

政策、基础设施、汽车家电市场等情况。

MFC参考了众多机构、媒体以及在印

度做生意的商人 2016 ～ 2019 年考察

印度制造业的情况供业内参考。

印度基本国情

印度是位于南亚次大陆上最大的国

家，国土面积 298 万平方公里，位列世

界第七。可耕种耕地是 1.6 亿公顷，高

于中国的 1.28 公顷，但是水资源不如

中国。领土东北部同孟加拉国、尼泊尔、

不丹和中国接壤，东部与缅甸为邻，东

南部与斯里兰卡隔海相望，西北部与巴

基斯坦交界。东南濒临孟加拉湾，西南

面临阿拉伯海，南连印度洋，北依喜马

拉雅山脉，是亚、欧、非和大洋洲海上

交通枢纽。

印度的民族和种族非常之多，其中

印度斯坦族占印度总人口的大约一半。

仅宪法承认的官方语言就有22种之多，

其中印地语和英语被定为联邦官方语

言。英语作为共同语言使用在印度非常

流行，尤其在南印地位甚至高于印地语，

但受限于教育水准，普通民众普遍不精

通英语，不同地区之间的语言和文化相

差甚远。

另外，印度也是一个多宗教多信仰

的国家，世界 4大宗教其中的佛教和印

度教都源自印度。大部分印度人信仰印

度教。伊斯兰教在印度也有大量信徒，

是印度的第二大宗教，信教者约占印度

的 14.6%。印度也是众多正式和非正式

的多边国际组织的成员，包括世界贸易

组织、英联邦、金砖五国、南亚区域合

作联盟和不结盟运动等。

印度以耕种农业、城市手工业、服

务业以为主要产业。除了民族文化与北

方地形的丰富使印度旅游业颇受欢迎之

外，由于时差，大批能说英语的人才也

投入外包行业，即外国企业把客户咨询、

电话答录等等服务转移到印度。另一方

面，宝莱坞电影的文化输出在英语圈乃

至全球的影响力不亚于世界主流。同时

印度还是很多专利过期药物的生产地，

以低价格提供可靠的医疗，印度自开国

就提供全民免年费医疗。近年来，印度

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基本在GDP的 4%

左右，公立中小学几乎免费，还大力投

资本国高等教育，以利于在科学上与国

际接轨，例如自主太空研究、南亚半岛

生态研究等等。印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是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和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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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口结构年轻化，制造业占

比小，信贷和融资偏向于大企业

截至 2019 年 7月印度拥有人口

13.6 亿，仅次中国人口的 14亿，是世

界第二的人口大国，生育率是 2.4％左

右，高出中国 70%。印度人口呈现金字

塔形状：50%的以上的人口在25岁下，

65%在 35以下，到 2020 年，人口平

均年龄 29岁，男性多于女性。印度劳

动力将持续增长到 2040 年才会回落，

人口潜在红利巨大。

印度有 5.1 亿劳动人口，居世界第

2位，其中 50%从事农业或农业相关

行业，28%从事服务业及相关产业；从

事工业制造业的占 18%。以占GDP比

例来看，农业占GDP的 18.1%，服务

业和工业分别占 55.6%和 26.3%。受

过良好教育、能够流利使用英语估计不

到人口的 10%，最优秀的人才已经被美

国收割，聚集在孟买、新德里和班加罗

尔的大量外包公司里。印度的国际性人

才和高级职业经理人要远比中国多，比

如现在的微软和谷歌的CEO都是印度

人，一旦当地的经济起来，海外的印度

技术和管理人才也会逐渐回流。

2014 年，印度成年人的识字率大

约是男性 81%左右，女性 65%左右。

制造业需要的掌握熟练技能的工人还很

欠缺，基础教育不够实用。印度的语言

有 180 多种语言，700 多种方言，没有

一种语言能像中国的普通话一样为全国

人民接受，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印度做

app 需要推出多种语言的版本，界面和

设置都要个性化重新设计。

印度还有一座金字塔，就是阶层和

财富的金字塔，印度不是一个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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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穷人很多的国家。世界银行

的报告显示印度的贫困人口占全世界

的 33%。按照联合国人均消费 1.25 美

元的赤贫标准，2015 年印度有四分之

一的人处于赤贫状态，也就是说有 3亿

多人无法获得足够的社会保障和粮食供

给，教育和工作机会贫乏。

印度的超级富豪的数量仅次于中国

和美国，比日本和德国都多，这部分

人消费能力很强。受限于种姓制度和工

业化薄弱的拖累，印度的城镇化只有

32%，远低于中国近 60%的水平，大

部分印度人生活农村，处于温饱状态，

消费结构单一，需求有限，对价格极其

敏感。孟买 1400 万人，据说有 700 万

人生活在贫民窟里。但是印度对弱势群

体的利益给予足够的保障，允许进城的

农村贫民聚集居住在大城市的贫民窟，

政府提供医保和教育，居住满 30年还

可可获得居住地的产权。印度强制低价

售电，导致电力投资不足，电费、水费

征集能力较弱，同时民间大量存在偷电

偷水，或者免费用电用水的行为。

莫迪总理在 2014 年当选前，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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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的古吉拉特邦推进改革，做得风生

水起，使这个邦获得了“印度的广东”

的美誉。在第一任内，他废除旧的钞

票，以打击腐败和洗黑钱，在全国范围

内第一次统一税负，都是划时代的改

革。在任内，印度的GDP从全球第九

名，超过法国，升到第六名，2018 年

GDP2.716 万亿美元，超越第五的英国

（2.82 万亿）指日可待。

2019 年印度失业率非常高，可能

超过 7%，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软件、金

融等服务行业，低端服务业吸纳了大量

的就业人口。制造业尚未全面崛起，并

没有给就业带来突飞猛进的效果。2019

年 1月印度铁路系统招聘 6.3 万类似于

搬运工和清洁工类的初级职位，结果有

1900 多万大量拥有大学学历的应聘者

的哄抢。

  莫迪政府承诺要大幅提高制造业在

GDP中的占比到 25%，在 2022 年创

造 1亿个就业机会，每年增加 1200 万

工作机会，但是第一任结束的2019年，

制造业占比仍然徘徊在 15%左右。目

前印度的失业率创下 1970 年代以来最

高，莫迪政府用“Made in india”为口号，

计划大力发展制造业来吸纳就业人口。

自 2015 年以来，印度连续占据全

球外资直投净流入的前几名，2018 年

印度企业的并购交易达到 93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52%，创 1990 年代印度对外

开放以来的最高记录。

以中印上市公司市值前两百名对

比，2016 年的标普报告认为尽管存在

基础设施的差距，印度的企业表现不仅

超过印度国企，也超过中国公司，创下

最高且相对稳定的收入。印度的股市实

行注册制，进入和退出机制，相对比中

国成熟，上市公司治理的过人之处体现

在对外资的接纳，为优质企业源源不断

提供资金。印度的外资进入逐渐放松，

不必考虑投资额度，也不必锁定投资期

限，只是对投资比例有限制，但是也存

在法规对投资者保护不够的弊端，比如

大股东可以合法地挪用上市的资金。

为了避免外资自由出入造成的冲

击，印度政府一直以来采取比较保守的

货币政策，严格外汇管制，以维护卢比

的稳定，这导致本地卢比贷款比例很高，

基准利率在10%～14%（2016年）。

银行为降低风向，倾向于向大企业贷款，

中小企业融资较难，但是银行向民营企

业贷款的比重还是要高于中国的银行业

的。

汽摩行业成为制造业主力军，日

韩车企占得先机

印度是世界最大的三轮车市场，是

世界第 2 大的两轮车市场，是全球第四

大的汽车市场

印度2018年汽车产量是399万辆，

同比增长8.3%，超过德国的374万辆，

并有望在三年超过日本，仅次于中国和

美国。印度汽车销量可能继续以每年约

6%～ 8%的速度增长。印度汽车售价

整体较低，平均售价不到5万元人民币。

宝马、梅赛德斯和奥迪每年在印度的汽

车销量不超过 2万辆。

在印度自动审批政策的推行下，多

数行业 100%对外国投资直接开放。印

度的汽车产业为该国GDP作出了7.1%

的贡献，直接和间接创造了 3200 万个

就业岗位。 

许多整车厂都计划在印度扩大生

产、进军印度市场。印度乘用车市场最

大的整车厂铃木正在建设第 3个工厂—

古吉拉特 (Gujarat) 工厂，2019 年将形

成 200 万辆的年产能。现代汽车集团旗

下的起亚汽车将于 2019 年启动印度首

个工厂，正式进军印度市场。上汽集团

计划2019年在印度投产MG品牌车型。

PSA计划与印度的大型企业集团CK 

Birla 合资，到 2020 年再次进军印度市

场。

印度相较于其他汽车制造大国，在

地理位置上离欧洲和中东等主要汽车市

场更近，具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过去

10年，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年复合增长

率为 6.83%，2017 年至 2018 年达到

51.2 亿美元，而出口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11.42%，达到 135 亿美元。

过去三十年，德国汽车制造商们主

导了中国的快速增长，但似乎对印度市

场的快速发展毫无准备。由于入门级车

型很少，德国车企在印度市场的份额约

为 1%，而在德国本土市场约为 69%，

在中国市场为 22%。

对于准备进入印度的国际汽车制造

商来说，主要障碍是玛鲁蒂铃木，这是

印度占有率最高的企业，其次是韩国现

代。1982 年，铃木与印度政府成立了

马鲁蒂铃木合资企业，2019 年初的市

值为 313 亿美元，比其铃木日本母公司

高出 56亿美元，后者仍持有玛鲁蒂铃

木 56%的股权。

印度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正在不断

扩大，2018 ～ 2019 年度汽车零部件

产量有望增长 12%～ 14%。印度已经

确立了自己作为小型发动机全球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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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Varroc 照明系统 (VLS) 为特斯

拉Model S 系列轿车和特斯拉Model 

X 跨界车提供了完整的外部照明解决方

案。印度也正在成为发动机零部件的采

购中心，OEM也越来越多地在印度设

立发动机制造部门。

生产效率大约是中国的五分之一，

吃苦耐劳程度不如中国工人，女性就业

率低

2018 年，印度的人均GDP相当

于中国的五分之一，制造业工人的平均

工资在每月工资在 1020 元左右 , 中国

工人的平均工资在每月 5371 元人民币

左右。印度人节奏慢，宗教信仰对其生

活和工作有巨大、超乎中国人想象的影

响力，底层工人自由散漫，自我要求不

高，幸福感高，对物质的贫乏忍受度高，

农耕社会的时间观念和信用度比较低，

都有待和工业文明对接，整体生产效率

低，吃苦耐劳能力和劳动纪律不如中

国和越南工作。印度劳动法规定，超过

100 人的企业，必须要设立工会，而印

度的工会市场因为加薪和福利等原因罢

工，所以一般中资企业会有意识控制用

工规模。印度基本每年都会对员工增加

不低于通货膨胀水平的工资。

以互联网行业为例，印度的高级管

理和研发人员的工资和中国差不多，

熟练的运营人员的成本大约是中国的

60%～ 70%。1400 ～ 1600 元人民

币能雇佣到一个应届的大学生，因为就

业机会严重不足。

由于印度的文化宗教等影响，女性

的地位不如中国这样平等，女性就业

一直是一个难题。在 2015 年，全球前

一千名的大学数量印度只有 16所，而

与印度总人口数相近的中国却有83所。

在顶尖的理工人才方面，印度占有一定

优势，除此之外的大部分大学毕业生缺

乏企业实际需要的知识、技能和自学能

力，需要企业投入较多精力培训。

GST 法案通过，印度税制改革

初显成效

印度的税法高负荷和复杂一直让外

国投资者头痛，在莫迪政府任内正在缓

慢改善。印度是联邦制国家，除了国税

之外，各邦有地方税，各不相同，很难

搞懂，有些税种能相互抵扣，或者可以

部分税种向购买者收取。没有专业的会

计报税，企业可能会重复交税。企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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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所有企业聘请专业审计机构审计经营

情况，印度税务部门对逃税有重罚，对

过往纳税行为也可能追溯调查。

所以，在 2017 年 7月，印度开始

实施商品与服务税（GST），启动了建

国以来最大的税制改革。主要内容是统

一全国税制，降低原来各联邦自定税制

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促进印度市场一体

化。税改前，大多数商品的法定税率约

为 26.5％，税改后，大部分商品预计在

18％的税率范围内。

在实施GST之前，消费税必须按

照最高零售价格（MRP）的标准来缴纳，

之后，消费税必须按出厂交易价格缴付，

从而降低税务负担。新税法解决了印度

税收叠加的问题。还有一个好处是对州

际转移征收入境税将降低商品和服务的

成本，从而扩大需求。制造商也能优化

其供应链，提高服务效率。仓储的选址

也不再是以税收为基础，更多的是经济

效率，比如成本和区位优势。印度政府

还通过多个独立的部门对制造商的增值

税、服务税和中央消费税等进行评估。

GST将取消多种间接税，如入市税、

中央政府消费税、邦政府消费税等，因

此简化了税收程序。用GST替代多种

税可能使制造产品的成本更低，从而使

它们更具有国际竞争力。

“印度制造”倡议简化流程，提

升效率

印度是民主选举的多党派国家，改

革开放的启动时间只比中国晚了十几

年，但是错失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很

大的原因是投资政策变化摇摆，不确定

因素多。执政党每 5年重新选举，不同

党派之间的经济政策经常冲突，甚至相

反，无法保证政策的延续性。

自 2014 年，莫迪总理上台后，政

府为了吸引对制造业的投资，推行了

“印度制造”政策。印度政府免除了一

些不必要的繁琐审批流程，甚至将 25

个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比例上

限放宽至 100%。“印度制造”倡议于

2014 年启动，旨在鼓励印度本国的生

产以及吸引跨国公司来印度进行生产。

在该项目启动之后，印度在 2015 年成

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FDI) 的首选。该

方案最初集中于金融行业的25个部门，

但是，现在其范围已扩大到27个部门。

新的部门包括金融服务、教育服务、环

境服务、通讯服务、法律服务、视听服务、

会计及财务服务、运输及物流服务、医

疗价值旅游等，现均纳入计划内。同时，

针对海外投资，印度政府设立了“Japan 

Plus”和“Korea Plus”这两个特别板块，

分别为日本和韩国的投资和快速通道提

主要统计数据 印度 同行平均值

制造业GDP年复合增长率（2010 ～ 2013 年） 1.4% 2.3%

制造业GDP占总GDP的比列（2013 年） 12.9% 16.7%

劳动力成本（美元 / 每小时）（2015 年） $1.7 $18.7

制造业出口占商品总出口的比列（2014 年） 54.9% 60.2%

企业有效税率（2015 年） 34.6% 25.3%

每百万人口中研究人员数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3 年） 157 2852

人均可支配收入（美元，2015 年） $1154 $14910

人均可支配收入复合年增长率（美元，2005 ～ 2015 年） 9.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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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提供便利。基于历史的原因以及一贯

的贸易保护倾向，印度对中国的投资有

差别性管理，不如对日韩企业那样友好。

此外，印度正在建设五条工业走廊，

为制造业提供基础设施支持。

在这些优惠政策出台之后，确实吸

引了不少跨国企业前来。2018年7月，

三星在北方邦成立了全球最大的手机工

厂。并且到 2020 年，工厂将把公司的

手机生产能力提高一倍，达到1.2亿部。

台湾威斯特龙公司正计划将其在卡纳塔

克邦的制造工厂投资提高到 4.474 亿美

元，该项目预计将为 10500 人提供就

业机会。2017 年 8月，政府宣布了新

的外商直接投资综合政策。该政策允许

初创企业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等工具，

从国外风险资本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

自“印度制造”推出以来，印度

在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排名中从 2015

年的 142 位上升至 2019 年的 77

位，上升了 65位。这一举措使印度

2017～2018年的国外直接投资（FDI）

流入总额从 2014 ～ 2015 年的 349 亿

美元增至 619.6 亿美元。

印度家电市场情况

印度在二战后经济发展的阻碍，印

度的家电普及率一直都不高，但是由于

近几年的海外投资的增多以及国内制造

业的不断发展，印度的家电行业呈现出

了良好的发展趋势。根据德系调查公司

GFK的数据，2014 ～ 2018 年，印度

家电总零售量从 1.0 亿台上升至 1.4 亿

台。总零售额从 85亿美元上升至 1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9.5%。冰箱与空气

处理设备（主要是风扇、含空调）市场

相对较大，2018 年零售额规模分别为

44亿美元、39亿美元，洗衣机相对较小，

市场规模为16亿美元，厨电、微波炉、

小家电等尚处发展初期，市场规模均小

于 4亿美元。

印度在家电方面的渗透率较低，市

场空间发展较大。根据广发证券发展研

究数据，在 2015 年，空调、冰箱、洗

衣机、彩电和微波炉的渗透率分别是

在 8%、31%、13%、65%和 4%。

而同期中国的这五大品类的渗透率已经

达到了 87%、92%、88%、120%和

54%。印度家电中低端产品较多，占比

超过 7%，主要还是受到消费力水平的

限制。所以接下来印度的家电行业发展

潜力巨大，具有很大的产业升级空间。

家用电器市场是印度制造业乃至整

体经济中目前发展最快的板块之一，近

五年零售额规模实现了年均约 10%的

增长，市场规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

总体而言，印度目前有 3大行业已

经成为中企投资的聚集地。

限于篇幅，关于印度的电价、地价、

进出口、实际经营的困难与挑战等话题

留到下期再讲。对于印度是否能成为下

一个中国，很多到过印度的人看到现实

的情况，往往并不乐观。和中国相比，

印度的硬件基础设施、政府的办事效率

和透明度、员工的基本素质等存在较大

差距，大量的精力耗在了不创造价值的

阶段。但是回想四十年，中国刚刚改革

开放的时候，中国也存在各种让外国人

感到匪夷所思的问题，比如长久争论的

姓资姓社的问题，雇佣多少人算资本主

义，外汇进来容易，汇出去难，政府管

得太多，公司办事要盖几百个章，知识

产权保护不力导致合作伙伴和员工变成

竞争对手、地方政府后任不承认前任承

诺的经济优惠等问题。如果仅仅因为看

到这些负面因素而止步不前，那么外企

就可能错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黄金一般

的增长红利。中国的营商环境和居民购

买力也都是在不断经济增长中得到改善

的。

印度已经在全面缓慢崛起，从各项

经济数据看，已经毋庸怀疑，能否超越

中国还很难定论。重要的是，不怕慢，

就怕站，印度这个庞然大物已经动了起

来，可能不如当年的中国那样以两位数

的增速快速发展，尝到经济增长甜头的

政府和民众都不会再停下来了。在中国

绝大部分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中国企

业要么往上走，继续抢占欧美日占据的

高端市场，这个难度会很大，要么到印

度这样风险较大，但是回报和想象空间

更大的市场开始二次创业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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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目星激光品牌创始人之一，集团副董事长

海目星（江门）激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聂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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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月 8日，深圳市海目星激光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

海目星（江门）激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一期

厂房落成庆典隆重举行，吸引了全球激光界

的瞩目。

海目星激光一路走来，不仅保持了持续

稳定的发展，而且完成了全球布局，这些成

绩的取得，与聂水斌团队的战略眼光是分不

开的，聂水斌十分注重区域差异文化的研究，

将区域的优秀文化创造性地融入企业经营体

系中，健全和发展了海目星全球战略布局，

并推进了品牌高端化的市场形象，确保了企

业各项经营目标的实现，本文就以“国际化”

为切入点展开介绍海目星。

聂 水 斌
立足国内 放眼全球

文 | 李建、刘明星、王思杰

COVER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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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水斌：海目星激光于 2008 年在深圳成立，现已成为

业界领先的激光及自动化装备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是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海目星激光总部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现拥

有海目星（江门）激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海目星激光智能

装备（江苏）有限公司、广州市海目星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和

鞍山海目星科技有限公司多家全资子公司。并在江苏常州市

和广东江门市分别设有全球智能制造生产基地。目前海目星

激光全球员工共有 1900 人，26万平米的生产基地，全球 40

多个服务网点。

海目星激光拥有三大主营业务，分别是钣金智能装备产

品线，3C消费智能制造装备产品线和新能源自动化智能装备

产品线，并在各个领域均取得了市场深度认可。

海目星激光一直关注光纤激光钣金应用市场，针对不同

行业的钣金应用，推出了多款机型，如HF系列激光钣金智能

切割装备，HP系列激光管材智能切割装备、三维激光切割智

能装备和激光自动化应用软件等。经过十多年在行业里不断

深耕和钻研，始终保持品质领先和周到快速的服务，公司海

内外业务取得均衡和多元化的发展，市场份额屡创新高，盈

利水平持续提升。

MFC：请简单介绍一下海目星现有的企业规模、产品种类、

企业现状？

MFC：2018 年海目星的销售情况？ 2019 年，海目星销

售情况将发生那些改变？

聂水斌：2018 年，由于激光器等配件价格不断降低，激

光切割设备应用成本下降，使用门槛降低，更多的客户和产

业使用激光钣金设备，使得对激光切割机的需求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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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海目星激光着眼于全球，为国内外提供最优的综合性

激光及自动化解决方案，在过去的 2018 年，海目星全年销售

份额相交 2017 年增长了 50%以上，在钣金装备市场份额屡

创新高，国内和国际市场均取得不小的成就。

2019年，海目星销售情况将向着以下三个方面发生改变：

第一，更高的功率，更大的工作幅面。更高的功率意味

着能够切割更多更厚的板材，更大的工作幅面符合大厂大板

材的生产要求，获得更高的效益，这也是终端市场和企业所

追求的。而同时，为了承载更高功率和更大幅面的激光切割，

对设备商也提出了更高的研发要求，这将导致实力更强，研

发水平更高的企业突围而出，巩固高功率大幅面的市场地位。

第二，钣金加工柔性生产线。例如汽车制造行业，使用

汽车装配自动生产线，如冲压、焊接、树脂、涂装、装配等

工作全自动化。自动化生产线替代手工生产，提高了加工制

造效率，改变了行业生产方式。海目星积极引入钣金加工柔

性生产线到钣金加工行业，从金属材料的进料、传送、堆放

和卸料全部实现自动化—整个生产加工过程除了编程操作外，

其余各道工序都由设备自动完成，充分保证了钣金加工的高

质量、高效率和节约了人力资源。根据客户需求，将一整条

自动化产线完整地呈现，环环相扣。这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海目星激光专业提供综合性激光解决方案，打造自动化产线，

帮助客户定制化生产线。更多类似自动上下料、自动仓储，

立体仓库等自动化搭配我们的设备为客户生产提高效益，创

造价值。

第三，智能化。“智能”其实是为了更好的人与机，机与

机互动的产物，目前在智能化领先的德国、日本企业发展迅速，

而国内智能化水平普遍还是处于萌芽阶段。海目星激光深入

智能化研发，利用最新互联网和云端技术，共同致力于智能

化系统的开发，成功打造了智能化的HyLASER3.0控制系统，

如同海目星的超级大脑，系统维护，生产，计划，诊断更智能，

EtherCAT以太网总线技术，一个CPU完成全部的数据计算；

系统配备远程诊断模块，有问题海目星工程师都可以远程协

助解决；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监测，在人机界面可以监测设备

的运行状态等等智能化技术；同时，智能化的HyLASER3.0

控制系统拥有丰富而特有的工艺库，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切割

效率，把更智能，更懂人的机器交到客户手中。

聂水斌：板材加工应用广泛，目前海目星钣金客户很多

集中在航天航空、造船行业、汽车制造、石油管道、工程机械、

机箱电柜等。

汽车制造：现代人生活水平质量的不断提高，汽车已成

为人们出行必要的工具，激光应用技术基本上已覆盖了汽车

制造行业所有的领域，特别是激光切割技术，已全面应用在

汽车零部件、车身、门框、后备箱、车顶盖等多个方面。

航天航空：航天航空在近几年的发展尤为迅速，该领域

更是先进智能制造的集合地。激光加工的高效性、无接触式、

高精密度、高能量等特点，能被广泛应用到飞机、航天火箭、

卫星等的主体、组件和零配件等应用上。

工程机械行业：工程机械是一个体量大、领域广的产业。

目前工程机械行业中需要在各种厚度的板材上切割大量的圆

孔、方孔和异型孔，并且精密度要求很高。随着激光技术的

成熟，使用激光切割下料，能够快速穿孔，并切割出理想的

形状，这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降低了不良率。

这些行业由于对切割等精细化的要求比较高，而之前国

内很多厂家设备达不到要求，因为行业内设备大部分都是国

外激光切割设备商把控的，伴随着中国制造水平和工艺水平

的提升，中国的激光切割设备在这些行业已经得到了大范围

的应用，未来中国的激光切割设备将会涌入很多这类行业，

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更多中国制造的力量。

MFC：海目星在板材加工行业，目前客户主要集中在哪些

行业、未来几年围绕哪些行业去发展，您觉得板材加工服务

在哪些行业未来发展比较有潜力？

MFC：我们知道海目星不仅服务于国内客户，更为国外客

户提供整套激光加工解决方案，您觉得国内外行业情况最大

的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

聂水斌：全球各地的经济形势各有不同，对激光加工解

决方案的需求也不一样，打入市场的过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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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别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激光切割设备市场，需要更

多的时间被认可。因此国内外行业情况最大的差异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在购机周期方面国内客户下决定购机时间短，

而国外周期较长。在购机品牌方面国内竞争以国内品牌为主，

国外以欧系、日系以及部分国产品牌为主。

虽然在海外市场阻力重重，但海目星激光不畏艰辛，部

署全球发展战略，在意大利设有意大利海目星公司，意大利

海目星公司设有销售、服务中心和研发中心，由国际顶尖钣

金研发团队组成，另外还分别在德国和美国设有销售中心和

服务中心，海目星与国际大品牌积极竞争，成功地让更多的

客户选择了我们海目星，选择了中国制造，这也极大地提升

了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明白国外竞争力虽然强，但我们也能

用我们的产品和质量、工艺等特有的优势扩张国际市场，让

中国制造在国际得到更多的话语权。

聂水斌：海目星激光目前研发了一款国内首创的钣金柔

性生产线，该生产线可以自动完成开料、上料、成形、下料

等工序，计划在EuroBlech2020 上发布。

欧洲是全球制造业高度发达的区域之一，虽与中国的钣

金加工市场体量无法媲美，但是欧洲对产品的要求是近乎于

苛刻的，欧洲钣金装备市场以老牌的德国通快、意大利普玛宝、

意大利萨瓦尼尼、瑞士百超、日本天田等为主，新的品牌想

要进入这种高要求、高利润的区域，竞争异常激烈。海目星

激光定位于高端钣金装备提供商，进驻欧洲势在必得，目前

海目星激光欧洲公司设立在德国法兰克福，拥有展厅、备件

中心和办公室。海目星欧洲公司地理位置优越，距离德国法

兰克福机场车程20分钟，距离法兰克福火车站车程15分钟。

交通十分便捷，可以为客户提供高效服务。

海目星意大利公司也已经成立，定位于研发和服务。目

前海目星已经在欧洲完成了销售、服务部署。

海目星美国公司位于芝加哥，并设有展厅。借助于芝加

MFC：对于欧洲、美洲、印度市场，海目星激光是如何布

局的？

哥高度发达的工业和交通，海目星美国可以很好的辐射整个

北美，目前也已经完成了销售和服务网络的部署。

海目星非常关注有潜力的国际市场，印度市场是海目星

下一个主战场，印度政府大力提倡“印度制造”，并且大力

改革吸引制造业的进入。英语是印度的主要语言之一，具有

天然服务国际的优势，海目星印度已经成立了独立的法人公

司。

海目星始终把“品质”放在第一位，海目星深知产品走

出去不仅仅依靠价格优势，更主要的是服务和质量。

MFC：您创办海目星的初衷是什么？对未来海目星的发展

有什么样的构想？

聂水斌：创办海目星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10多年前，

我与朋友在机缘巧合之下前往国内的几个大厂考察，在考察

的过程中发现大多数用的制造装备都是日系、欧系的牌子，

极少有中国制造的机器设备，于是我咨询了各个厂长，大家

都说中国制造在行业中上竞争力很弱，甚至有人指出当时中

国市场下竟然造不出一台像样的大型钣金加工设备，这让我

们非常难受，暗自下定决心要发展壮大中国制造的力量。所

以在 2008 年的时候，我与另外几位志同道合的合伙人一同创

立了海目星激光，我们当时都想把海目星在钣金加工装备行

业内做大做强，改变钣金行业无国产的窘况。打造中国制造

的品牌理念，推动着我们一直向前发展。

在前进的道路中，我们对未来的构想也越来越清晰。海目

星未来发展的构想：“改变世界装备格局，推动人类智造进步。”

往后海目星也会继续承担社会责任，与合作伙伴一同参与和

应对中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和发展等问题，积极参与智能制

造、物联网 +等领域的研发，力助《中国制造 2025》，推动

行业的绿色智造，持续发展，良性发展。同时，海目星心系

社会，感恩回报，积极投入各项慈善公益工作中，用爱心公益，

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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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水斌：以人为本，以人才为主导是我们海目星企业管

理中最大的特色。人才是公司最大的资产。海目星深切意识

到这个问题的同时，开始引导、加强人员的培养和转型，要

让技术和管理岗位两条不同的路线都有合理的晋升空间。我

们知道，企业一定要有自身的造血能力，你才有底气去筛选，

海目星现在已经进入了企业文化 2.0 时代。公司非常重视内

部人才培养，为此成立了海目星商学院，保证人才的输出，

为公司内部现有人员提供多种形式的培训，除此之外，海目

星也加强了与技术学院、大学、研究所等机构的深入合作，

以便更好的建立人才梯队，达到从基层员工到研发高层全覆

盖的目的。同时也将一些研发工作转移到院校，委托院校做

MFC：海目星的企业文化和班组管理，您认为有哪些特色？

什么样的企业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相关课题研究，为行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什么样的企业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这方面，我最欣赏

的还是华为等企业，华为是中国企业的骄傲，有太多值得学

习的地方。华为公司在过去的近 20年，率先进入到世界的竞

争，主张国际化与世界一流企业展开了激烈竞争，从传统组

织到流程型组织，从没有研发、没有产品、没有战略到成为

世界第一的运营服务设备提供商，华为一次次的跨越，基本

上解决了阻碍大多数企业的关键问题。华为的成功背后包括

华为强大的研发的能力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背后，这些都

是任总深刻的思考，深刻的哲学思考和人生思考以及管理思

考的。

MFC：在您看来，海目星布局广州、深圳、江门、鞍山、

常州这几大基地，请问这样的布局，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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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水斌：海目星激光总部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现拥有海

目星激光智能装备（江苏）有限公司、海目星（江门）激光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广州市海目星激光科技有限公司、鞍山

海目星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全资子公司。并在江苏常州市和

广东江门市分别设有全球智能制造生产基地，这样的布局主

要有两个想法：

首先，贴心服务，让客户安心创造财富，是我们海目星

的理念。我们的客户遍及全国，分别在华南、华东、华北等

五大基地方便我们更快更及时更直接的为我们客户提供服务，

为客户创造更高的价值，让我们海目星影响力更广。

其次，广州、深圳、江门、鞍山、常州这几个基地，地

处于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工业制造企业较为集中，成立生产

制造基地，能满足客户的需求，更能进一步加速当地经济腾飞。

同时未来随着海目星快速发展，也需要更多的生产基地满足

市场的需求。

MFC：您觉得如何做一家百年企业，主要从管理方面讲？

聂水斌：百年企业，最重要的是要有变，要跟得上时代

发展，跟得上市场的新需要，新技术的发展，通过自身的变化，

与市场变化保持同步甚至提前超越市场，才有可能打造出一

家百年企业。从管理层面来讲：

第一：健全的管理机制。正如柯林斯在《基业常青》中

提到的一样，“伟大的公司的创办人，通常都是制造时钟的人，

而不是报时的人。他们主要致力于建立一个时钟，而不只是

找对时机，“造钟”就是建立一种机制，使得公司能够依靠

组织的力量在市场中生存与发展，而不必依靠某位个人、某

种产品或某个机会等偶然的东西。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与

规范，企业必须越来越依靠一个好的机制，包括好的组织结构、

好的评价考核体系、好的战略管理等等。

第二：保持企业自信与自知。不要以企业能做什么为主导，

要以市场需要为主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企业

能形成这种文化，在面对新的需求，新市场的时候，就会更

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策略。

第三：在人才梯队要以人为本。健全人才培养机制，有

明确的晋升渠道和奖惩机制才能激发员工的活力与创造力。

只有当员工的能力强，做好工作的意愿高，并且有足够的耐

心和毅力去解决问题时，企业才会有活力，工作才会有效率。

第四：成为百年企业不是因为瞬间的奇迹，而是量变到

质变的缓慢过程，要专注和坚持简单的目标，正向的改变就

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MFC：最后，我们想了解一下，海目星一直以来的经营、

管理理念是什么？能和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嘛？

聂水斌：海目星一直以来的经营管理核心理念就是：贴

心服务，让您安心创造财富。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

主要是集中在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在客户需求上，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是我们生存

的根本，我们时刻聆听客户的需求和痛点难点，以客户需求

为导向，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持续为客户创造长期价值。

其次，与客户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是我们持续发展的

需要。我们一直提供长期的关系维护和运营，加大对产品的

技术和研发投入，为我们的长期合作伙伴不断更新激光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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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从而取得更高的效益。

最后，贴心服务，让客户安心创造财富，从及时解决客

户需求和与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出发点出发，让客户得

到的设备，服务质量都是一流的，客户才能安稳安心地创造

财富，海目星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才能不断扩大。

结束语

市场全球化是一种趋势，随着全球贸易战的激

荡，加速了全球企业的属地化布局，世界发达国家

正在构建一个新的经济产业格局，目前这个格局还

不清晰。但是，中国企业现在必须要做的，是开始

着手提升企业的基础素质，打造先进、完善、成熟、

稳定的技术平台和管理平台，积极构建全球产业链，

为新的世界格局的到来做好准备，否则就会被拒之

门外，也终将被新的产业链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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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机床行业数据揭秘
——印度、泰国机床消费的蓝海市场
文 | Gardner Publication

由于美国、中国两大经济体之间的

贸易摩擦，持续以提高关税做为贸易战

的手段，虽然双方都提出其他经济政策

做为补偿，但负面的影响仍是难以被平

息，甚至让全球贸易增涨趋势消退。受

到美国与中国两大主要经济体影响，亚

洲经济受到不小的冲击，整体表现虽较

其他区域稳定，但在国际变量增加的情

况下，经济走势不确定性增加。欧盟部

分在欧洲银行将停止量化宽松政策、英

国脱欧、法国黄背心抗争运动、奥地利

与意大利民粹再起等，灰犀牛事件频频

出现的状态，都让各经济研究调查机构

纷纷针对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估值

进行修正，如 IMF先前预测全球经济增

长率从 3.5%下修至 3.3%，是 2010

年以来经济增长预测的最低数值。

Gardner Publication,Inc.2018 全

球机床产业调查(2018 World Machine 

Tool Survey) 结果指出，除中国之外全

球机床市场消费持续增长，市场持续增

长令人欣喜，但中国市场消费衰退的负

面警讯却也不容忽视。从总体数据来看，

全球机床的消费总额变化不大，以微步

缓行的速度向前迈进，2018 年全球机

床消费额约 919 亿美元，相较 2017 年

机床消费总额增加近 41亿美元，增长

幅度虽略低 2017 年的 6.9%，不过也

有 4.6%的增幅，如表 2所示。

全球机床主要消费国分别为中国、

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韩国、印度、

墨西哥与俄罗斯等，如表 3所示。就机

床消费排名前14大市场的消费总金额，

占整体机床消费市场比重达 85%，在排

名前 5大的机床消费国之市场比重更高

达 64%，而中国与美国分别位居消费排

表 1  IMF 全球经济增预测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全球 3.6 3.33 3.61 3.63 3.61

中国 6.57 6.27 6.12 6 5.75

中国台湾 2.63 2.51 2.52 2.43 2.28

美国 2.86 2.33 1.87 1.77 1.64

欧盟 1.83 1.28 1.55 1.48 1.44

德国 1.45 0.75 1.44 1.5 1.44

日本 0.81 0.98 0.45 0.54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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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冠、亚军，故中、美的景气变化及

其经贸政策对于机床整体消费增减产生

的影响不容小觑。从Gardner 统计资

料发现，中国自 2002 年以来一直为机

床消费的冠军，2009 年开始平均消费

金额比重达 35%以上，直至 2018 年

受到贸易战影响，中国机床消费占市场

比重滑落至 31.4%，机床消费总额约

288 亿美元，相较 2017 年消费需求减

少 5.9%。

然而中国机床消费市场比重的减

少，也代表着其他国家的消费市场比重

将有所变化，如美、德、日、意排名

前 5名的消费市场占有率皆有所增加。

Gardner 调查报告另外发现一个有趣的

巧合，以美国而言，2018 年美国机床

消费占市场比重为 10.4%，为近十年来

消费占比的高点。美国自 2001 年制造

业外包与移转后，机床的消费逐年递减，

直至金融危机以及奥巴马总统上任后，

透过更新产业打破房地产业泡沫产生的

景气萧条，由制造业拉动就业供给，大

力推行“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后，

才使得机床消费逐步回稳。

从统计数据显示，在主要机床

消费市场中又以意大利、印度与泰

国的消费增长表现较为亮眼，分别

有 22%～ 26%的增长幅度。以印度

为例，由于印度总理莫迪提出的经济

改革发展策略“印度制造 (Make In 

India,MII)”，政策目标订定于 2025

年印度的制造业产值将占GDP比重达

25%，现今再加上贸易战让原先在中国

制造供应链有了移转的可能性，又或者

投资者看中了印度庞大的市场内需，这

种种因素都将加速印度制造业发展的脚

步，让印度市场被视为机床创造商机的

蓝海。

在机床市场消费少数呈负增长的除

中国之外，另有韩国与墨西哥分别减少

3.6%及 7.6%，两国市场的消费递减

与美中贸易依赖程度亦应有所关联。就

墨西哥来说，过去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NAFTA）之下，墨西哥被设定成美

国的边境工厂，墨西哥制造业快速的增

长，也顺势带动机床消费的不断攀升，

但自从美国川普总统上任后，美墨之间

表 2  2018 年全球排名前 14 大主

要消费国家（单位：亿美元）

1 中国 249.4

2 美国 95.8

3 德国 81.1

4 日本 65.4

5 意大利 52.2

6 韩国 39.4

7 印度 28.8

8 墨西哥 22.7

9 俄罗斯 18.1

10 加拿大 15.2

11 巴西 14.4

12 法国 14.3

13 越南 13

14 泰国 12.9

表 3  2018 年全球排名前 14 大主

要生产国家（单位：亿美元）

1 中国 281.6

2 德国 149.9

3 日本 147.6

4 意大利 72.3

5 美国 62.2

6 韩国 52.9

7 瑞士 38.5

8 印度 13.7

9 西班牙 13.5

10 奥地利 12.4

11 巴西 10.9

12 法国 8.9

13 新加坡 7.4

14 英国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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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盟友关系就变的紧张且复杂，由于美

国加征关税的枪口同样也对准墨西哥，

如近日川普在推特上又发文表示，将于

今 (2019) 年 6月 10日起，对所有在墨

西哥输入美国的商品加征 5%关税，且

关税也会逐步增加至 25%，直至墨西哥

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止，想当然这对于

墨西哥的制造业将会造成重大冲击，连

带的也将影响墨国对机床消费的需求。

2018 年全球机床总产值的增长幅

度与全球机床消费总额呈同步增涨，

2018 年全球机床产值约 946 亿美元，

相较 2017 年机床产值同样增加 41亿

美元，涨幅近 4.6%。机床主要生产国

家依序分别为中国、德国、日本、意大

利、美国、韩国、瑞士、印度、西班牙等，

如表 3所示。

然而机床产值排名前 14大市场的

生产金额加总，占整体机床生产市场比

高达 93%，在排名前 5大的机床生产

国之市场比重更高达 70%以上，机床

主要生产国比主要消费市场更为集中，

而在 14大市场中也仅少数 2个市场的

产值呈负增长。2018 年中国机床产值

如同机床消费状况一般，相较 2017 年

衰退 6.5%，减少 16亿美元。此外，中

国机床产值占整体市占率也滑落至 25%

以下，这是自 2008 年以来首次出现的

状况，中国机床生产比重的下滑，使得

其他主要生产国之市场比重随之增加，

在多数生产及消费市场稳定增长的对比

之下，中国机床市场的下滑令人感到担

忧。

2018 年机床主要生产国仍以印度

表现最为亮眼，且出口增长达 33.5%，

遥遥领先其他主要生产国家。

统计 2018 年全球机床出口值近

516亿美元，较2017年出口增长9.5%。

全球前九大机床出口国依序为德国、日

本、中国、意大利、瑞士、美国、韩国、

比利时与西班牙，如表 4所示。德国出

口总额约 103.7 亿美元，较 2017 年增

长 6.2%，主要机床类型出口增长排序

分别为磨床 (23%)、放电、超音波机床

(12%) 及车床 (11%) 等，出口值占生

产比重约 70%。日本出口总额为 92.3

亿美元，较 2017 年增长 10%，主要机

床类型出口增长排序分别为车床 (20%)

放电、激光、超音波机床 (12%) 等，出

口值占生产比重近 63%。

2018 年机床主要进口国排名分别

为中国、美国、德国、墨西哥、意大利、

印度、比利时、越南、俄罗斯、韩国等

国家。各机床主要进口国的增长与其消

费多呈现正相关。中国进口总额为 94.6

亿美元，较 2017 年增长 5.8%，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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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类型进口增长排序分别为放电、激

光、超音波机床 (35%)、磨床 (24%)

及车床 (18%) 等，进口值占消费比重约

32.8%。美国进口总额为 63亿美元，

较 2017 年增长 14.6%，主要机床类型

进口增长排序分别为放电、激光、超音

波机床 (22%)、车床 (22%) 及综合加

工机 (21%) 等，进口值占消费比重为

65.8%。德国进口总额为 35亿美元，

较 2017 年增长 14.2%，进口值占消费

比重 43.1%。此外，在主要进出口国之

中都能看到比利时的排名，然而比利时

无论在进口对消费或出口对生产的比重

都偏高，其地理位置、税务法规、贸易

型态等与荷兰相仿，进而推论机床需求

多以转口贸易为主。

机床产业易受限于经贸情势发展，

现今美中贸易战还有继续延续的可能，

对于供应链之影响及冲击是可被预期

的，因此数字转型成为企业在这场战役

中脱困与蜕变的新创能量。全球数字转

型浪潮涌现，为应因数字化所衍生的新

商业模式，多数的企业翻转过去经营态

度投入变革，从原本技术产品导向转为

顾客导向，与顾客关系由原先的线性式

交易转为循环式互动关系，销售的不仅

是单一的产品技术，而是销售完整的解

决方案。

意大利智慧机械想整合各种智能技

术元素，让传统机械设备具有故障预测、

精度补偿、自动参数设定与自动排程等

智能化功能，更重要的是，能够提供完

整的解决方案，及建立差异化优势的功

能。而其涉及的范围，包含建立整机设

备、零部件、机器人、物联网、大数据、

网络实体系统（CPS）、感测器网络

等。新科技导入所形成的智慧机械，让

生产制造的产能与客户服务的效能同步

提升，让数字转型得以被实证，更让工

业 4.0 得以被实践。在这波动乱的时代

里，若不紧跟趋势前进，升级转型并建

构产业新动能，那么未来终将被市场所

淘汰。

表 4  2018 年全球排名前 14 大主

要出口国家（单位：亿美元）

1 德国 103.7

2 日本 92.3

3 中国 76.8

4 意大利 38.7

5 瑞士 33.6

6 美国 29.4

7 韩国 26.1

8 比利时 14.7

9 西班牙 11.5

10 奥地利 9.2

11 荷兰 9.1

12 捷克 8.2

13 英南 6.7

14 法国 6.6

表 5  2018 年全球排名前 15 大主

要进口国家（单位：亿美元）

1 中国 104.6

2 美国 63

3 德国 35

4 墨西哥 22.5

5 意大利 18.6

6 印度 16.8

7 比利时 14.1

8 越南 13

9 俄罗斯 12.7

10 韩国 12.7

11 法国 12.1

12 泰国 11.6

13 加拿大 11.3

14 日本 10

15 波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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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 2019 全球
离岸风力发电市场与趋势
文 | 林晏平

离岸风电技术简介及开发流程

大型风力发电依据装设地点可分为

陆域风电与离岸风电两类，本文专注于

探讨后者的技术、市场和产业趋势。

离岸风电建置于海床上，除风力发

电机外，还需水下基础与海底电缆等辅

助设备，且须动用特制工作船进行装设，

发电成本约为陆域风电的 2～ 3倍，新

设置的主流单机发电容量在6～8MW。

离岸风电开发包含筹设、规划、营

建与营运四个阶段，概略工作项目汇整

如表 1，各阶段说明如下：

⑴筹设：对离岸风场建置进行初步

策略研拟，包含选择适当场址、调查周

边基础建设、电厂财务规划与取得筹设

许可等步骤，以纸上文件作业为主。

⑵规划：为取得筹设许可后，对该

海域进行实际海域调查，并设置测风塔

取得至少一年的风力数据，作为后续工

程设计之基础参考数据；取得足够风场

资料后，可开始向上游供货商提出采购

需求，并依完工日期安排设备建置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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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取得营建许可，方可进入施工阶段。

⑶营建：视风场规模、海域海象及

配合的施工船等因素，营建时程也随之

调整；海域主要安装构件包含风力机、

水下基础、海底电缆、海上变电站等项

目，陆域则包含陆上变电站与陆上电缆。

⑷营运：完成所有硬件建设，且确

认并网发电无异常，取得电业营业许可

后，正式进入营运期；为确保风场能以

最佳状态运行，需设置监控中心掌握各

部分的运作情况；实体上，则需透过技

术人员进行各项设备定期检修，一旦有

故障发生，需在最短时间内排除，最小

化售电损失。

离岸风电市场特性与市场规模

离岸风电市场特性及发展历程

离岸风场之产品为电力，买主为各

国当地电力业者，将风力机产生的电力

并入电网，供电力事业调度分配；少部

分由一般企业购买，供应本身生产过程

所需之电力，不并入公共电网。风力发

电产业兼具电力特许行业与再生能源之

特性，是否开放设置风力发电厂的权力

掌控在政府手中，为各国能源政策相当

重要的一环。由于筹设风力发电厂所需

金额庞大，政府开放风场开发权，并辅

以趸购费率等诱因，吸引风场开发商投

入。

1991 年全球第一座离岸风场

Vindeby 设置于丹麦，单机发电容量仅

450kW；但由于离岸风电发电成本相当

高昂，难以和其他技术竞争，各国也未

有强力政策支持，在之后的二十年间并

未见到显著成长。直至 2010 年后，欧

洲北海周边各国出台政策力推，产业界

可预见稳定需求，进一步带动产业链建

置，需求与供给两者相互配合，整体装

置量才有比较好的增长。

2018 年全球离岸风电市场规模

一般衡量风电市场以新增装置发

电容量（功率）为主。2018 年全球离

岸风电新增安装容量为 4484MW，较

2017 年的 3733MW成长 20.1%。

离岸风电装设区域以欧洲北海周边

表 1  离岸风场开发流程及工作项目

阶段 筹设 规划 营建 营运

时间 3 ～ 5 年 1 ～ 3 年 1 ～ 3 年 20 ～ 25 年

概
略
工
作
项
目

场址选择 海床地形调查 场址准备 行政与营运基地

可行性研究 海床地质调查 港口准备 陆上后勤

风险评估 测风塔设立 施工船准备 海上后勤

财务架构规划 工程设计 水下基础安装 风力机维护

筹设申请 融资谈判 风力机安装 水下基础维护

电网连接申请 供货商交涉 电缆安装 海底电缆维护

竞标作业 售电合约 变电站安装 电力系统维护

环境影响评估 安排施工团队 营运前测试

开工许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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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主，其次为中国。英国、德国两

国推动力道强、可开发区域广，因此

新增装置起伏多受两国影响，欧洲区

2018 年新增安装量大致由两国贡献；

中国单年新增装置量接近 2GW，主要

新增装置量来自江苏及福建省。2018

年全球离岸风电新增前三大市场及占比

如图１。

离岸风力机制造业特性与系统商

排名

风力发电制造业由风力机系统商主

导。系统商拥有风力机品牌，具备整合

风力机零部件技术，且能够制定规格、

采购、组装出完整的风力机；零部件厂

商配合系统商需求制造各种零部件，

一支典型的大型风力机零部件约五千

至一万个。各家系统商产品设计不同，

零部件大多为量身订做，彼此之间无法

通用，且为有效管理供应链，系统商对

进入生产线的产品有相当严格的质量要

求。此外，风力发电机组部分零部件体

积庞大，长途运输运费较高，厂商多在

市场当地制造，或自邻近国家工厂进口。

以上因素使得全球风力机系统为寡头市

场，市场集中度相当高。

根据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统计，2018 年全球离岸风

力机系统前五大供货商为Siemens 

Gamesa( 西班牙 )、MHIVestas( 丹

麦／日本 )、上海电气 (中国 )、远景

能源 (中国 ) 及金风科技 (中国 )。其

中Siemens Gamesa 及MHIVestas

主宰了欧洲市场，两者于 2018 年表

现平分秋色，MHIVestas 跳阶推出大

功率风力机的产品策略成功地缩短与

Siemens Gamesa 之差距。其后三家

中国厂商则受惠于过去一年中国离岸风

电市场的增长。

全球离岸风电市场趋势

离岸风电 LCOE 近五年每年下滑

13.4%

降低 LCOE(Levelized Costof 

Electricity) 为各类发电技术最重要

的目标，而影响发电技术 LCOE的

三大因素分别为资本支出 (Capital 

Expenditure,CAPEX)、维运费

用 (Operating Expense,OPEX)

以及年发电量 (Annual Energy 

Production,AEP)。

离岸风电 LCOE由 2013 年 $208/

MWh下降至 $117/MWh，年平均下降

13.4%，2014 ～ 2018 年全球离岸风

电平均 LCOE趋势如图２。与发展成

熟的陆域风电相比，离岸风电技术相对

不成熟，但也意味着大幅度的成本进步

空间。

造成离岸风电 LCOE下滑快速的

原因可归结于以下五点：

图１ 2018 年全球离岸风电新增前三大市场 图２ 2014～ 2018年全球离岸风电平均LCOE变化（$/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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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离岸风力机单机发电容量逐年

提升，平均单机容量由 2010 年 3MW/

只提升至 2017 年 6MW/ 只；

(2) 累计并网离岸风场达 18GW，

至 2017 年底有近百座离岸风场正在运

转中，风场开发商经验丰富且供应链已

成熟；

(3) 风场开发规模扩张，2007 年

平均风场开发规模不到 100MW，而

至 2017 年建设中风场平均规模接近

500MW；

(4) 随离岸风场建置需求扩张，海

事工程厂商打造特制安装船，提升风场

营造效率；

(5) 离岸风场发电容量因子过去预

估约落在 35%左右，但统计实际风场

营运信息，可提升至 40%以上。

竞争性标案为决定离岸风场补贴对

象之主流模式

过去推动再生能源发电装置以固定

趸购费率收购或发放再生能源凭证为

主，前者可确保发电业者未来稳定现金

流，减少投资风险以提升购置意愿；后

者则规范电力公司必须购足再生能源凭

证，再生能源发电业者因此多了除电力

销售外的凭证收入。随着再生能源发电

累积装置容量的提升，采固定趸购费率

的影响显现－消耗庞大政府财政预算或

终端用电价格上涨；而凭证收入也因曝

险于市场，并非稳定现金收入，致使投

资意愿下滑。面临以上困境，各国政府

开始启动调整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补贴

模式。

欧洲地区在导入竞争模式后，最引

人关注的便是下滑速度惊人的得标金

额。英国在转型为CfD制度后，已举行

两次竞标案，最低得标金额分别低于政

府设定之上限金额 26.2%及 45.2%，

需动用的补贴预算远低于预期，也因此

可挪用作为未来竞标案的补贴。德国

于 2017 及 2018 年举行竞标，首轮平

均投标价格为 4.4 € /MWh，第二轮为

46.6 € /MWh，并催生出共五座零补

贴风场，推测此与政府未来将采取中央

模式分配风场开发权和预期电力批发价

格上涨有关。

丹麦的离岸风电政策相对稳定，

2008 年政策即宣布将采用竞标模式分

配开发权；最近一次于 2016 年的招标

案得标金额为 0.372KR/kwh，创下当

时的新低纪录。荷兰政府已主导三次标

案，其中第三次为全球首次政府主导的

零补贴风场标案，将履约价格设定为零

元，致使参与投标厂商家数骤减，最终

由瑞典开发商Vattenfall 取得开发权，

此案也将是全球第一个完成并网发电的

零补贴离岸风场。

亚洲及美国成为离岸风电市场新焦

点

发展至今，欧洲区域占据了离岸风

电约八成安装容量，亚洲则占二成左右，

其他区域

不到一成，发展区域相当集中。但

随着离岸风电发电成本明显下滑，欧洲

以外的国家也意图将离岸风电纳入电力

系统中，纷纷设定相当积极的目标。

“十三五规划”的目标。我国为达

成 2025 年再生能源供电占比 20%的

目标，已分配 5.5GW的电力采购及并

网权。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于

2018 年 6月宣布离岸风电目标，计划

于 2022 年建置完成 5GW、2030 年

30GW，并征集全球开发商至印度投资

的意向。日本国会于2018年底通过“离

岸风电基本法”，法案要求经产省与国

土交通省共同合作规划至少 5个适合离

岸风电开发的海域，最快将于 2019 年

2季度末举办第一次离岸风电竞标。韩

国的再生能源供电比例希望在 2030 年

达到 20%，于此框架下设定的离岸风电

目标为 13GW；为促进厂商投资离岸风

电意愿，政府更于 2018 年调高离岸风

电每MWh可获得的再生能源凭证数。

美国为解决电力供给结构转型与改

善用电区域与发电区域不匹配状况，外

海风况优良的东北区域各州提出积极

离岸风电采购目标，其中以麻萨诸塞

州、纽泽西州与纽约州之设定最为具

体，2030 年前总计目标采购装置量达

7.5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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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关键零部件机遇
文 | 萧瑞圣

我国宣布 2019 年要求车厂制造和

销售 10%新能源车辆规定，同时已启

动禁止汽油车与柴油车的制造与销售的

截止时间，透过新规定推动以纯电动车

为中心的新能源车辆普及化，世界最大

的我国市场发展，日美欧车厂被迫加速

在新能源车辆方面的应对。

《中国制造 2025》规范一批重点

突破发展领域，包括芯片、传感器、集

成电路等在内的新一代资通讯技术产

业，围绕汽车、机械、电子等领域的工

业机器人，节能与新能源车辆相关的动

力电池、先进变速机构、轻量化材料、

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形成从关键零

部件到整车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创新体

系。另外《中国制造 2025》还将探索

利用产业基金、国有资本收益等方式支

持高铁、汽车等装备与优势产能寻找出

海口，实施海外投资并购，强化汽车零

部件产业布局国际，参与国际竞争，并

购国外优势资产创造契机。

借鉴《中国制造 2025》，启发汽

车零部件产业转型之道——汽车已进入

产品多样化及生命周期缩短时代，以汽

车制造业为例，2000 年之前各主要汽

车厂能够提供的车款不多，如BMW当

时只有 12款车型可供选择，2017 年增

加到 28款，车型选择款式增加后，反

而导致车型生命周期缩短，BMW新车

款生命周期从以往 131 个月缩短到 106

个月，为了应对新能源车辆发展，如何

依照消费者需求调整产能，成为汽车

厂与汽车零部件厂商必须严肃面对的课

题，适度对应汽车零部件生产效率、研

发与制造成本、不良率、高值化，甚至

是零部件物流调度等。

新能源车辆关键零部件攸关产业

普及化进程

引擎小型化——汽车零部件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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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辆为符合高效率、低污

染、省油耗的环保需求，近年来多致力

于引擎小型化 (Down-sizing) 发展，除

了材料、设计与制造的精进外，借由机

械增压 (Supercharger) 或电子增压器

(Turbocharger) 改善性能，借此弥补

小引擎性能的不足、精简汽车空间设计，

主要车厂积极发展小型化引擎的混合动

力车，特别是欧洲主流汽车厂。新能源

车辆小型化引擎应用的颇为风潮，除了

精简设计缩减空间配置 (Layout) 外，对

汽车零部件轻量化亦具有正面的意义。

48V 电力系统——新能源车辆的进

阶门坎

由于零部件供应链与成本因素，

混合动力车成为新能源车辆当中进入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与纯电动车的进阶

选项，为满足日益严格的油耗与污染排

放法规，除了传统的 12V电压系统之

外，以欧洲车厂为中心积极地尝试研发

48V电力系统，自 2016 年开始，陆续

搭载 48V电力系统电池、动力马达与

发电机、剎车回充系统、电流转换器的

轻度混合动力车 (Mild Hybrid Electric 

Vehicle，MHEV)，欧洲主流汽车厂规

划投入电动增压器与稳定器等新能源车

辆系统关键零部件，预测 2025 年搭载

48V电力系统轻度混合动力车市场，将

达到 1300 万辆规模，48V电力系统可

视为新能源车辆低成本对应法规与解决

方案，借由轻度混合动力与 48V电力系

统零部件配合，有效降低油耗污染。

48V电力系统轻度混合动

力车可将动力马达依皮带驱动

(Belt Starter&Generator,BSG)

或整合式驱动 (Integrated 

Starter&Generator,ISG) 配置在发电

机、变速机构或车架上不同位置，藉由

离合器适时切换与变速机构的连结，是

透过传动能量回收 (Recuperation) 与

滑行行驶(Coasting)的最佳控制方式，

最大可减少 21%的油耗效果，例如

Bosch 与 Continental 等领导厂商陆续

量产48V电力系统的皮带驱动与整合式

驱动系统零部件，开启轻度混合动力车

市场，表 1是主要汽车厂 48V电力系

统研发动向。

动力马达——新能源车辆决胜点

混合动力车与电动车的关键零部件

是驱动系统的动力马达，动力马达在混

表 1  主要汽车厂 48V 电力系统研发动向

汽车厂 48V 电力系统导入市场概况

Audi
配装于 2016 年 Q7并量产化，评估将 12V电气加热触媒替换为 48V可行
性，2017 年之后，剎车回充与电机辅助 48V系统应用于 48V MHEV上

BMW 2016 年底增加 7系列，2017 年增加 48V MHEV车型上市

MercedesBenz 2017 年增加S型GLE，2018 年增加E型GLS与 48V MHEV车型

VW 2017 年增加Golf 的 48V MHEV车型

Renault
2017 年推出全面改款车Scenic 的 48V MHEV车型，后续Megane 等多

款车亦将搭载 48V MHEV车型

Volvo
2014 年发布Magna 制造的 2台 48V电动增压器雏型车，2017 ～ 2018

年 Volvo 与 AVL

Ford 加速发展 48V电力系统，与Recardo 与 CPT合作研发相关系统

FCA
2018 年将推出下世代Ram1500 的 48V电力系统，后续将导入 Jeep 

Wrangler 等车型

Kia 德国境内测试验证中，预定 2018 年搭配新车销售

吉利 2018 年发表 48V MHEV车型

一汽海马 预定 2020 年销售 48V MHEV车型

长城 48V电力系统研发试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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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能源车辆各式动力马达特性比较

项次

异步马达
(Asynchrous 
Motor)/ 感应马
达 (Induction 

Motor)

永磁式同步马达 (PMSM) 磁阻马达 (RM)
直流无刷马达

(BLDC)
Surface PM
( 表面贴磁式 )

Interior PM
( 内藏式 )

Reluctance 
RM

( 切换式 )

Switched RM
( 开关式 )

Synchronous 
RM

( 同步式 )

马
达
结
构

构造 复杂 复杂 复杂 复杂 简单 简单 相对简单

绕组形式
集中· 

分布式绕组
集中· 

分布式绕组
集中· 

分布式绕组
集中· 

分布式绕组
集中式绕组 集中式绕组 集中式绕组

电磁铁 不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需要

整流子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需要

碳刷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位置
传感器

不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冷却方式 自然气冷、水冷却、油冷却

电流 交流 (AC) 交流 (AC)/ 直流 (DC) 交流 (AC) 交流 (AC) 交流 (AC)

性
能
与
效
率

耐冲击性
○ (普通 ) 
不使用磁铁

×(劣 )
磁铁耐冲击性差

● (佳 )
结构坚固，不使用磁铁

×(劣 )
磁铁耐冲击性差

耐热性
● (佳 )

不使用磁铁
△ (不佳 ) 磁铁过热，磁性衰退

○ (普通 ) 
转子不使用磁铁

×(劣 )
磁铁过热，磁性

降低

效率 △（不佳 ) ● ( 佳 ) ● ( 佳 ) ● ( 佳 ) ○ ( 普通 )  ○ ( 普通 )  ○ ( 普通 ) 

转速 最高 15000rpm 最高 10000rpm 最高 15000rpm 10000rpm以下

扭力 高 中

振动噪音 大 小 中 大 小

控制性 △（不佳 ) ○ ( 普通 )  △（不佳 ) ● ( 佳 )

生产成本 ● (低 ) ×( 高 ) ● ( 低 ) ×(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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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动力车与传统的引擎整合在一起，在

电动车中则是独立的动能来源，选择动

力马达需要考虑马达尺寸、重量、可靠

性、耐用性、所需扭力与驱动效率等。

随着新能源车辆普及化发展，同步马达

与异步马达之争也愈来愈激烈，我国部

分汽车厂商认为“永磁同步马达”是未

来主流，部分厂商则认为“感应式异步

马达”才是未来的主流，永磁同步与感

应式异步动力马达在纯电动车应用领域

是两大主要发展方向，但不能以偏概全，

评论谁优谁劣，必须检视应用场合与车

辆的设计初衷，在同等功率条件下，永

磁同步马达的体积更小、效率更高，如

Tesla 的Model3，考虑车型空间精简

设计，Model3 改用永磁同步马达，乘

用车上使用永磁马达是大势所趋。

适用于混合动力车与电动车的动力

马达有两种基本类型，即异步马达 / 感

应马达，此种马达耐用且价格合理，

无需稀土族元素磁铁，其特性参数可

透过软件算法得到控制，且无需维护，

马达效率略低于同步马达，在启动时具

有较低的扭力，效率略低 (约 90%)，

且较笨重。永磁同步马达 (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Motor,PMSM)

具高扭力、精简设计与高效率 (约

94%)，永磁式马达需要使用稀土元素

永久性磁铁，成本较高。

感应马达与永磁同步马达因属无刷

设计，都不存在电刷损耗与维护保养的

课题，永磁式同步马达提供更佳尺寸 /

扭力比与更高效率，常用于混合动力车

与电动车的动力马达。磁阻马达：开关

磁阻电动机（Switched Reluctance 

Motor,SRM），又称切换式磁阻马达，

与一般直流马达不同，绕线设计在定子

上，电力不需借由电刷与换相器等零部

件传输，机械结构比较简单，驱控器需

将电力提供给不同的绕线，其优势是转

子没有磁铁，制造成本低廉，马达体积

小，缺点是产生转矩涟波。直流无刷马

达：结构上属于永磁式交流同步马达，

利用电力电子技术（逆变器）输入交流

讯号到马达，交流讯号不是正弦波，只

是双向的直流电，波形没有限制，新型

向量控制技术已对无刷直流电机使用正

弦波控制，转矩变动与低速性能均可获

得明显改善；与传统有刷直流马达比较，

无刷式较为安全与可靠，表２所示，是

应用于各式新能源车辆的动力马达特性

比较。

动力马达控制器与功率零部件——

高附加价值

动力马达驱控器是新能源车辆的技

术核心，逆变器 (Inverter) 负责从动力

系统电池接收DC电压输入，并将其

转换为三相AC电压，再传给动力马

达，最常见的控制方式是场导向的向量

控制，以脉冲宽度调变 (Pulse Width 

Modulation,PWM) 驱动的三相 (六开

关 ) 网桥组成，逆变器控制新能源车辆

动力马达，与转换 12V电池电压的转

换器，多由许多电子零部件所组成，其

中逆变器模块的零部件成本仅次于电

池，且与电池材料费，互为依存关系，

逆变器是新能源车辆零部件当中，与电

池类似，是最具备高附加价值的功能模

块，其作用与传统引擎的引擎管理系统

(EMS,Engine Management System)

类似，属于新能源车辆的电动动力系统

控制核心，主要车厂逆变器硬件即使有

外购实绩，逆变器软件也是新能源车辆

发展过程当中，相当重要的课题。

以Toyota 为例，逆变器模块

当中的功率元件，例如绝缘栅双极

晶体管（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IGBT）、电子控制单元

图1 主要厂商 IGBT功率零部件市占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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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 Control Unit,ECU)、控制模

块 (Power Module Unit,PMU) 等核

心控制零部件与控制策略由车厂主导

生产与设计外，其他周边配备如电容

(Condenser)、除噪声的滤波电容、

阻抗电阻、电子回路基板、中央处理器

(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泛

用半导体等，则多数委外制造或由供应

商提供，新能源车辆开发考虑整车搭配

空间、性能需求、开发进度与生产成本

等因素，第三方需与车厂就逆变器配置

组装空间 (Layout)、冷却系统、保养拆

卸、验证测试与制造成本等，作密切的

协调整合，以取得优化设计。

全球含产业用 IGBT零部

件，以三菱电机占比 37%最高、

Infineon16%、富士电机 14%，东芝

9%，Fairchild 5%，Renesas 4%，

其他厂商占 15%，日本电动车辆用

IGBT零部件则以三菱电机、富士电机

与车厂内制为主，Honda由三菱电机提

供，Toyota 主力电动车辆的 IGBT零

部件都为内制，非主力车种由富士电机

供应。日本电动车辆所使用的逆变器，

除了极少数车厂委外制造外，几乎由整

车厂内制，IGBT零部件多由逆变器模

块厂商或车厂本身供应，图 1是主要厂

商 IGBT功率零部件市占率比较。

IGBT功率零部件未来可能由SiC

或GaN等功率零部件所取代，因为半

导体加工预留量受限关系，需要较长制

造时间，考虑量产规模与制造成本等因

素，短期内要取代 IGBT零部件仍需一

段时日，预估 2020 年之后。Toyota

内制的 IGBT零部件虽然可自行吸收总

合成本，逆变器模块的 IGBT零部件仍

需 1.5 ～ 2.0 万日元，要有效降低零部

件成本需要量产规模支撑，或开发新的

替代半导体零部件，逆变器半导体零部

件需考虑 0ppm不良率质量、耐噪声设

计、降低零部件不纯物等，极具研发与

制造困难度。

日本厂商已在海外布局生产，透过

本地协调与低成本新兴国家或经由第三

国供应，都属于主要车厂业务发展规

划的一环。相对于日本厂商的内部制

造的策略，欧洲整车厂的逆变器模组与

IGBT零部件几乎不内制，外购都改由

类似 Infineon 或 Bosch 等大型系统厂

商供应，韩国车厂则委托该集团内的零

部件厂商制造，基本上属于集团内制造，

但是 IGBT零部件技术进入障碍高，不

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委外，主要汽车厂

多朝向自主研发与内制发展。

动力电池——诉求能量密度提升与

成本合理化

锂离子电池依其分类，

计有磷酸铁锂 (Lithium Iron 

Phosphate,LFP,LiFePO4)、

锰酸锂 (Lithium Manganese 

Oxide,LMO,LiMn2O4)、镍钴锰酸锂(Li

（NiCoMn）O2)、镍钴铝酸锂(NCA)，

目前锂离子电池已从磷酸铁锂朝三元

的方向转变，单体 (Cell) 能量可达到

180Wh/kg，三元锂离子电池存在发展

空间。

新能源车辆因不同车型采用不同的

电池，例如纯电动乘用车比较注重续驶

里程，主导采用比能量较高的三元锂离

子电池，2020 年的电池发展目标是单

体电池 300Wh/kg，系统 200Wh/kg，

是现阶段三元锂离子电池能够达到的水

平，电动巴士着重安全性，可能采用比

能量相对较低但稳定性更高的磷酸铁锂

电池，我国从“十五时期”推动电动车

动力电池研发，当时主要是镍氢电池与

锰酸锂电池，“十一五”时期主要是磷

酸铁锂电池，到“十二五”的重点研发

转向三元锂离子电池，2015 年我国三

元锂离子电池的比能量 180Wh/kg，预

估 2020 年超过 200Wh/kg，将提高一

倍。在新能源乘用车领域，磷酸铁锂电

池日渐式微，目前仅被少数纯电动乘用

车型所采用，采用磷酸铁锂电池的车厂

有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安徽江

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广汽丰

田、江苏卡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等。

三元锂离子电池受到我国新能源乘

用车青睐，如吉利的两款纯电动车，分

别采用山东衡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

湖北天丰电源有限公司的复合三元锂离

子电池，郑州日产东风纯电动多用途乘

用车采用比克的三元锂离子电池，上汽

集团的荣威插电式混合动力车采取上海

捷新动力电池系统有限公司的三元锂离

子电池。

2019 年新能源乘用车将生产 150

万辆，其中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占比将

持续提升，达到 30%(2018 年 25%)

占比，新能源乘用车依然是新能源车

辆市场的主流，也是动力电池的主要

消费需求，我国工信部 2018 年发布

的 13批推荐目录来看，由于新的补贴

政策将能量密度的补贴门坎从 2017 年

90Wh/kg 提升至 105Wh/kg，达到

120～ 140Wh/kg仅能获得1倍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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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160Wh/kg可获得1.1倍补贴，

160Wh/kg 以上可获得 1.2 倍补贴，补

贴政策触发电池能量密度的快速增长。

2018 年纯电动乘用车中电池能

量密度在 140Wh/kg 以上的占比达

64%，预估 2020 年三元锂离子电池系

统能量密度 200Wh/kg，提升至 2025

年的 250Wh/kg；而磷酸铁锂系统能量

密度已接近极限，相较于三元锂离子电

池具备价格优势。

2018 我国新能源车辆动力电池装

机总量 56.9GWh，较 2017 年同期

成长 56.9%，其中纯电动巴士装机量

13.6GWh，市场占比 37.4%，纯电

动乘用车累计装机量 12.2GWh，占比

33.5%，预测 2019 年动力电池装机量

70.1GWh，图２与图３分别是我国动

力电池装机容量预测与应用于新能源车

辆装机量占比。

新能源车辆轻量化材料——轻质

合金

新能源车辆轻量化材料应用，直

接影响续航距离 (Range) 与节能减碳

效果，根据实验统计，车辆重量减轻

10%，可减少电力消耗 3%～ 7%，新

能源车辆减轻重量，不仅可以降低行驶

阻力，减少电力消耗，还有助于改善电

动车的转向、加速与煞车等性能，更有

利于降低噪声、减轻振动，对电动车而

言，受到电池储能与续航距离限制，电

动车车体轻量化设计显得更加重要。

电动车轻量化主要关注在两个方

面，其一是基于改善电动车电力消耗

的轻量化，其二是基于提升电动车性

能与安全性能的轻量化，电动车轻量化

可借由下列方式达成，如车辆小型化

(Vehicle Downsizing)。车辆重新设计

与零部件减量 (Vehicle Redesign ＆

Content Reduction)。轻质材料选用

(Lightweight Material Selection)，具

体实施方法可分为零部件设计与制造。

电动车系由车体、底盘、动力机构、

悬吊、轮胎、电池组、转向机构、剎车

机构、电动马达与空调等系统零部件或

模块所整合而成，其中车体与底盘占电

动车总重约 2/3 比例，电动车轻量化的

重点在于车体与底盘零部件设计与制

造，车体与底盘轻量化有助于电动车整

车减轻重量。电动车轻量化可藉由车体

结构设计(优化设计、减少零部件数量、

创新结构设计 )、轻质材料应用 (橡胶 /

树胶、轻质合金或高强刚等 )、制造技

术(成型技术、零部件链接组装技术等)，

电动车轻量化的实施多瞩目在车体设计

与轻质铝合金车体的应用。

电动车为减轻电力消耗与延长续行

距离，目前多朝小型化或轻量化发展，

轻量化车体可沿用传统乘用车车体结构

的设计理念，以下简要叙述汽车轻量化

车体应用实例。

对汽车车体结构实施优化设计，从

而获致合理的汽车轻量化结构，汽车车

体结构的轻量化设计是应用优化设计方

法，在保证车体结构性能要求的前提下，

提高材料的利用率，减少多余材料，进

而达到车体结构轻量化的目的。

利用硬件，考虑动态仿真（如碰撞、

振动）中的各种限制条件，对尺寸参数

进行优化设计 (Optimal Design)，进而

得到轻量化结构，但仍要强调安全性。

应用现代优化算法（如网络神经演

图 2 新能源车辆的动力电池装机量预测 图 3 2018 年动力电池装机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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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对结构进行轻量化设计，随着同

步工程、计算机仿真等工程技术的快速

发展，与其在汽车车体设计分析中的广

泛应用。

零部件轻量化推动电动车整体技术

发展，电动车轻量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合作才能实

现，搭配电动车厂商的各个部门提高相

关的技术水准，以保证各项工作能顺利

完成。对于电动车厂商而言，掌握电动

车轻量化技术，即表示在未来电动车市

场中占有主动地位，更具竞争力，电动

车轻量化的演进将减少传统钢铁材料的

使用量，引领高强度钢板、铝合金、镁

合金、复合材料使用比例逐年增加，

图４是新能源车辆应用轻质合金的实例

(VolvoXC90)。

由于纯电动车辆仍存在诸多亟待解

决的课题，短期内新能源车辆产业发展

仍以混合动力车为主流，我国汽车零部

件厂商制造质量优良，擅长少量多样弹

性制造，已具国际代工实绩，提供我国

厂商布局新能源车辆零部件商机，部分

企业布局国际化，关键模块如动力马达

驱控器 (逆变器 )、电流转换器与功率零

部件需求殷切，我国无论是电动巴士、

低速电动车、电动机车与电动自行车等，

累积相当的发展经验与实绩，供应链齐

全，电动车辆产业提供争取关键零部件

市场机会。

新能源车辆属于大电压与大电流特

性，动力电池转换为动力马达的能量过

程中产生的热管理与输出效率等，应用

于逆变器的GaN,SiC,MOSFET,IGBT

等属于高附加价值的功率零部件扮演相

当重要角色，适合厂商投入研发生产的

项目，另外，长期以来我国零部件厂商

与国际汽车厂关系密切，无论是交期、

质量与成本都极具竞争优势，可争取车

厂零部件代工机会。

图４ 新能源车辆应用轻质合金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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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电动机车市场巨大——明日之星
文 | 曾郁茜

根据越南机车制造商协会VAMM

统计，2017 年越南总体机车销量为

327.2 万辆，2018 年则为 338.6 万

辆，每年维持约 3%～ 5%的增长

率 (如表 1)，另根据NNAJapan 及

USTHVietnam资料推估，越南电

动机车占总体电动二轮车 (含电动辅

助自行车E-bicycle/bike) 销售量的

65%～ 85%，其中若扣除近 80%的

来自中国品牌的低速电动自行车，则

剩下约 20%为电动机车，占越南总体

机车销量之 1.5%～ 1.8%。越南电动

机车销量推估 (如表 2)，于 2015 年

突破 5万辆，于 2016 ～ 2018 年均

有 5.4 万至 6万之年销量，增长率约为

4.8%～ 5.4%，预估市场将维持稳定

增长并于 2020 年达 6.6 万辆销售规模。

越南电动机车使用习惯方面，电动

机车在越南多以学生为主要族群，销售

旺季在每年的五到九月的上学期间，此

外，根据我们对于越南电动机车市场观

察得出越南电动机车的市场特点：外观

化、价格敏感、产品生命周期短、成功

产品快速被竞争对手复制再升级。一般

来说，越南电动机车用户购买预算约落

在 1500 万越盾至 2500 万越盾之间，

因低价与“抛弃式”的使用方式为越

南的消费特性，因此较高价位的电动机

车并不是越南电动机车的主流，Terra 

Motors 即为一例，2014 年推出越南

第一辆电动机车A4000i，当时售价

为 8990 万越盾，但一个月后随即推出

售价为 2500 万越盾的A2000，近期

Terra Motors 的产品线则锁定为 1500

万越盾的电动机车。

根据World Bank 资料显示，近

年来越南GDP逐年增长，从 2008 年

5.7%增长至 2017 年 6.8%( 如图 1)，

为东南亚暨印度地区GDP增长率第三

表 1 越南机车年度销售量

年度 销量 ( 万辆 ) 增长率 (%)

2015 297.6 9.4

2016 312.1 4.9

2017 327.2 4.8

2018 338.6 3.5

2019 348.6 3.0

2020 358.5 2.8

表 2 越南电动机车年度销售量

年度 销量 ( 千辆 ) 增长率 (%)

2015 51.6 5.7

2016 54.4 5.4

2017 57 4.8

2018 60 5.3

2019 62.9 4.8

2020 65.8 4.6



79 产业 INDUSTRY

2019.7  金属板材成形

高之国家，仅次于印度 (7.2%) 及柬埔

寨 (7.1%)，接续为缅甸及菲律宾 (如表

3)。经济增长快速使越南交通运输需求

加剧，但面临庞杂交通网络发展，在发

展公共运输的同时，越南政府亦需要一

些满足低污染、减少交通阻塞、平衡经

济发展等多方利益的配套解决方案，以

作为长期发展备案。

燃油机车空气污染严重降低碳排

量成为政策目标

越南政府目标至 2030 年降低 8％

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希望缓解公共卫生

问题，目前主较缺乏全面且长期的车辆

电动化发展战略。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报告指出，2017 年中越南河内仅有 38

天为空气质量良好，主要来自过量的燃

油机车为越南带来环境污染，越南河内

政府于 2017 年 7月宣布将在 2030 年

禁止所有机车上路，但并未说明是否改

以使用电动机车。

此外，越南交通部于近期亦宣布胡

志明市第一区、第三区、第五区、富美

兴都市区及首添隧道将分别自 2025 年

至 2030 年起禁止机车行驶。为让机车

禁令如期实行，越南交通部目前亦致力

于提升公交车班次与密度、都会区基础

建设升级、自行车骑乘等作为配套。

对于机车禁令，越南政府提出加强

公共运输建设之配套，以作为机车替代

表 3  2017 年东南亚暨印度各国

GDP 增长率

国家 增长率 (%)

印度 7.168

缅甸 6.759

越南 6.812

泰国 3.913

柬埔寨 7.1

菲律宾 6.685

马来西亚 5.897

新加坡 3.619

印尼 5.067

图 1  2008 ～ 2017 年越南GDP成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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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并制订于 2030 年，大众运输网

络必须能满足 25%～ 30%的旅客运

输需求，因此需要在河内和胡志明市建

设地铁路线并改善现有公交车网络路线

的缺乏，河内预计将公共巴士的数量从

1000 辆增加到 1500 辆，另规定 10%

车辆动力来源必须来自洁净或再生能

源，并限制私家车数量为 400 万辆及机

车总数 4000 万辆。

电动机车产业起步四大代表厂商

积极布局

VinFast

VinFast 为 VinGroup 旗下子公

司，将在越南北部海防市建造一座占地

335 公顷的工厂专门生产电动机车，此

工厂最初投资额为 15亿美元，将用来

生产电动机车及乘用车。新厂第一阶段

产能为每年 25万辆，第二阶段将扩大

产能至 50万辆，VinFast 计划将该厂

的总产能提升到每年 100 万辆。目前

VinFast 已获得 35亿美元投资，并在

汽车领域具有 60%的自制率，电动机

车则有近 100%自制率。

VinFaste Scooter 主要生产充电

式电动机车，标榜零件与汽油机车共

享，提供铅酸及锂离子电池车款 (使用

Bosch 电动马达及电池组 )，车辆具防

水功能，目前全越南共有约 400 站充电

站，预计 2020 年于越南建设 3～ 5万

座快速充电站及电池租赁站。VinFaste 

Scooter 电动机车产品为Klara，铅酸

电池款售价 3000 万越盾，锂电池款则

为 5000 万越盾，Klara 已于 2018 年

11月首度开卖，主要销售市场为越南，

通路为授权代理商、实体展示店、在线

销售 (有网页链接但尚未开放 )等，并

预计 2019 年再推出 7款电动机车，满

足不同族群，包括中高端需求及学生市

场。

Pega

Pega 为越南新创企业，由一群电

气工程师于 2012 年创立，创业至今

曾收到VinFast 收购请求，但其CEO 

DoLinh 当时拒绝，目前VinFast 部分

成员则来自Pega。2017 年初，Pega

正式推出由越南生产的第一个自制产

品，自制率高达 85％。Pega 在东南亚

国家有超过 450 个经销商，拥有 250

间 100 ～ 350 平方公尺的实体展售店

面，并在全国各城市中遍布 500 间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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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

Pega 产品分为电动机车 (Electric 

Motorcycle) 及低速电动自行车

(Electric Bike)，电动机车产品包含

Killer、Aura 及 X-Men9 等；低速

电动自行车产品则包含Cap-A9、

Cap-A3、Zinger3 等，其电动自行车

均具有踏板，属电动助力车。Pega 于

2018 年售出约 3万辆电动机车，并计

划于2019年销售达10万辆电动机车，

且每辆平均售价均不超过2000万越盾。

Honda Vietnam

Honda Vietnam为日系厂商，在

越南为销售第一的机车品牌，新任总经

理Keisuke Tsuruzono 表示，2019

财政年度 (2018 年 4月至 2019 年 3

月 ) 机车产品销量已达 256 万辆，较

2018 财政年度增长 7.6％，占越南机

车市占率达 76.8％。目前产品线仍以燃

油机车为主，但因应越南政府政策已开

始尝试销售电动机车产品，目前于越南

贩卖的电动机车产品有SportyLead、

AirBlade 及 PCX，其中PCX目前已

在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及越南等地

销售。

Honda Vietnam于 2019 年 3月

在河内推出PCXElectric 纯电电动机

车，电动马达输出动力为 5.6HP，并

使用 50.4V 锂离子电池，充电时间需

6h( 可车载充电或取出充电 )，满电续

航力可达 60公里，最高时速为每小时

67公里，目前尚未公布售价，但预计在

越南属中产消费群体的产品。此外，在

复合动力电动机车方面，目前Honda 

Vietnam亦预计于越南制造 2000 辆

PCX Hybrid，建议售价为9200万越盾。

Terra Motors Vietnam

Terra Motors 成立于 2012 年，

总部位于东京，为日系电动二轮车及三

轮车制造商，虽为日系公司，但专注于

东南亚电动车辆事业发展，目前在印

度、孟加拉国、越南、尼泊尔、柬埔寨

及印度尼西亚等地设有分公司，Terra 

Motors Vietnam为 Terra Motors 位

于越南的分公司，总部位于越南河内，

致力于提供日系高质量但符合当地低价

格需求的电动二轮及三轮车。

2014 年 Terra Motors 推出第一

项电动机车产品A4000i，售价为 8990

万越盾，在一个月后，Terra Motors 推

出第二项产品A2000，售价为 25000

万越盾，由此可知产品售价调整反应越

南消费者对低价电动机车产品接受度较

高，现在Terra Motors Vietnam所提

供的电动机车与电动自行车产品售价则

约落在 1.5 ～ 2千万越盾。

Terra Motors Vietnam目前电动

机车产品有ZeroPride、NijiaStyle 及

Nijia12A 等，因售价考虑，主要使用

铅酸电池。近期亦发布新款电动机车

Venus，外型相较前期车款较为流线，

电池容量 60V20Ah，最大速度 60公里

/ 时，续航力 100 公里，因应越南多雨

气候提供防水马达，另设有手机充电孔

及自动智能防盗系统功能。

以商用目的为核心带动机车市场

转型升级

在过去 10年中，属越南机车市场

热，目前越南机车已占二轮车总销量超

过 60％，机车对越南民众而言用途广

泛，主要用于放置杂货及商品采购等，

此外，亦用于共享租赁及送货服务。但

在商业用途的机车方面仍面临后座乘客

的乘坐空间、车厢内部空间、手机充电

功能及内建联网解决方案等功能需求挑

战，未来皆是OEM厂必须考虑重点。

目前商业用的机车如租车服务及快递物

流，因其重视提高市场占有率，因此主

要由App平台进行补贴，但一旦市场走

向成熟，且随着这些平台商开始关注盈

利，改变获利模式与维持既有采用率将

是必然考验。

商业用机车被视为东南亚国家电动

机车首先切入的领域，在越南政府机车

电动化目标下，未来企业逐渐淘汰和置

换燃油机车并以电动机车替代将是必定

现象，但观察越南电动机车发展，多为

企业直接带动销售，如VinFast 提出之

Three Zero Price Policy——零折旧、

零财务费用及零利率的方案，若越南政

府将来未提出较具体的电动机车购车补

助方案提供足够诱因或拟订其他配套发

展政策，如能源发展长期规划、充换电

站建置、营业税减免等，未来越南电动

机车市场增长将可能受限。

此外，因越南机车市场仍以日系车

厂主导，其发展脚步与产品布局一方面

亦与当地政策具连带关系，在车辆电动

化趋势下，越南尚属刚起步，多数当地

厂商电动机车售价存在不小差距，目前

越南电动机车每年销量约为 5～ 6万辆

( 不含电动自行车 )，对应每年机车总销

量近 300 万辆，为东南亚国家排名第

二，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增长潜力仍大，

未来越南电动机车发展值得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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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制造”发展与商机
文 | 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九所·林祈昱

近年来越南经济情势表现亮眼，

2018 年越南平均每人国民所得 ( per 

capita GDP) 达 2590 美元，较 2017

年增加 200 美元，是 2015 年的 1.23

倍。越南政府正力推在 2020 年成为制

造业强国的目标，工业领域进展迅速，

制造与加工业成为越南经济成长的主要

动能。不论是越南本地企业或是外商，

均对越南总体经济之稳定具有信心，持

续增加对于工业部门的投资。加上当前 

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

美中贸易战等国际趋势的变化，前往越

南考察并完成租地设厂的外商，或是出

资扩建越南工业区的厂商，皆有所增加。

不过，虽然越南制造业的前景看好，但

是目前越南当地仍欠缺完善的产业供应

链 ，原材料、零部件、关键技术仰赖国

外，消费者对“越南制造”品牌的信心

也有待强化 。因此，对于越南各地方对

于越南制造、 智能制造 、再生能源奖

励措施等相关政策与法令的了解，是完

善投资的重要步骤。

越南制造业成长强劲为经济注入

强心针

根据越南投资计划部外国投资局

的统计资料，2018 年越南总计吸引了

354.6 亿美元的 外国直接投资（FDI）

其中以制造与加工业吸引 165. 8 亿美

金居首，占 FDI 总量的 46 .7%。其

次为不动产业吸引了 66亿美金（占

18.6％），第三则为批发零售业，吸引

36.7亿美金的FDI，占10.3％（图1）。

图 1  2018 年越南吸引外资的前三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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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越南统计总局（General 

StatisticsOffice, GSO）报告，越南

2018 年之GDP成长率达 7.08%，此

系自 2008 年以来最高者，工业成长

率更高达 8.79%，占GDP之 28%。 

2019 年前 4个月，全越南商品进出口

金额为 1568 亿美元，较 2018 年同

期成长 8%。其中出口 787 亿美元，

成长 5.8%，进口 780 亿美元，成长

10.4%，进出口贸易顺差约 7亿美元。

其中，手机、电话与零件仍占出口领先

地位，创汇逾 160 亿美元。其次是计算

机、电子产品和零件；再次为纺织品成

衣、机械设备、工具、零配件和皮鞋类等。

又以木材与木制品出口价值涨幅达18%

最高。

制造与加工业持续是越南经济成长

之主要动能，2018 年之工业生产指数

(The index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IP) 成长率达 10.2%。至 2019 年，越

南制造业成长仍维持强劲，1月份制造

与加工业已吸引 11.9 亿美金，占整体

FDI 的 62.4％，仍高居首位（图 2）。

越南 2019 年第 1季 IIP 成长 9.2%，

主要由加工业与制造业成长 10.9%所

推动。在全越南 63个省份中，有 59个

省份的 IIP 皆有所成长，以清化省成长

44.8%最多，主要是受益于清化省宜山

炼油化工（Nhà máy lọc dầu Nghi Sơn） 

于 2018 年的投产。

以地区别来看，2019 年 1月份

越南吸引外资的前三大地区，以胡志

明市最高（7.46 亿美金，占总外资的

39.1％），其次为平阳省（2.4亿美金，

占总外资的 12.5％），第三为海阳省（ 

1.26 亿美金，占总外资的 6.5％）。

越南制造，数位越南绿色能源带

动越南制造产业的发展

越南政府正力推在 2020 年成为制

造业强国的目标。近来，越南政府对于

机械、设备与生产技术的规范趋严，

于 2019 年 6月 15日实施第Decision 

No18/2019/QĐ-TTg 决定，规定禁止

进口 10年以上过时、质量差、以及不

安全的二手机械、设备与生产线技术。

此外，也规范进口机械设备须符合越南

国家技术规范 (QCVN)、或越南国家标

准 (TCVN)、或 7大工业国 (G7) 以及

韩国等对于使用安全、耗能、以及环保

之要求。同时，二手机械至少需尚能生

产原始设计产能或消耗能源之 85%，方

得进口，以及对于生产所需之原料、燃

料、能源等，不得超出原始设计耗能之

15%门坎。

近来越南对再生能源发展的需求提

升，积极寻求外国投资资金发展再生能

源市场。截至 2018 年底，再生能源计

划的总容量占越南总发电量的 2.1％，

投资者注册的太阳能发电量已超过

图 2  2019 年 1月越南吸引外资的前三大产业 图 3  2019 年 1月越南吸引外资的前三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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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万瓩，且有超过 100 项计划已

签订电力购买协议（power purchase 

agreement）。依越南 2015 至 2030

年再生能源发展策略，目标是提升至

2050 年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

42％。为实现此一目标，越南政府提供

投资者一系列优惠措施，包括信贷准入、

税收和地租减免，以及太阳能、风能、

生质能源电力收购制度（Feed- in-

Tariff，FIT）的定价机制之应用。

同时，为了发展国内制造业供应链，

越南当局透过销售“越南制造”产品，

带动产业升级并创造就业，并推出各式

税务补贴及其他奖励措施；越南企业也

纷纷与外国企业携手合作，跨足新领域，

推出电动机车、智能手机等“越南制造”

产品。以越南不动产巨擘Vingroup

集团为例，除了于 2019 年 4月成立

VinTech 公司所属VinAI Research

人工智能研究院，应用AI 研究于处理

图像、语言、人声、用户互动行为识

别等领域之外， Vingroup 也与美国

Google 和高通、及西班牙 BQ等业者

结盟推出Vsmart 智能手机。该集团旗

下的VinFast已与德国宝马（BMW）、

博世（Robert Bosch）及西门子合

作，投资包括“Vinfast 汽车制造区”

（Vinfast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complex），总投资额达35兆越盾（约

15亿美元）。其开发生产之电动机车

Klara，单次充电可骑达 80公里。

对于外国企业的高新技术与配套

工业措施，越南也加强吸纳。如 LG

于海防省投资的 Innitek Hải Phòng 

plant，总投资额达 12亿美元。另外，

越南中北部地区的义安河也积极推动日

本投资，其领域涵盖机械制造、高级瓷

砖、高新技术农业应用、畜牧和家禽肉

类加工、饲料生产等服务工业等。至

今，日本已是义安河最大的援助国，该

省现有来自日本的 7个外国直接投资项

目，投资总额 7269 万美元；该省并已

有 44项日本赞助的政府发展援助资金

（ODA），投资总额逾 6兆 2600 亿越

盾。每年义安河有大量劳工赴日工作，

仅 2018 年就逾 4300 人，为义安河带

来可观的外汇收入。

区域整合与美中贸易战下，越南

受惠？

国际大环境亦影响越南之经济成

长。越南国会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

（CPTPP）相关文件决议，并于 2019

年 1月 14 日起正式生效。因CPTPP

是新一代贸易协议，大多数领域的规定

严格，其影响力预期将比自由贸易协议

（FTA）更为全面。越南参加CPTPP

时提出消减近 100% 的货品关税、公

共采购、国有企业、允许劳工组成工

会、环保问题与电子商务等相关承诺。

CPTPP生效时，可能在农产品、木材、

纺织品、成衣等领域，产生较多纠纷。

美中贸易战的延烧，也连带影响了

越南的经贸与产业发展。美国总统川普

面对美国长期 对中国大陆贸易逆差、

中国大陆透过并购外资企业窃取先进技

术、“中国制造 2025”等不公平的贸

易行为，开始对中国大陆采取一系列

的贸易制裁。2017 年 8月美国针对中

国技术移转政策启动 301 条款调查，

2018 年 3月 22日川普总统签署“中国

经济侵略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署针

对中国大陆不公平贸易展开惩罚性关税

措施。2018 年 12 月，美国G20高峰

会上同意暂缓对 2000 亿美元产品的关

税税率提高至 25%；中国大陆则同意扩

大对美国农业、 工业及能源相关产品的

采购。2019 年 4月第九轮中美经贸高

级别磋商，双方讨论了技术转让、知识

产权保护、非关税措施、服务业、农业、

贸易平衡、实施机制等协议文本，但至

今中美双边仍持续进行谈判。

因美、中互为对方之最大贸易伙伴，

其经贸易冲突对全球供应链之影响深

远。为避免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施加的

惩罚性关税，一些企业把供应链逐步自

中国大陆转移至越南，使越南成为美中

贸易战的受惠国之一。

越南工业区主管单位表示，美中贸

易战以来，出资扩建越南工业区的厂

商、前往越南考察并完成租地设厂的外

商皆有所增加。据越南投资计划部外国

投资局统计，2019 年 1至 5月，越南

引进外资总额达 167.4 亿美元，成长

69.1%，创下 4年来新高；且投资越

南的外资到位资金达 73亿美元，年增

7.8%。统计 2019 年 1至 5月，共有

1363 项外商投资案获越南政府签发投

资许可，金额达 64.6 亿美元；有 505

家已获许可的外商申请扩大投资规模，

增资总额为 26.3 亿美元；另有 3160

家外商购买投资信托，出资约 76.5 亿

美元。以投资地区与国别观察，排名第

1为香港，投资金额达 50.8 亿美元；

第 2为韩国（26.2 亿美元）；第 3为

新加坡（20.9 亿美元）2。

对于台湾金属业者而言，因美国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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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保护政策更趋严峻，而中国市场则由

于其内需市场进口需求呈现降温，加上

进口替代政策持续影响，故产业下游业

者逐渐呈现由中国大陆撤回至台湾或转

至越南极其它东南亚国家的趋势。

聚焦三大关键串联台越商机

原材料、零部件、关键技术仰赖国

外，是“越南制造”产业链的薄弱环节。

目前越南仍欠缺完善的产业供应

链，未晋升成为制造强国，当地企业

仍仰赖进口国外零部件，截至 2019

年 4月底，越南大部分进口商品均激

增，全越计算机、电子产品与零件商品

进口达 158 亿美元，成长近二成。以 

Vingroup 集团跨足的Vsmart 手机观

之，是与美国Google 和高通、西班牙

BQ等业者结盟，技术仰赖外国制造商；

而Vingroup 旗下 的 Klara 电动车，则

来自 20家欧洲企业共组的集团协助。

此外，越南长海汽车（Thaco）与韩国

LS Mtron 技术结盟，开始销售越南制

的农业机具，但大量设备零件仍仰赖进

口。

成衣外资厂大量在越南设立，主要

系因 CPTPP原产地规定，在越南生产

出口可享优惠关税。不过，原材料仍多

数仰赖进口，虽然纺织品出口与日俱增，

2018 年越南纺织成衣出口达 362 亿美

元，其所需原材料约 210 亿美元皆仰赖

来自来自中国、韩国、印度的进口，致

使利润未能同步提升。

须逐步建立消费者对“越南制造”

品牌的信心

目前越南政府虽已提供特殊奖励措

施给大企业，但是由于“越南制造”的

电子产品、 汽机车产品，尚未普遍打入

越南消费者的市场，未来更应重视的是

如何加速把技术转移 给越南中小企业，

并协助越南当地制造商生产出优质产

品，提高市场能见度。

打造完善的品牌形象，提升民众的

购买意愿，建立消费者的信心，乃是关

键的下一步。据Brand Finance 组织

公布的 2018 年 全世界最有价值国家品

牌百强排行榜显示，“Vietnam” 品牌

价值为 2350 亿美元，居第 43 位。目

前越南工商部正在制定至 2030 年新阶

段及至 2045 年愿景的越南国家品牌计

划提案草案，透过产品品牌推广国家形

象和国家品牌的计划，目的是打造和推

广越南具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国家形象，

为越南企业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上提升

知名度与竞争力。此外， 除了越南企业

自身必须加强投资革新技术外，越南政

府对于走私品、仿冒品的防制成效，也

是培植越南本地优质国货的关键，继而

生产多种新产品，拓展外国市场。

需强化对于越南相关政策与法令

的了解 完善投资评估

虽然目前越南的再生能源市场、智

慧制 造市场正在形成，但仍处于不稳

定阶段。举例来说，虽然越南希望促进

投资，但仍没有为再生能源计划制定长

期的政府电力收购制度，导致外国投资

者降低投资越南太阳能和风能计划的意

愿。另一个例子，是CPTPP的区域整合、

美中贸易战等国际情势，虽然 可能在短

期内产生外资转向越南和东南亚国家的

趋势，越南或许可从中获利，但若不做

好投资评估，长期而言未必受惠。因此，

向越南的地方政府、省级政府、工业区

主管单位等，充分了解该地方工业区、

复合区的规画和发展计划，掌握该产业

的信息与政策，是投资不可省略的关键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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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上自动避障，为您的机器装上“大脑”
文 | 海目星市场部

钣金加工生产中，板材浪费绝不是

一件小事。工厂里一台激光切割机每天

8小时工作，能加工 300 多块板材，

一年能加工 10万多件板材。但是，因

切割工艺不成熟等问题往往会导致有

0.8 ～ 2%的板材被浪费掉，一年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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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浪费达 2千多件板材！每张板材的加

工都需要耗费不少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

本，如此折算下来浪费是相当惊人的。

要想减少浪费，获得高利润，最有

效的途径就是使用安全、高效、高水平

的切割工艺，因而自动避障工艺应势而

生。

什么是自动避障？

在激光切割机运行过程中，有切割

过程和空移过程。在空移路径中，出现

切割完的工件翘起，会妨碍切割头安全

空移。如果切割头撞到翘起的工件，与

板材发生碰撞，那么会导致板材整体移

位，从而后续切割无法按照设定的路径

正确切割，剩余板材报废。另一方面，

切割头属于精密设备，空移过程中碰撞

翘起工件，严重时会造成切割头损坏，

这样的损失比板材报废大的更多。

针对此问题，海目星激光研发出了

全新的工艺，当遇到工件翘起，切割头

可自动识别并迅速上抬，避开了障碍物，

快速智能地定位到下一个工件位置。这

就是自动避障。

自动避障功能，相当于给切割头装

上了“大脑”。①减少了切割头与工件

发生碰撞的可能；②在加工过程中保证

了切割的连贯性，提高了加工效率；③

智能定位到下一个工件位置，降低板材

整体移位的可能，大大减少板材的浪费

④；操作过程简单智能，减轻了操作人

员及编辑人员的工作量。

安全、高效、智能、省心！

海目星丰富工艺库

合理的工艺，是必须经过反复试验

和正确设计所带来的，能起到指导生产

的作用。十载耕耘，海目星激光已经建

立和拥有了丰富而又强大的工艺库，包

括蛙跳工艺，自动避障工艺，飞行切割

工艺，快速穿孔工艺等等多达几十种。

丰富的工艺库，极大地提高了激光切割

的效率和质量，带来了直接效益的增加，

满足钣金加工市场愈加高水平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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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stronic
Best choice.

Cutting  |  Bending  |  Automation
bystronic.com.cn

欢迎莅临百超展位：3H-E128
百超热线：400 820 1885

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上海
2019年9月17–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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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stronic
Best choice.

Cutting  |  Bending  |  Automation
bystronic.com.cn

欢迎莅临百超展位：3H-E128
百超热线：400 820 1885

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上海
2019年9月17–21日

上海
9月17-21日

敬请莅临

展位：3H-A188

普玛宝就在这里。

以人为本，创新为魂的技术解决方案。
我们倾心倾听客户的需求，以先进的技术和专业的知识在项目的各
个阶段给与你支持。

欢迎莅临我们的展位，探索发现普玛宝能为你和你的业务带来什么。
普玛宝就在你身边，一直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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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 葛世 ® 国际与宁波宏大电梯的智
能制造之路
文 | 陈凌、李建

童勤峰：宏大始终致力于电梯行业

的前沿，是中国电梯协会的会员，中国

电梯行业 20强、国内前 5强。

宏大电梯新产业园是于去年 7月投

入生产的，占地面积 120 亩，建筑面积

5万平，一期产能可以达到一万台以上，

宁波宏大电梯有限公司电梯事业部童勤峰经理

MFC：请您简要介绍下公

司的现有规模、产品种类、企业

现状？
位于东海之滨的首批开放城

市——宁波。坐落着一家优秀的电梯

加工企业——宁波宏大电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宏大）。宏大一直致力于

电梯行业的前沿，一般提到电梯企

业，我们会联想到的就是那几家耳熟

能详的外资大规模企业，此次MFC

走访宏大，专访了电梯事业部童勤峰

经理。

正如童经理的介绍，宏大成立

于1993年，是集研发、制造、销

售、维保、安装于一体的专业性电扶

梯的综合生产企业。与LAG葛世®国

际（以下简称LAG葛世）也是一直

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下是访谈

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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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塔的总高度有 165 米，最高测试速

度高达 10m/s。目前在新产业园内配备

了多套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线，还将

拥有整个全球的一个电梯的监控中心，

服务系统正式进入信息时代。电梯试验

塔可以满足 10m/s 的提速，拥有 9个

井道，可同时进行 11台电梯的试验。

由于宏大在电梯行业中取得了突出

的成绩，非常荣幸成为了政府、地产、

酒店和轨道交通项目的战略合作伙伴，

今年也是宏大第五次中标宁波轨道交通

项目，总共为宁波轨道交通项目提供了

五百多台套的电扶梯，因为优质服务荣

幸成为宁波轨道交通项目 18年度的金

牌优质服务商。车间在去年上了S童勤

峰P系统和ERP系统，目前整个车间

在今年 3月份的时候，通过了宁波政府

的数字化车间验收工程。

宏大车间目前拥有自动折弯机、自

动轧制线、门板钣金流水线、自动门板

焊接线、轿底自动焊接线、下梁自动焊

接线等多台套智能化、数字化的装备，

在产品质量、劳动效率上得到了很大的

进步，也为宏大获得了更大的生产竞争

力。

童勤峰：当初宏大在做自动化折弯

项目的时候，找了多家国内外强有力的

设备供应商，不过经过多轮方案讨论，

发现LAG葛世在方案个性化定制方面，

它有很大优势，它的集成能力包括对你

要求的响应能力，都能做出多套方案来

供你选择，当初主要是考虑折弯机设备，

因为宏大设备是多品种、小批量，考虑

到宏大采用的是厚板，所以这套设备在

国内目前并没有很成熟的集成供应商做

过，所以宏大一开始对 LAG葛世也是

提了很多要求，包括设备自动换模、

剥膜，角度的检测，我们要求产品从产

品上线到产品下件，它的成品率是要达

到 99.8%，LAG葛世在这个项目上给

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提供了很多的

解决方案。因为他们在意大利的工程，

这方面的能力确实是比较下来很有优势

的。

童勤峰：生产效率这块，原来一台

设备一天大概需要工作 16个小时，需

要 4个人一起参与，目前采用这套设备

之后，基本上就是两个班，两个人就可

以满足整个的生产要求。这台设备上做

的产品是厚板，比较重，特别考验人的

体力，现在使用 LAG葛世机械手则大

大减少了人员的工作劳动量，目前来说，

我们在产品的切换过程中，通过自动换

模、自动剥膜的功能，它的生产效率在

原来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提高。因为本身

厚板的折弯速度也不能太快，然后产品

质量也是有大幅度提升。

因为增加了很多的检测装置，有角

度检测、视觉检测以及位移传感器，所

以通过这些多套的这个设备的联动，可

以让产品下线达到接近 100%的成品

率，为后道的焊接工序能提供很好的产

品质量保证，因为后道的产品质量，自

动焊接对前期的精度要求都很高，采用

这个自动折弯机能很好的满足后期的自

动焊接。

童勤峰：这台设备它实现了多品种

的生产，这套设备一天可进行十个品种

的切换，每个品种目前生产会有五到十

种规格，目前宏达产品的主要切换过程

是牵扯，一个是下模的切换，还有一个

下模是针对不同的板厚，它会有那个V

型槽的槽口的切换，都是通过机械手自

动切换的，然后其他的产品的话会根据

产品不同的批量去设定程序排版，系统

在生产过程中会自动识别这个产品和输

入的这个数据做一个比对，防止人在中

间过程中有误操作，目前的话已经实现

了十种产品规格的随时切换。

MFC：当初为何会考虑

LAG 葛世机械手折弯单元？他

们的优势在哪里？

MFC：对比以前生产效率、

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人员节省

的情况如何？

MFC：我们钣金行业说到

机械手折弯单元，大都是单一品

种生产，因为切换很困难，LAG

葛世机械手折弯单元是否实现了

多品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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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勤峰：一次切换如果不需要换模

的话，基本上两三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一

次产品的切换。因为有板厚的变化才用

换模，大概一次需要二十分钟左右。每

次做的过程中首件产品会进行一个首件

产品的质量验证，但是基本上都不需要

重新示教，只是说去重新验证一下首件

产品是否符合宏大的质量要求，再去做

批量的生产。

MFC：最后请谈一谈，到目前为止，

对 LAG葛世机械手折弯单元的使用情

况满意吗？

童勤峰：宏大使用 LAG葛世机械

手折弯单元的总体情况还是比较满意

的，因为对于车间工人来说，节省了他

们的工作量以及体力。

目前的话可能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

的就是：这个机械手折弯上一个路径，

得考虑怎么使这个产品完成的更高效更

快速，这是一个持续不断改进的过程，

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再努力的一个方向。

结束语

整个过程童经理很乐意跟我们分享

宏大在基于 LAG葛世机械手折弯单元

的使用情况和一些经验，让 LAG葛世

的制造理念与现在行业状况、现状结合

在一起。

MFC：一般不考虑生产材

料的准备时间，切换一次需要多

少时间？切换过程需要示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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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2019 首届金属冷挤压成形
深度交流会在苏州成功举办
文 | 刘明星

由《金属板材成形》杂志主办的

“MFC2019 首届金属冷挤压成形技术

论坛”于 2019 年 7月 11 日在苏州市

白金汉爵酒店成功举办，大约有来自 34

家企业的57名代表参加了全天的活动，

包括一对一讨论，其中有 30多名代表

参观了上海罗维特五金紧固件有限公司

的上百条冷挤压生产线。

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一直致

力于推广金属成形新工艺，这是首次突

破板材成形工艺的会议，举办体积成形

工艺会议的尝试。

冷挤压/冷锻是高效、节能、净成形、

技术含量高、利润高的工艺，应用前景

广，在铆钉、螺钉螺母行业有千亿以上

的产值，从业企业近两千家。本次论坛

更侧重的是汽车冷挤压和冷锻工艺的研

讨，目前中国的冷锻件的年产量MFC

估计在在 50万吨以上，未来随着冷锻

件的普及，仅汽车冷锻件行业有望达到

180 万吨，销售额 160 亿的市场。

本次会议供应商方面有日本天田、

济南二机床、上海宝钢、上海欣冈（模

具修复）、东莞凯一晨模具、协易精机、

上海帕卡濑精（磷化剂）、河北任氏润

滑材料、爱粤粉末涂料、嘉兴大道锻造

技术咨询等公司；采购商有利纳马、博

世、万向、采埃孚等公司；参会的冷挤

压和冷锻代表企业有东芙冷锻、洛阳秦

汉精工、中山三丰、杭州新坐标、嘉兴

四通车轮、重庆富瑞、苏州领裕电子、

禧玛诺、常州贝瑟思机械、临沂市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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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有限公司、南通易实、玉环森淼机

械、洛菲奥、玉环联都金属冷挤压、佳

亨（浙江）金属、洛菲奥 (昆山 ) 精密

工业、东莞市禾聚精密、江兴太仓等公

司，大学有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工程大

学的专家参会并做了分享。

《金属板材成形》杂志分享了《汽

车冷锻行业情况简介》，将国内往外目

前能加工的汽车冷挤压件的情况、冷锻

强国美国、德国、中国、日本等国的情

况，上市公司冷锻件的利润率、汽车行

业的认证情况、以及整个冷锻行业的知

名钢铁、压力机、模具、软件、下料设

备、国内的龙头冷锻企业的情况做简介，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2019 年第 6期

的杂志文章《MFC推荐：冷锻 / 冷挤压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企业》一文。

嘉兴大道锻造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分

享了大量的冷锻中发生的故障和解决思

路，一般冷锻企业偏向于用更强的模具

和压力机来解决成形困难的问题，该公

司则善于利用预热等手段软化加工材

料，从而降低成形难度，减低工艺对硬

件的要求。

洛阳秦汉精工的辛选荣总经理是冷

锻的教授及实际应用专家，带着研究生，

做了很多前沿的研究，利用大量的案例

展示了该公司在非回转体冷锻件和模具

设计及制造的经验；重庆富瑞过分享了



98 EXHIBITION ＆ CONFERENCE 会展  

金属板材成形  2019.7

国内外冷锻件的差距，以及该公司在制

造摩托车和汽车用冷挤压齿轮方面的经

验；利纳马的专家分享了该公司采购要

求和需求，引起零部件企业的较大兴趣；

东莞凯一晨模具分享了冷挤压模具设计

和生产的诸多成功案例，他们和欧美日

合资企业有大量合作；上海工程大学的

龚红英代表东芙冷锻分享了她的团队如

何与东芙合作，用石墨新材料来取代传

统的磷皂化工艺，以应对上海严格的环

保要求。她用大量详实的实验对比数据

展示了研究思路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最后一场讲座，由日本天田公司带来，

他们用极其精美的动画效果，还有实际

的生产视频、实际生产的零部件，各种

详细的实验数据，展示了用伺服压力机

的十几种工作曲线模式生产冷挤压件的

生产流程，极具说服力。

在讲座的间隙，按照MFC会议的

传统，所有的参会代表都有机会发言，

向在座的同行请教在实际生产中遇到的

技术难题，以及各种供应和采购需求，

讨论非常热烈，午餐时间一再拖延。

下午的讲座结束后，MFC《金属板

材成形》代表团参观了上海罗维特五金

紧固件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1998

年，在全国有三大基地，一年产值近 2

个亿，主要生产钣金铆接件产品为主，

主打产品是各种材质的抽芯铆钉、铆螺

母、压铆螺母、压铆螺丝。在生产现场，

代表们看到有近百台冷镦机、冷挤压机

在高速生产，据介绍一个月要出 5000

万枚零件。这种高速冷挤压小零部件的

应用场景是传统的汽车冷挤压少见的，

代表们看得非常认真。

汽车冷锻行业整体规模还不大，专

业从事冷锻的只有几十家，包含冷锻

工艺的企业据MFC掌握的情况，大约

100 家左右。这次会议的规模相比于

MFC的板材类会议要小得多，这但是

交流的效果很好，也因此摸清楚了整个

产业链的大部分企业。来年将更加有效

地组织相关优秀企业参会，促进这项节

能高效的工艺在中国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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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2019 年 9月 26 日（周四）～ 9月 27日（周五）              会议地址：湖北省武汉市   

主办单位：《金属板材成形》杂志                                                           协办单位：武汉中国光谷·精密制造行业协会

会议主题：内高压成形、高强钢铝成形（辊压成形）技术应用与轻量化 

会议亮点：内高压成形技术深入探讨       高强钢 / 镁铝合金板材热成形技术

　　　　　高强钢冷冲压成形技术         结构件成形：高强钢 / 铝冲压、辊压成形技术

　　　　　国际知名制造企业报告与参与   国家知名高校产学研报告             

预计参会人数：专业人士 200 人 +  （2018 年首届苏州参会人数大约近 200 人）

参会群体：汽车主机厂、从事于内高压成形与高强钢、镁铝成形零部件制造企业、采购商、软件设计、生产设备、原材料、辅

　　　　　助耗材及自动化企业 、过程监控、检查、测试、检测企业 、院校、科研机构等。所有参会企业都可以发布供求信息。

赞助及参会联系方式
王思杰   手机 \ 微信：13522255542     Email:wsj13522255542@mfc-china.org 

最新进展及回顾请看微信公共账号：MFC-home 和 MFC-home2。

MFC2019 第二届汽车内高压
与高强钢成形技术论坛

时间 内容
9 月 25 日 全天报到

9 月 26 日上午日程
内高压专场

09：00-09：30
报告主题一：欧美内高压成形技术发展现状 
报告单位：待定中

09：30-10：00
报告主题二：我国内高压形技术工艺研究发展
报告单位：东风冲压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10：00-10：30 茶歇、展台交流

10：30-11：00 
报告主题：铝合金板材充液成形工艺及技术应用
报告单位：北京机科国创轻量化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1：00-11：30
报告主题四：内高压成形工艺解决方案
报告单位：天津天锻压力机有限公司

11：30-12：00
报告主题五： 汽车扭力梁内高压成形技术工艺研究与优化
报告单位：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自助午餐  休息

9 月 26 日下午日程
高强钢及铝成形专场

13：30-14：00
报告一：高强钢冷冲压成形技术应用实例 
报告单位：宝钢

14：00-14：30
报告二：汽车高强钢伺服热冲压成形解决方案 
报告单位：协易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14：30-15：00
报告三：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铝车身发展方向
报告单位：待定中

15：00-15：30 茶歇、展台交流

15：30-16：00
报告四：我国高强钢热成形技术应用现状
报告单位：苏州普热斯勒先进成型技术有限公司

16：00-16：30
报告五： 铝车身冲压模具技术研究 / 铝板热冲压模具成形技术
报告单位：东风实业（武汉）有限公司

16：30-18：00 大会交流发言或分组讨论
9 月 27 日 上午企业参观：两家 下午企业参观：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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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北方（青县）钣金制技术展示会
暨第二届青县钣金加工可持续发展论坛

青县是北方地区最集中的钣金加工基地，地处京津冀经济圈，产

业链齐全，有近 500 家钣金加工企业，区域加工能力强，一直以质

量稳定、交货期短、价格有竞争力在业内享有 盛名。青县也是钣金设备、

软件、自动化、表面处理、耗材等相关厂商的必争之地，很多钣 金设

备企业都在这里设置了销售网点。

2018 年举办首届论坛，MFC 邀请了十几家企业参与展示和演

讲，当地政府组织了 100 多家企业的 150 名代表参会。2019 年，

青县人民政府计划将这个活动升级，引入更多采购商、装备商及钣金

加工配套服务商集中展示先进制造技术，让当地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找

到合作伙伴。

青县相关部门将委派专业人员组织开发区、金牛镇、马厂镇、曹

寺乡、陈嘴乡、上伍乡等近 400 家钣金企业近 1000 人以上参观、

参与本次活动。

同时MFC将组织沧州、南皮、东光、天津、泊头、黄骅等地企

业来参观交流。 MFC 将邀请国内外知名科研院所的顶尖专家讲演，

邀请周边县市领导及协会参会，促进交流与合作。这是低成本、高效

率与青县企业家以及来自周边的南皮、沧县、泊头、 天津等地的钣金

企业对接的绝佳机会。 

展位、讲座申请及参观 

欢迎钣金装备制造商、软件、模具及钣金采购商等企业申请展台

和讲座，具体参与方案可详细询组委会。周边的企业团组参观超过

30人，可申请组委会安排的车辆集中接送。

活动时间

2019 年 10 月 25 日（周五）（9：00 ～ 16：30）全天

展示会地点

河北省青县经济开发区南环东路 118 号

展示会主题

创新与智能制造——新技术、新产品、智能化、信息化

预设展台

100 个标准展位：面积 9 平米（3M*3M） 申请较大的展示面积

或者携带设备参展，请与组委会联系。

主办单位：青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 

承办单位：中国金属板材成形联盟、《金属板材成形》杂志 

执行单位：金属成形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组委会联系方式 
王思杰  手机 / 微信：13522255542  wsj13522255542@mfc-china.org 

 李建   手机 / 微信：  18600452879  lijian@mf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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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优秀金属板材成形加工企业

苏州新世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无锡市志强不锈钢有限公司

苏州灵天精密金属制品公司

MFC  NO.00003MFC  NO.00002

产品

专业制作不锈钢、金属的电力开关柜、机箱、机柜、网络柜； 

专业制作高铁、地铁、通讯、电力、等领域精密钣金件等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生产设备

激光切割机、冲床、数控折弯机、激光焊接、二氧化碳保护焊

机、氩弧焊机以及各类钻床、冲床、磨床、攻丝等机械设备

产品

天沟、不锈钢井盖、电梯门套、不锈钢工作台、放置架、工

作台等

产品

各类冲压件加工制作，电子、医疗、新能源钣金设计加工，

各类机箱、机柜金属钣金类产品及配套钣金加工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生产设备

6000W激光切割机两台，3000W激光切管机一台，500

吨 6 米数控折弯机一台，150 吨 4 米数控折弯机一台，焊

接设备 5台，2019 年新增 15000w激光切割机

制品分类

冲压、钣金加工

生产设备

阿玛达 4020 激光机机、阿玛达 3200 数控液压折弯机、剪

板机、卷板机、数控攻丝机、交直流气体保护焊设备、钻床、

车床、钻铣床等

地址：无锡市锡山区锡港路 266 号

联系人：胡总   手机：13812265301

电话：0510-83770444

地址：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联东路 718 号

手 机：13913176973/15995802109

电 话：0512-66300667

产品 制品分类 生产设备

加工区域分布图
江苏省

3

江苏省

1

2

MFC  NO.00122

MFC  NO.00123 MFC  NO.00124

地址：苏州市吴中区胥口灵山路 838 号

联系人：薛经理

手机：1830621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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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54

江苏浩睿车业有限公司 常州美栖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江阴市液压油管有限公司 丹阳市新旺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MFC  NO.00125

MFC  NO.00127

MFC  NO.00126

MFC  NO.00128

制品分类

冲压、钣金加工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生产设备

大型液压、冲压设备，数控激光切割设备，数控铣床，涂装、

电泳生产线

生产设备

大功率激光切割机，数控刨槽及数控折弯设备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经济开发区东湾路 88号

电 话：86-514-88286388

地址：常州市天宁区青洋路 1号西区 10幢

北 52-55 号南 15-21 号

联系人：仇云云     手机：18112884441

电话：0519-81813311

产品

液压油管、油箱和各种钣金件

产品

中高档冲压配件、拉深件、五金件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制品分类

冲压

生产设备

水压强度测试系统、压力脉冲试验台等

生产设备

液压机、注塑生产线、数控机床以及冲、车、刨、铣、磨、

钻床等

产品

产比亚迪、广汽传祺、福特、昌河、依维柯等车身钣金件

产品

钣金焊接卷圆；不锈钢板、热板切割；激光切割下料；数控

折弯、异性折弯；铜板、紫铜板切割加工

地址：江阴市利港镇滨江西路 907 号

电话：+86-510-8609-1618

地址：江苏丹阳市新桥长春工业园

联系人：王江华    手机：13506100020

电话：0511-8622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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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98

江苏中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新区长江冲压件有限公司

常州市双银车业有限公司 常州工利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MFC  NO.00129

MFC  NO.00131

MFC  NO.00130

MFC  NO.00132          

产品

汽车钣金件零部件

产品

库房千斤顶冲压件，车用托架，手油泵，推车

制品分类

冲压

制品分类

冲压

生产设备

冲压力 100 吨至 1200 吨的各种型号压力机

生产设备

模具加工设备和大、重型冲压设备

地址：丹阳市新桥镇中小企业创业园

电话：0511-86370666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宏业路 18号（百丈工业园）

联系人：顾先生    手机：13606118509

电话：0519-85227122

产品

各类镀锌板、冷板、不锈钢板、钝冷板等五金冲压产品，不

锈钢、铜、镍等金属精密五金冲压及五金零件等

产品

各类微电机零部件、直流电机零部件、小型精密汽车零部件

的冲压

制品分类

冲压

制品分类

冲压、钣金

生产设备

台湾协易冲床和国产冲床共十多台、AIDI 精密冲床，锻压

式冲床、钻床、攻牙机，磨床等其他冲压产品相关设备

生产设备

日本、台湾产自动精密冲床 45 吨 ~500 吨共 43 台， 125

吨高速冲床 4台。国产普通冲床 16 吨 ~250 吨共 68 台； 

150 吨 ~250 吨油压机 3台。同时拥有三坐标 2台，二次

元影像仪 4台，轮廓度仪等 高度尺 um级 2台等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民丰村

联系人：俞先生

手机：13606146628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区南区龙踞路 1号

手机：18915009982

电话：+86-0519-86408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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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服务

尊敬的读者：为了提高杂志的编辑质量，更针对性地为您提供信息服务，我们特推出读者评刊活动。
在此非常希望得到您的配合，能够为我们提供宝贵意见和建议。请把您感兴趣的广告划 “√”。

内容反馈：
您对本期杂志中哪篇文章感兴趣？（请在□内打“√”）

广告反馈：
您对本期杂志中哪些广告感兴趣？（请在□内打“√”）

读者个人信息（必填）   
                                       
姓　　名：                                       企业名称：                                                   电子邮件：

部　　门：                                      职　　务：

通信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传　　真：

主要产品 / 业务：

□MFC行业观察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 2019 年上半年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　　　　

□业界新闻

□能源转型之三大关键驱动力

□协易机械——伺服冲床热成形冲压方案

□印度：正在崛起中的制造业大国（上）

□聂水斌：立足国内 放眼全球

□全球机床行业数据揭秘——

    印度、泰国机床消费的蓝海市场

□瞭望 2019 全球离岸风力发电市场与趋势

□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关键零部件机遇

□越南电动机车市场巨大——明日之星

□“越南制造”发展与商机

□装上自动避障 为您的机器装上“大脑”

□ LAG葛世 ® 国际与宁波宏大电梯的智能制造之路

□扬州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洛阳市锐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扬力集团

□亚特兰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念初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苏州市洁力美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中创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安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威尔登环保设备（长沙）有限公司

□埃威迪（黄石）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杰梯晞精密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阿尔菲特科技有限公司

□普玛宝钣金设备 ( 苏州 ) 有限公司

□协易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华工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根号科技有限公司

□百超（上海）精密机床有限公司

□广东普电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领创先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萨瓦尼尼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祥生砂光机制造有限公司

□南京信捷泽荣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国机展览有限公司

□佛山市宏石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大族松谷激光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嘉意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武汉华俄激光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金方圆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嘉兴柏慕机电有限公司

扫描或拍照  发送至：lijian@mf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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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g Bamotech Co.,Ltd

Tel:  0 5 7 3 - 8 9 1 0 2 5 9 5

Fax:  0 5 7 3 - 8 9 1 0 2 5 9 7

公司网站

公司地址：浙江省嘉善县人民大道 号

E-mail: leon.chen@bamotech.com.cn

：www.bamotech.com.cn 

2501

T系列夹钳

B系列夹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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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创新·互联·服务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机床工具展览会
THE 15th CHINA INT'L MACHINE TOOL & TOOLS EXHIBITION

展会规模 :120,000 平米  /  优质观众 :150,000 余名  /  参展企业 :1500 余家

更多信息请关注
CIMES 官方微信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BEIJING`NEW CHIN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2020 年 5 月 18~22 日
MAY 18 ～ 22,2020

主办单位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机床总公司 

联系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机展览有限公司
010-82606369/5902/3182/3622/3992
010-82606967/6642/2362/3352/5862
021-64190831

传真  FAX
010-82607662/5662
邮箱  E-MAIL
cimes@cimes.org.cn

www.cimes.org.cn

承办单位 

北京国机展览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30 年服务机床装备行业

展示制造尖端技术世界知名展会之一

观众行业广泛、数量多、质量高

高度专业化信息交流平台

汽车制造装备展览会 金属成形设备 

激光加工设备

金属成形设备 

激光加工设备

加工中心、磨床、

铣床、车床、测量、

工业互联网、自动化

加工中心、磨床、

铣床、车床、测量、

工业互联网、自动化

加工中心、磨床、

铣床、车床、测量、

工业互联网、自动化

加工中心、磨床、

铣床、车床、测量、

工业互联网、自动化

刀具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