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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预计 2019 年以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

增速大概率提升，设备更新换代需求仍将保

持高水平，工程机械设备有望保持高销售

量。 

政策：基建投资政策的出台及环保要求趋严

将有利于工程机械行业发展。 

行业经营：预计 2019 年工程机械行业继续

保持高质量发展，稳中有升。 

债务负担：工程机械行业发行债券的期限结

构具有明显的短期化特征，一年内到期债券

规模较大，短期偿债压力较大。 

信用质量：工程机械行业发债企业较为集

中，预计 2019 年整体信用风险仍将保持较

低水平。 

信用风险展望 

工程机械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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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2018 年，受益于经济回暖、产品更新换代、出口增加等多种因

素影响，工程机械行业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主要发债企业收入及利

润同比大幅增长，信用水平稳中有升，行业主要产品销量保持大幅上

涨。此外，2018 年 8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

技术政策》，2018年 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

板力度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激发对工程机械设备的更新换代及新增

需求，有利于工程机械行业的未来发展。但工程机械行业仍存在应收

账款及存货压力大，债务压力大且发行债券具有明显短期化特点等问

题，易对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 

预计 2019 年，工程机械行业整体信用水平将保持稳定，行业有

望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从需求端分析，受益于基建补短板政策的出

台，预计 2019 年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将会提升，对工程机械设备的

新增需求将会增加，同时，环保要求趋严和设备替换高峰期的延续将

使工程机械设备的更新换代需求维持在较高水平。整体来看，2019

年工程机械设备有望保持高销售量。信用水平方面，在行业景气度较

高的情况下，工程机械发债企业经营预计会稳中有升，信用水平将保

持稳定。但由于大部分企业债务压力仍较大，且新发债券仍以短期债

券为主，将对企业流动性形成压力，发债企业需要关注扩大规模与平

衡债务压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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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端来看，2019年房地产市场整体运行预计继续承压或者趋

于稳定，但基建投资增速将会提升，工程机械行业新增需求将趋稳或

者提升。 

工程机械广泛应用于国防、交通、农林水利、工业与民用建筑、

城市建设等领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其发展与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高度相关，呈现明显的“顺周期”。受益于经济回暖、产品更新

换代、出口增长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2016 年下半年以来工程机械

表现超越国内宏观经济，行业实现连续高增长。以挖掘机为例，2016

年之前国内挖掘机销售量月累计增速低于固定资产、房地产开发及基

建投资增速，且部分时段为负增长；2016 年下半年以来，挖掘机销

量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增速趋势出现逆转，固定资产投资等指

标增速处于相对平稳或者下滑状态，而挖掘机销量的月累计增速持续

处于高水平，2017 年及 2018 年 1～11 月，国内挖掘机销量同比增速

分别为 77.2%和 50.4%。整体来看，工程机械为强周期行业，预计未

来几年基建投资将会增加且工程机械设备正处于更新换代高峰期，大

量的新增和更新需求将使工程机械行业处于稳定或者向好状态。 

从需求端来看，工程机械下游领域众多，但主要为房地产和基建，

两者占总需求的比重约为 70%。房地产方面，2018 年以来我国楼市

调控依然从严，需求端在继续深化调控的同时，更加注重强化市场监

管，坚决遏制投机炒房，供给端则加大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共有产权住房等保障性安居住房。中央政策层面，2018 年 3

月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定位；2018 年 7 月末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专门对房地产进行了论述：

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坚持因城施策，促进供求平衡，合理

引导预期，整治市场秩序，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2018 年 10 月末新华社发文表态：中央

遏制房价上涨的决心不会变，不允许调控半途而废。住建部亦多次强

调坚持房地产调控不放松，并实施棚改安置政策调整等措施。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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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住房租赁市场加快发展，房地产税方案初步形成，住房制度改革

和长效机制建设相关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和细化。在一系列调控下，

房地产销量增速持续下滑，2018 年 1～11 月商品房累计销售面积同

比增长 1.4%，增速同比下降 6.5 个百分点；全国楼市整体降温，2018

年以来全国房价增速放缓，且自四季度以来进入下跌通道；房地产投

资增速虽仍处于较高水平，但四季度以来增速持续收窄。与此同时，

截至 2018 年 11 月末，商品房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1.7%，库存得到

较大消化。从政策趋势来看，2019 年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将持

续，行业整体运行继续承压或趋于稳定，房屋销售面积增速有望继续

下降，价格趋于稳定，但存在下探空间，投资增速承压。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13 年以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连续

多年下滑，尤其 2018 年增速下滑严重，前 11 个月投资增速仅为 3.7%，

同比下滑近 12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 PPP 清理、监管趋严、地方政府

资金来源收紧等因素影响。但 2018 年下半年以来，基建补短板成为

“稳增长”的热词，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部署推进基建补短板并出台

一系列措施。2018 年 10 月 31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保持基础设施

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进一步细化基建补短板工作，并明确 9

大重点投资领域及 10 项政策措施，其中项目管控措施 3 条，资金支

持措施 6 条，包括政府及金融机构资金支持、推进 PPP 项目、调动

民间投资积极性等内容。政府债券是基建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为拉

升基建投资，2018 年下半年地方政府债发行明显加速，此外，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将会审议“授权提前下达部分新增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有望加速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进度。综合来

看，预计 2019 年全国基建投资增速将会提升。 

工程机械保有量与基建及地产投资高度相关，与项目开工量直接

相关。2019 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整体运行预计继续承压或趋于稳定，

而基建投资增速大概率提升，以房地产及基建为主要下游市场的工程

机械行业新增需求预计将趋稳或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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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要求趋严叠加设备替换高峰期，预计2019年工程机械设备更

新换代需求将维持在较高水平。 

国家环保政策趋严加速工程机械的更新换代。我国非道路机械第

二、三阶段排放标准已于 2009 年 10 月 1 日、2016 年 4 月 1 日先后

实施。2018 年以来，我国环保政策持续趋严，国务院先后发布《关

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和《关于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在非道路机械方面，以上文件从污

染防治技术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此背景下，生态环境部

于 2018 年 8 月发布了《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明确提

出了新生产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排放达标的时间表，工程机械国四排

放标准将于 2020 年进入实施阶段。国四排放实施时间的确定必将迎

来国三标准产品的大量更新换代潮。 

工程机械保有量巨大，未来需求进入更新时代。工程机械的使用

寿命一般在 10 年左右，受 2008 年“四万亿投资”拉动影响，2009～

2011年工程机械销售量快速增长且绝对额较大，预计 2019～2021年

工程机械将迎来替换高峰期。截至 2017 年末，我国工程机械保有量

在 690～750 万台，虽然近年来下游投资增速放缓，设备总保有量的

增速回落，但考虑到存量设备处于替换高峰期，未来三年工程机械有

望保持高销售量。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工程机械企业在海外市场的

竞争力有望持续提升，但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019年工程机械海外

市场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工程机械出口产品主要为起重机、装载机、挖掘机等。近年

来，受益于全球经济的回暖，国际工程机械市场也呈现较好的增长态

势，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工程机械市场需求增幅较大。受此影响，2018

年以来，我国挖掘机、装载机等主要产品出口量同比持续高速增长，

超过预期。此外，“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国内工程机械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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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影响力日益提高，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对挖掘机等工程机械

产品出口产生持续增长的拉动效应。 

但 2018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税等行为，对出口占比

较高的企业形成压力，未来仍有可能会对工程机械行业出口造成负面

影响。 

预计2019年工程机械行业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但面临的债务压

力及流动性压力仍较大。  

2017 年，工程机械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5,403 亿元，同比增长 12.7%，

利润总额更是实现数倍增长，主要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约 45%。2018

年工程机械市场的销售热度依旧不减，从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大

部分产品仍保持大幅上涨。2018 年 1～8月，工程机械主要产品销量

同比增长 32.8%，其中挖掘机同比增长 56.2%，装载机同比增长 28%、

推土机同比增长 32.2%，平地机同比增长 26%。在下游新增需求及更

新替换需求的支撑下，预计 2019 年工程机械设备的市场需求稳中有

升，工程机械行业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 

表 1  2018 年 1～9 月工程机械存续债券发债企业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亿元、%、天） 

企业名称 总资产 
资产负

债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利润总额 

经营性净

现金流 

存货周转

天数 

应收帐款

周转天数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697.37 55.10 410.77 31.16 61.37 87.32 84.79  127.22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1,185.89 60.27 461.23 30.89 57.69 74.82 113.31  137.90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316.60 64.61 162.61 22.79 11.62 -8.29 122.13  72.51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 
932.01 68.43 433.90 19.36 15.39 12.64 126.84  143.30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586.28 52.51 340.76 17.92 16.73 19.21 93.89  128.79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869.05 56.15 210.35 26.37 15.85 30.54 153.68  286.32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从重点发债企业看，三一重工、三一集团、柳工集团、徐工集团、

徐工机械和中联重科等企业是国内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和重点

发债企业，在诸如混凝土机械、挖掘机、起重机等多种产品的市场占

有率位居行业前列。从公开披露的财务数据看，以上企业在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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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保持较好增长，6 家重点发债企业 2016 年以来均呈现资产规模

逐年增长、营业收入及利润总额持续大幅提升、毛利率稳定、存货及

应收账款周转效率逐年提升等特点，盈利能力大幅提升。但发债企业

仍普遍存在应收账款及存货周转天数较长问题。 

从现金流获取能力看，受益于工程机械行业景气度提升，样本企

业收入规模扩大及资产周转效率提升，部分企业经营性现金流有较大

改善。其中，三一重工、三一集团及中联重科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

流在 2017 年及 2018 年前三季度均保持大规模净流入状态，且 2018

年前三季度净流入规模均达到了同期历史最好水平，分别为 87.32 亿

元、74.82亿元和 30.5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7%、29.29%%和 178.06%；

徐工机械 2018 年前三季度经营性净现金流同比略有下滑，但仍处于

较好水平。由于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存货增加等原因，徐工集团及

柳工集团 2018 年前三季度经营性净现金流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从债务压力看，2016 年以来，样本企业中三一重工及三一集团

资产负债率稳中有降，其他 4 家的资产负债率相对稳定。根据 2018

年 9 月末数据，样本企业中 3 家企业资产负债率在 60%以上，处于较

高水平，高负债率是行业快速发展或者景气度下降时期，企业进行大

量信用销售的结果。在行业景气改善的大环境下，行业企业已通过降

低信用销售占比、强化管控等方式优化资产结构，从样本企业数据看，

6 家企业的应收账款及存货周转效率自 2016 年以来逐年提升，将有

利于加快资金周转，降低资金占用。未来，随着资产结构的持续优化，

样本企业债务压力有望降低。 

2019年工程机械行业到期债券规模较大，发债企业存在一定的集

中兑付压力，且近年来新发债券以短期及超短期融资券为主，易增加

流动性风险。 

截至 2018 年 12 月末，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存续债券余额为 479.54

亿元，较 2017 年末增长 11.39%，存续债券共 23 只。按存续余额类

型分，中期票据占比最高为 38.58%、公司债占比 23.77%、短期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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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占比 13.76%、可交换债及可转换债占比 23.89%。从存续期限看，

全部在 5 年以内，其中于 2019 年到期债券余额为 156 亿元，占比为

32.53%，2020～2023 年到期债券分别为 78 亿元、77.5 亿元、114.54

亿元和 53.5 亿元，合计占比 67.47%。综合来看，工程机械行业发债

企业在 2019 年存在一定的集中兑付压力。 

从新发债情况来看，2018 年工程机械行业共新发行 11 只债券，

发债规模为共 136亿元，发行主体共 4个，新发债企业的集中度很高，

其中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发行 5 只债券共计 72 亿元，且均为

超短期及短期融资券。从债券类型看，新发债券中短期及超短期占比

最高为 52.94%，公司债、私募债和中票票据占比分别为 29.41%、10.29

和 7.35%。由于工程机械行业存在以销定产、在制品占用资金规模大，

应收账款回收周期较长的特点，以短期债券为主的融资结构可能会导

致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增加流动性风险。 

工程机械行业发债企业较为集中，预计2019年整体信用水平将保

持稳定，信用风险偏低。 

工程机械行业发债企业较为集中。截至 2018 年末，工程机械行

业中存在公开发行债券的企业共 6家，其中 3家企业主体级别为AAA，

3 家企业主体级别 AA+。2018 年以来发债企业信用级别主要集中在

AA+～AAA，信用资质普遍较高，且级别整体较为稳定。 

此外，由于工程机械行业景气度回升，2017 年以来三一重工主

要产品销售规模明显扩大，盈利能力提升，经营性现金流大幅改善等

原因，主体级别由 AA 上调为 AA+。整体来看，近年来由于工程机

械行业景气度大幅改善，行业企业经营效益亦同步提升，发债企业信

用级别稳中有升。 

表 2  2018 年以来工程机械行业发债企业的主体级别及展望调整情况 

企业名称 级别调整日期 评级机构 
调整前 调整后 

级别 展望 级别 展望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06-14 联合信用 AA 稳定 AA+ 稳定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截至2018 年12 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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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工程机械下游房地产市场运行预计承压或者趋稳，但

基建市场投资大概率提升，对工程机械的新增需求预计会有增长。同

时，由于环保要求趋严以及设备替换高峰的持续，工程机械更新换代

需求仍将旺盛。此外，发债企业基本为行业领先企业，具有规模大、

市场竞争力强、盈利能力强等特点，在行业景气度较高的情况下，经

营大概率稳中有升。综合来看，2019 年工程机械行业预计会保持高

质量发展，样本企业信用水平将保持稳定，信用风险偏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