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528                                                        证券简称：柳工

柳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请在您选择的方式的“（ ）”中打“√”，下同】

（   ）特定对象调研        （   ）分析师会议

（   ）媒体采访            （√ ）业绩说明会

（   ）新闻发布会          （   ）路演活动

（   ）现场参观

（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华泰证券：肖群稀、戴函彤、王波；

银河证券：韩东帅；

国信证券：张寒之；

高盛证券：纪美惠；

摩根士丹利：王冰瑜；

华商基金：管俊玮；

华夏基金：陈艳春；

国金基金：李超；

天治基金：胡万文；

汇丰银行：chris 李；

长安基金：周垚煜；

长盛基金：张君平；

朴易资产：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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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人寿：卢俊友；

源乐晟资产：吴中游；

君正投资：李涛等券商分析师、基金经理、投资总监等共 32 人。

时间 2018 年 10 月 30 日 14:00-15:00

地点 柳工全球研发中心（柳工国际工业园内）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副总裁黄敏先生，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刘传捷女士，董事会秘书

黄华琳先生。

投 资 者 关 系 活

动 主 要 内 容 介

绍

交流会内容：

一、依据今年 1-9 月份基建和房地产的数据，尤其是基建的数据表现

不太好，增幅一直在收窄。请问公司对四季度和 2019 年需求的判断

如何。

答：根据公司对下游设备开工状况的监控，从装载机和挖掘机来看有

微妙的差异。装载机在三季度同比有小幅上升，特别是大型装载机。挖

掘机基本上二三季度是持平的。虽然房地产行业的增速在下降，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也在下降，但是整体来说国家的铁路、公路和交通的项目持

续投入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判断整体来说四季度不会有大的波动，比

三季度下游的开工稍微好一些。

二、2019 年下游需求怎么判断？

答：2019 年不确定因素比较大，从大的宏观经济来讲，中美贸易战对

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显现，国家现在并没有调整GDP增速目标，还是稳

定在 6.5%左右。从公司所掌握行业相关的数据来看，第一，中国基础建

设投资占的比重还在加大，前一段时间国家批准了 2018到 2020 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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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公路交通、水运项目 15 万亿；第二、与工程机械相关的行业基础投

资，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因此判断 2019 年装载机行业应该有

10%左右的增长，挖掘机有 15%左右的增长。公司对 2019 年需求判断

还是谨慎乐观。此外，现在监控旧设备的退出比例，明年还是退出的高

峰期，所以说挖掘机还是在增长的过程中。

三、刚刚谈到 2019 年挖掘机行业增长可能是 15%，装载机可能是

10%左右的增速，柳工的增长目标要求大概是在什么水平？

答：一般的原则上，柳工的增速目标是比行业平均增速快 15-20%，也

就是挖机行业增长 15%，柳工要增长 30%~35%。这是公司这几年产品

换代、营销渠道调整，客户满意度持续提升带动的。柳工要考虑到综合

影响，把企业规模迅速做大。

四、柳工内部定考核的时候，考核市占还是考核绝对量？

答：柳工内部的 KPI最关键的是市场占有率，市场占有率是核心竞争能

力的体现。其次也对销量增长率有考核，销量增长率还要高于行业的增

长率多少，作为第二考核，就是第二重要的考核，另外还考核产品结

构和风险控制等。

五、对装载机、挖掘机 2019 年的竞争格局怎么判断？柳工针对明年

的竞争环境，有什么应对策略？

答：先谈挖掘机。挖掘机在工程机械中销售收入也好，市场影响也好，

销售量也好，都是整个行业最大的。2018 年整体来说挖掘机关键零部

件的供给，特别是二三季度，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如果不是由

于受制于主要供应商的影响，可能还有更大的增长。挖掘机行业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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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相对还是比较好的，毛利率在 20-30%之间。这个行业 2019 年会有

几个趋势，发生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第一，很可能会发生价格竞争

参与者对行业地位都比较看重。再有，服务的竞争也会加剧，服务的投

入都会增加。今年三四季度，这两个趋势已经出现苗头，所以 2019 年

不排除行业会发生从价格到服务到销售政策的竞争。作为柳工来看，公

司还是以技术创新，不断调整渠道和新产品的应用性，特别是进一步

加大大型挖掘机和小型挖掘机的发展，来巩固柳工的市场地位。

    装载机有几个问题，装载机原材料的成本上升，以往持续的价格激

烈竞争，造成了装载机价格不高。装载机行业在 2019 年更多的是提高

客户的满意度和产品的竞争力，对装载机企业来说，最核心的问题是

控制成本。

总结来说，挖掘机变数比较大，市场竞争会进一步加剧，有一些企

业的苗头已经很明显了，价格已经下调了，这是竞争的焦点。装载机的

竞争相对会比较平稳，更多是在客户满意度的提升上。

六、针对明年可能出现的竞争格局，公司会采取哪些竞争策略？

答：第一，公司会大幅的控制成本，三季度中旬开始实施明确的降低

原材料成本和费用成本的计划；第二，不断推出产品全面解决方案，

保证产品的价值；第三，在服务上投入。公司时刻在关注市场，并不会

主动的做这些调整。

七、财务政策上面，中大小挖各自的首付比例是否有调整？

答：没有。现有政策上，还是保持了一贯的做法。为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公司还是采取稳健的信用政策，包括对客户的预期和管理，总体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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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稳健的。

八、能否介绍一下 1-9 月份装载机的市场状况？从销量和收入来看，

柳工在装载机行业处于什么位置？明年装载机的竞争格局怎么看？

答：1-9 月份公司装载机增长率大概是 56%，行业大概是 34%。行业收

入没有公开数据。1-9 月柳工装载机（销量）市场占有率是 18%，明年

柳工装载机的目标销售收入要做第一，特别是大型机的调整。装载机行

业明年预计不会有太大的状况发生，大家还是比较理性。

九、三季度海外收入的占比提升非常快，主要原因是什么？ 来自哪

些区域？

答：主要是因为三季度国内增速放缓，国外的增速一直保持在 40~50%

左右的增长。

国内市场有一定的季节性波动，但是国际市场是趋稳的。国内市场

二季度最高，一季度次之，三季度最低，四季度又回弹一些，基本上

是一个中长期的销售模式。国际市场，三、四季度要比一、二季度高。

十、前 3 季度还有一些汇兑损失，这是什么原因？敞口还有多大？没

有考虑去做一些对冲？

 答：主要是海外的子公司，尤其是小币种地区，一个是在拉美地区，

一个是在印度，一个是波兰，很多零部件是从中国进口，用美元结算

产品在印度、波兰还有巴西进行销售，用当地货币结算。今年到三季度

为止印度卢布兑美元贬值达到了 13.5%，拉美达到了 20%，这几个工

厂造成了公司汇兑损失影响比较大。对这些国家还没有相应对冲的手段

    预计今后汇兑损失不会进一步扩大，但是近期卢布跟美元的贬值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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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公司现在在印度的结算进行了一些调整，从八月份开始，公司

在印度销售已经开始实行人民币的结算，把美元的结算改成了人民币

的结算。

    正常销售情况下，美元的敞口覆盖 95%，只有在上述提到的国家，

印度、拉美和波兰，会有一些美元负债的敞口，美元负债的敞口大概是

在 5000 万美元。    

十一、前三季度装载机、挖掘机产品的毛利率变化趋势。明年如果价格

有微调，对于毛利率的影响会有多大？刚才提到的有些企业下调

4%，柳工会不会去做相应的价格调整。

答：公司三季度毛利率跟二季度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基本上稳定在

一个水平上，总体情况在 23%左右，跟二季度相比没有大幅的变化。

    预测公司产品的价格不会有大的调整。如果价格变化，也会通过销量

的提升、成本的控制、产品结构的调整来消化价格的不利影响、稳定现在

的盈利水平。

十二、关于现金流的问题，中报公司的现金流净额是负数，三季报还

是负数，想问一下四季度有没有可能转正？

答：三季度为止现金流是负的 5.23个亿，主要的构成和半年报通报的

情况大致一样。公司通过内部贷款自有资金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公司现

在正在筹划通过其他的一些办法来解决中恒租赁公司的资金问题，四

季度如果可以达成的话，中恒租赁公司会归还母公司的内部贷款，母

公司也会减少外面的贷款,现金流就会由负转正。公司力争 12 月份完成

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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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关于首付的比例，竞争对手首付比例有下调吗？第二个问题是

关于之前有提到海外用美元结算，如果之前用美元结算，美元今年

在升值，对公司应该会有汇兑收益，现在改成用人民币结算，不是

反而汇兑收益会不好吗？这个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答：柳工的首付比例今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还是用年初制订的首付

的政策。国内有一家国产品牌和一家韩国企业做了首付比例下调。

    第二个问题要从几个方面去看，一个是美元目前到了 6.9， 1-9 月份

平均下来是 6.6，相较去年是下降的。刚刚提到印度区域，是因为公司

在印度有一个制造工厂，但并没有实现百分之百的本地化的制造，所

以有一些关键零部件会从中国进口，用美元跟中国进行结算，制造出

来的产品是在印度区域当地销售，销售的时候是用卢比来结算的，卢

比兑美元贬值了以后，如果用美元结算，进口成本会增加，但当地的

销售价格没有变化，但采购成本在加大，所以公司就调整印度公司跟

中国采购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十四、柳工未来发展的重点是向大型挖掘机发展，主要是从外资那边

抢份额还是从国内的竞争对手这边抢份额，因为挖掘机这个行业的

竞争很激烈，请问公司的竞争策略是什么？

答：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和美国、日本的企业竞争比较多。中国整体的

产品质量、性价比和服务能力都远远超于国外的品牌。公司有一个成本

测算，采购成本和使用过程中的成本，公司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

十五、今年以来零部件的行业遇到了比较紧张的情况，未来公司会不

会有发展一些像油缸、泵和阀这些跟挖掘机相关的零部件的业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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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要是外购呢？

答：关于主要零部件的生产，现在有部分是和川崎合作，引进技术之

外，还是依靠社会采购，目前还没有自己生产关键零部件的计划。

十六、现在挖掘机的出货情况如何？交付周期大概是多久？11、12 月

挖机排产的情况大概每个月多少台？

答：除了个别的大型的设备可能满足不了之外，中小型基本上都可以

满足，一周左右可以交付。

11、12 月份基本上都是两千多台，并没有减产，主要是为明年一季

度做准备。现在按照明年初步的计划，明年一季度产能可能还是满足不

了，所以公司从 9、10、11、12 月开始在合理的布置。

十七、公司挖掘机今年海外销售比较好，海外的主要客户是谁？

答：欧洲是公司主要的出口市场，大概占到出口量的 30%左右。第二就

是印度、东南亚。中美贸易战以后，对北美市场影响很大，现在公司也

在寻找替代方案，有一个团队在北美专项负责。公司的销售主要是在欧

洲、印度、东南亚，俄罗斯有较大增长，俄罗斯的经济今年也在复苏和

增长。南部非洲有一定量，和去年比有微弱的增长。中东和拉美是下降

的，因为中东和拉美的经济影响很大。

海外客户群体大多是当地的施工单位。非洲和东南亚有一部分是中

国的企业带出去的或者是在当地采购的，欧洲、俄罗斯、印度基本上都

是当地的施工企业。

十八、三季报存货上升较多，是否表明公司仍然比较看好明年一季度

的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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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公司看好明年一季度的行情，公司的目标是增速高于行业平均水

平 20个百分点，市占率每年提升至少 1-1.5个百分点。

十九、公司的销售体制跟其他几家的全经销商商模式不太一样，直营

公司加经销商的销售体制，在进行市场竞争的时候，有哪些优劣势？

答：公司对待直营公司和经销商的政策基本是一样的，都是以销售量、

销售品种、费用为主要的考核手段。代理商和直营公司的区别其一是股

权结构的差别。有四种模式，1）代理商 100%出资即经销模式，2）代

理商控股、公司参股，3）公司控股、代理商参股，4）公司 100%出资

（比例很低）。区别主要是股权结构上的，业务核心还是销售管理、团

队的激励和市场的发展。其二是总经理任命。现在代理商建立董事会的

不多，公司现在是组建董事会来管理直营公司。从实质上来讲，出资方

式有所变化，但是销售政策和市场开拓方面，代理商和直营公司都是

有一套管理办法去管理的。其三部分代理商经营困难，公司接手以后委

派优秀的市场和管理人员，现在直营子公司水平有了较大提升。

二十、公司挖机业务收入中，分公司和经销商的贡献占比是多少？公

司会不会增加经销商的数量，或者经销商的销售人员会持续增加？

答：挖掘机一共有 34家经销商。其中，公司参股的和控股的是 11家，

代理商 100%出资的有 23家，前者与后者对销量和收入的贡献占比均

在 50%左右。相对而言，直营公司的效率更高。直营公司也按照市场规

律经营，平均费用比例差别不大。不会增加新的经销商，但会在现有的

经销商中增加资源投入，继续把经销商的规模做大。

二十一、公司今年市占率提升的幅度是否已完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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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原计划是提升两个百分点，现在是 1.2个百分点。因此公司要求四

季度要比三季度环比增长 30%左右，才能完成目标。去年四季度基数较

高，但是柳工的代理商包括挖掘机产业的战斗力还是不错的，公司有

信心完成既定目标。

附件清单 （ 如

有）

日期
2018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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