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上半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

效益情况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 2019 年上半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效

益情况，指出了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对全年效益情况进行了研

判和展望，并为促进工业健康发展、改善工业效益状况提出了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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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全省上

下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1+9”工作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各种风险、挑战，工业企业效益

呈缓中趋稳态势，营业收入保持增长，利润总额降幅收窄，亏损

企业亏损额由增转降，企业亏损面持续收窄。

一、基本情况

（一）营业收入保持增长。

上半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实现营业收入 67144.53 亿元，

同比增长 4.1%，增幅比全国（4.7%）低 0.6 个百分点，但与江

苏（4.2%）和浙江（4.2%）接近，比山东（-2.9%）高 7.0 个百

分点。

大型和小微型企业营业收入增速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是

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保持增长的主要动力。上半年，大型企业

营业收入增长 4.3%，增幅比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 0.2 个百分点，

拉动增长 2.1 个百分点；小微型企业增长 6.7%，增幅比规模以

上工业增速高 2.6 个百分点，拉动增长 1.9 个百分点；中型企业

增长 0.5%，增幅比规模以上工业低 3.6 个百分点。

重点行业支撑作用明显。由于建材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因

此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营业收入增长 13.0%，增幅比规模以上工业

增速高 7.9 个百分点；华为手机和基站设备销售销售情况较好，

带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增长 6.1%，

增幅比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 2.0 个百分点；在佛山美的集团和珠



海格力电工业务增长较快的带动下，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营业

收入增长 4.9%；全社会用电量增加，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营业收入增长 4.9%。上半年，以上四个行业合计拉动全省营业

收入增长 2.9 个百分点，对全省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70%。

（二）利润总额降幅企稳。

上半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 3881.87 亿元，

同比下降 2.3%，比一季度回落 4.6 个百分点，但降幅分别比 1-4

月和 1-5 月收窄 1.4 个和 0.3 个百分点，呈趋稳态势（见图 1）。

图 1 2018 年以来营业收入和利润增幅趋势图

与全国及经济总量相近省份相比，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

量占全国的 13.0%，位居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首，降

幅比全国（下降 2.4%）低 0.1 个百分点，分别比江苏（下降 3.0%）

和山东（下降 12.6%）低 0.7 个和 10.3 个百分点，位居经济总

量相近省份前列。



国有控股企业利润由降转增，民营企业由增转降。上半年，

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 812.02 亿元，增长 0.9%，增幅比一季度

提高 13.5 个百分点，为全省利润稳定提供有力支撑；民营企业

实现利润 1966.05 亿元，下降 3.8%，比一季度回落 18.0 个百分

点，拉动全省利润总额下降 1.9 个百分点，是全省利润总额下降

的主要原因；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69.59 亿

元，下降 1.2%，降幅比一季度扩大 1.0 个百分点。

利润增长面超五成，医药、电气等行业拉动作用明显。上半

年，广东有生产经营活动的 39 个工业行业大类中，20 个行业大

类利润总额实现增长，增长面为 51.2%，仅比一季度缩小 2.6 个

百分点。上半年，医药制造业增长 7.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

长 6.1%，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12.6%，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增长 3.9%。上半年，以上四个行业合计拉动全省利润增

长 2.0 个百分点，对全省利润总额增长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三）企业减亏成效较为明显。

各类型企业亏损面收窄。上半年，全省亏损企业 11462 家，

亏损面为 22.7%，亏损面比一季度收窄 1.8 个百分点。其中，国

有控股企业亏损面 27.6%，比一季度收窄 4.9 个百分点；民营企

业 20.1%，比一季度收窄 2.0 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

业 30.5%，比一季度收窄 5.3 个百分点。

大型企业减亏明显，中小微型企业亏损增长加快。上半年，

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 524.30 亿元，下降 1.6%，比一季



度回落 9.1 个百分点。其中，大型企业亏损额下降 35.1%，比一

季度回落 39.4 个百分点。中型企业增长 9.7%，增幅比一季度提

高 12.1 个百分点。小微型企业增长 41.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22.4 个百分点。

二、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营业收入增长放缓。

一是全省营业收入增幅回落。上半年，全省营业收入增长

4.1%，增幅比一季度回落 0.6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 3.9 个

百分点（见图 1）。广东有生产经营活动的 39 个行业大类中，

32 个行业大类增幅比一季度回落（或降幅扩大），回落面为

82.1%。二是部分地市营业收入回落幅度较大。上半年，全省 21

个地级以上市营业收入增幅比一季度均有所回落，其中江门（下

降 4.1%）和茂名（下降 2.4）两市降幅最大。

（二）部分地区和重点行业利润下降。

一是四个经济区域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全面下降。上半年，珠

三角利润下降 0.4%，东翼下降 5.2%，西翼下降 21.5%，山区下

降 5.3%。二是大部分地市利润下降，个别地市降幅较大。上半

年，广东 21 个地级以上市中，利润下降的市有 13 个。其中：惠

州（下降 20.9%）、东莞（下降 21.4%）、湛江（下降 30.5%）

和茂名（下降 28.4%）等 4 个市利润降幅超过 20%。三是重点行

业利润降幅影响较大。上半年，受生产成本上升和成品油价下调

导致收入下降双重影响，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利润下



降 53.9%；受中美贸易摩擦、市场需求不足导致增长放缓和成本

上升等多重因素影响，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

下降 4.3%；受汽车销售持续低迷影响，汽车制造业利润下降

9.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利润下降 15.8%。上半年，以

上四个行业合计拉动全省利润总额下降 4.3 个百分点。

（三）财务费用增长加快。

上半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产生财务费用 373.76 亿元，增

长10.8%，增幅比一季度提高9.4个百分点，比1-5月份提高14.8

个百分点。其中，主要受本期人民币升值汇兑损失增加、同期人

民币贬值汇兑收益增加影响及贷款利息支出增加影响，大型企业

财务费用增长 27.7%，拉动全省财务费用增长 7.4 个百分点，是

全省财务费用增长加快的主要原因；中型企业财务费用下降

3.8%，拉动全省财务费用下降 1.3 个百分点；小微型企业财务费

用增长 12.2%，拉动全省财务费用增长 4.7 个百分点，小微型企

业财务费用增长过快,挤压了企业利润空间，加大了经营风险，

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全省财务费用过快增长。

（四）效益综合指标表现不佳。

一是资产贡献率有所下滑。上半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资产

贡献率为 10.21%，同比回落 1.1 个百分点。其中民营企业 9.99%，

下降 1.2 个百分点，影响较大。二是资产保值增值情况不佳。上

半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资产保值增值率为 108.78%，同比回落

1.9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107.15%，回落 3.1 个百分点，



回落幅度较大。三是流动资产周转速度有所减慢。上半年，广东

规模以上工业流动资产周转率为 1.77 次/年，比上年同期减少

0.1 次/年。四是产销率回落。上半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产品

销售率为 97.53%，同比回落 0.6 个百分点。五是利润率有所下

降。上半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 6.15%，同比

回落 0.4 个百分点。

三、对下半年工业效益的研判与建议

一季度，在国家全面下调增值税税率、大力推动企业减税降

费的刺激下，全省工业经济增长有所加快，企业效益情况有所好

转。二季度以来，相关政策刺激退潮，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又逐

步呈现，广东工业经济增速回调幅度较为明显，主要效益指标表

现较为低迷。

展望下半年，虽然广东工业发展基本面尚好，各种积极因素

不断积累，但不利因素仍然较多，整体形势较为复杂。

从不利因素看：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广东部分工业产品出

口；二是贸易摩擦影响原材料、基础原件和基础技术进口能力，

从而影响相关行业及关联的下游行业生产和经营；三是中美贸易

摩擦升级，部分外资企业对广东投资意愿下降，外迁意愿有所加

强。

从有利因素看，我国和我省金融环境相对宽松，各级政府积

极主动作为，为工业经济健康较好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

广东市场比较成熟，供应链和产业链相对完善，产业发展的内在



动能较好。此外，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营造良

好营商环境，降成本，减税降费，推进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建设，推进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步伐，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动力。广东电子产业尤其 5G 产业总量大，起点高，优势明

显，发展空间巨大。针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一大批企业积

极应对、主动作为、求变求新，加强技术开发、打造自主品牌、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为保证广东工业经济健康持续较快发展提供

了有利支撑。

综合以上因素，初步预计 2019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效益缓

中趋稳，稳中有进。

为推动全省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加快推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进程，要坚持底线思维，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1+9”工作部署，建议如下：

（一）充分预计各种风险，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各种挑

战。一是充分预计经济下行对企业原材料采购、用工、生产开发、

经营销售等各个环境的影响，积极调整采购、生产和销售策略，

做好开源节流。二是充分预计中美贸易摩擦对广东工业企业影响

的长期性、复杂性、反复性和严峻性，积极寻找替代材料、组件，

积极拓展新兴市场、开发新客户，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方式，提高

企业生产效率和效益。

（二）规范行业秩序，提升工业经济开放水平。一是进一步

规范行业秩序，保证中小工业企业，特别是发展前景好、发展速



度快、技术含量高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增强行业发展活力和竞

争力。二是积极推动广东工业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广东工业

企业国际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三）下大力气扭转工业投资增速下滑的颓势，增强工业发

展的后劲和动力。一方面要加快推进推动先进制造业、珠江西岸

先进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等重点产业、行业发展步伐，确

保相关工业产品早下线抢占有利市场，稳步提升企业、产业生产

效率和效益。二是要积极谋划工业发展的方向和格局。积极推进

高精尖产业、行业招商引资、引智工作力度，抢占未来工业发展

的制高点和有利位置。三是要加快推动电子信息、汽车、家电、

机器人和绿色石化等五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方案的部署实施，推进

产业集聚发展，带动全省工业向更加优质、高效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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