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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茨迈斯特和卡尔·施莱西特基金会的所有成员都为三一集团的成功而高兴。 
如今它看起来和 2012 年（当时我作为基金会创始人决定加入三一大家庭）时一样好。  
(SM-12011-KS-PUSAN and http://www.karl-schlecht.de/china/merger-putzmeister-sany) 
 
三一集团遵循了普茨迈斯特的传统愿景“最好的想法-最棒的选择” 
(请参见电子书籍“普茨迈斯特世界”PWB in http://www.karl-schlecht.de/lebenserfahrung) 
 
这与卡尔·施莱希特先生所推崇的作为企业合并基础条件的信任精神一致，所有相关方都接受了形成信任

所需的五个元素。 这显示了相同的价值观可以以积极的方式将两个市场领导者凝聚在一起。 这也是三一

集团企业文化的坚实基础。普茨迈斯特目前正受到新冠疫情危机的影响，在中国的三一集团已经克服了新

冠危机，但两家公司之间这种所谓的“信任条款”在今天仍然有效。 
 
三一集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登上了 2012 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也重新获得投资者信心。2012 年时，

三一重工（在 1985 年还是完全私有的公司）的大股东和创始人，梁稳根先生，被媒体誉为中国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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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三一 – 不断创造新纪录！股票价格遥遥领先 
紫色：中联重科 – 最强的本地竞争对手，西法是旗下成员 
绿色：徐工集团 – 是利勃海尔的前合作伙伴，在底盘上安装普迈混凝土泵 

三一重工，作为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在总市值上首次超过日本小松，并在全球排名

第二，仅次于美国的卡特彼勒。 
 
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由于中国政府实施了经济刺激措施，三一股价上涨，表现优于小松。新冠病毒的爆

发和流行引发了投资者对小松的担忧，因此其股价下跌。此外，三一重工的研发实力逐年提升。全球建筑

设备行业也迈入新的阶段，“三大竞争对手” - 卡特彼勒，三一和小松 – 三足鼎立。 
 
行业巨头的股价上涨意味着整个行业非常繁荣，其下属公司的营业额和利润也将持续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自 2016 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已经结束了前五年的重大调整，进入了高度繁荣的状态。 
 
根据许多公司的财务报告，基础设施需求增加、国家环境政策加强、对设备更换的需求不断上涨以及人工

替代效应等因素是建筑设备行业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此前，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三一重工的经营状况仍然良好，没有资金和现金流问

题。他还评论道，政府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措施来确保增长，从而满足总体需求。尽管存在延迟，但总体需

求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证券创始人指出，2020 年第二季度建筑设备行业的增长速度将有更高灵活性。从全年来看，政策保障新

需求。随着设备升级和出口的增长，疏浚行业将持续繁荣。因此，预计淡季的总需求可能下降，但从全年

来看，不仅不会下降，还会有正增长。 
 
中信证券也进行了分析，认为国内疫情已在 2 月份达到拐点。同时，中央政府已经明确了稳定经济增长的

大方向，并制定了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支持反周期调整，这将有利于工程机械行业发展。 
 
三一重工在 2019 年的预估净利润（约 15 亿欧元）比中联重科和徐工集团的净利润总和高出近 3.9 亿欧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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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年来看，三大公司的增长率都超过了 75％。这种快速增长带动了国内工程机械行业的稳健发展。 
 
三一重工的主要增长领域是挖掘机械、混凝土泵机械、起重机械和道路机械，而中联重科的王牌产品是混

凝土泵机械和起重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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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能够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是它在挖掘机行业具有绝对领先优势，该领域的毛利率很高，因此拉开了三

一与徐工集团和中联重科的差距。 
 
根据现有数据，三一重工的小型、中型和大型挖掘机在 2019 年分别占国内市场的 27％，23％和 26％，

比 2018 年增长 2.2、2.4 和 5 个百分点。从销售结构上来看，超过 20 吨的大中型机器的销售占比也 

在稳步增长。当前，具有高挖掘量的大型挖掘产品的份额已从不足 10％增加到约 14％。 
 
此外，三一的泵送机械占据了国内市场的 45％以上，并充分吃到市场快速增长的红利。同时，三一在技

术领域不断创新，提升产品质量，从而提高品牌形象和声誉。 
 
在 2019 年上半年，三一重工的业务结构显示，挖掘机械，混凝土泵机械及相关设备基本上占总体销售额

的三分之二。 业务结构健康。 相比过去，公司业务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疏浚机械和起重机械的

份额已大大增加。 
 
在三一重工的三个主要产品线中，混凝土泵机械一直是国内市场当之无愧的第一。 混凝土泵机械的市场

份额已达到 50％，挖掘机械的市场份额已从 2011 年的 11％增长到 2019 年的 25％。起重机械也以每年

2 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将其市场份额从 3％提升到 26％。 
 
从 2.7％到 16％：这是中国建筑设备制造商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增长幅度。 
 
在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财年中，由英国 KHL 集团发布的全球 50 大建筑设备公司名单中，前 50 大

公司的设备销售额达到 1840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3.5％ 。 
 
卡特彼勒和小松仍然排在前两位，而约翰迪尔由于在去年收购了排名第十四的维特根集团，一举越至第三

位。前十大公司的全球市场份额超过 60％。 

 

美国公司在全球 50 强公司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到 24.5％，日本为 25.4％，中国为 16.0％。 

2004 年，美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份额中占 44.9％，日本公司占 20％，中国公司仅占 2.7％。 

凭借着 4.6％的市场份额，三一现已跻身全球十大建筑设备公司之列，远远超过了中国公司 2004 年在全

球市场的总体市场份额（2.7％）。 
 
由于国内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巨大，中国工程机械公司通过收购进一步改善了自身技术并扩大了业务范围。 

尽管与领先的国际建筑设备公司（如卡特彼勒和小松，其营业额超 200 亿美元）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

但三一重工已经与约翰迪尔、日立工程机械和沃尔沃建筑设备公司（排名第三至第五）处于同一水平。 

三一很快就可以赶上约翰迪尔这样的公司，并且挑战卡特彼勒和小松的领先地位。 
 
 

 
从 2020 年向前回顾： 

公司创始人于 2012 年决定与三一集团合作，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为普茨迈斯特保障未来成功。这个决

策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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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公司创始人基于 5 个基本问题所培养的共同价值观得以维持。 这也验证了企业文化是否成功，并为

三一集团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普迈员工应该为拥有如此强大的母公司而感到振奋。 在当今的新冠疫

情危机中，普迈客户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并提升对普茨迈斯特的忠诚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