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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行业深度报告模板 
物流车首次进入推荐车型目录 

关注 2017 年系列政策的发布 

  

推荐维持评级 

核心观点:   

 【上周行情回顾】 

上周，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22 个百分点，电气设备板块指数
下跌 1.89 个百分点，落后沪深 300 指数 2.11 个百分点。涨幅居前
五的股票为凯中精密、神力股份、易事特、佳电股份、中来股份。
跌幅居前五的股票为摩恩电气、九洲电气、光一科技、远程电缆、
威尔泰。电气设备细分行业中，电机指数下跌 0.94 个百分点；电
气自动化设备下跌 2.1 个百分点，其中,电网自动化板块下跌 0.53
个百分点，工控自动化板块下跌 2.85 个百分点，计量仪表板块下
跌 4.67 个百分点；电源设备指数下跌 1.26 个百分点，其中，综合
电力设备商板块上涨 0.37 个百分点，风电设备板块上涨 0.02 个百
分点，光伏设备板块下跌 1.8 个百分点，火电设备板块下跌 3.81 个
百分点，储能设备板块下跌 0.68 个百分点；高低压设备指数下跌
2.44 个百分点，其中，高压设备板块下跌 0.24 个百分点，中压设
备板块下跌 2.85 个百分点，低压设备板块下跌 2.89 个百分点，线
缆部件及其他板块下跌 3.47 个百分点。 

 【本周观点】 

上周，工信部发布了第四批《推荐车型目录》，首次纳入了
244 款纯电动专用车车型。预计适用时间只有 12 月 1 个月。由于
2017 年的补贴标准将大幅下滑，因此车企有动力“抢装”，而且
很多车企为了迎接年底的小高峰，已做了大规模的备货，这部分
存货车型能否纳入 2017 年的新版推荐车型目录不确定性很大，车
企必然会力争年底前销售完毕，以“落袋为安”。因此，我们认
为 12 月会有一次“小高峰”，但由于时间很短，且必须保证终端
的使用率，因此规模可能不会很大，以消化库存为主，行业的中
期发展空间仍要视 2017 年准入、补贴、目录等政策的出台情况而
定。我们认为龙头供应商仍可关注，电机环节推荐蓝海华腾（东
风特汽、一汽解放、大运汽车的主要电控供应商），关注英威腾，
电池环节推荐国轩高科，关注坚瑞沃能、澳洋顺昌、亿纬锂能等。 

 【近期重点报告】 

年度策略报告：资产证券化、混合所有制、兼并重组等国企
改革主题持续升温；电力体制改革驱动服务业和产业创新，期待
技术创新打破垄断；新能源汽车替代燃油车曲折中前行；风电光
伏新增装机规模下滑致设备企业利润增长承压，运营受益于限电
改善但空间有限；核电项目自 2015 年底后的再次核准将给板块带
来短期机会；美国大选为我国的一带一路提供了机遇。推荐上海
电力、东方能源、蓝海华腾、汇川技术、江苏神通、北京科锐。 

 【重点数据】 

光伏数据点评：上周，光伏级多晶硅料价格保持不变；单晶 6
寸硅片价格保持不变，多晶 6 寸硅片价格下跌 1.37 个百分点；单
晶 5 寸电池片价格下跌 1.57 个百分点，单晶 6 寸电池片价格下跌
1.6 个百分点，多晶 6 寸电池片价格下跌 1.64 个百分点；组件价格
下跌 1.02 个百分点。电池价格点评：上周，电池级碳酸锂成交主
流报价 128000-130000 元/吨左右，负极材料市场，国内低端负极材
料主流报 1.8-2.2 万元/吨，中端产品主流报 4-5.5 万元/吨，高端产
品主流报 8-10 万元/吨。电解液价格普遍在 7-9 万元/吨左右，六氟
磷酸锂价格普遍在 38-41 万元/吨左右。隔膜市场，干法隔膜大约
3.5-4.5 元每平米；湿法隔膜大约 4.5-5.5 元每平米,；进口隔膜价格
基本维持在 5.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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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周报/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 

一、本周观点 

核电：三门、海阳一期示范项目均已冷试成功，热试进展顺利。随着三代核
电 AP1000 技术的日趋成熟以及华龙一号技术融合的加速，国内核电建设将再一
次迎来高峰。国外核电建设在福岛核事故也开始恢复建设。全球三代技术机组的
逐步投产将进一步拉动核电投资。关注原子能法、核电十三五规划等核电政策的
颁布。 

 

改革： 电力行业正在进行着巨大的变革。1、国企改革：兼并重组减少恶性
竞争；2、供给侧改革：缓建一批、取消一批、停建一批火电；3、电改：除了看
好几乎垄断了还没有完全放开的售电市场的售电公司，还看好负荷地区火电机组，
外来电占比越高的区域，区域内机组利用小时数弹性越大，如 2015 年外来电占用
电量比重 44%的上海、27%的广东、22%的河北、19%的浙江。推荐智光电气、北
京科锐、长园集团、四方股份、科陆电子、上海电力、东方能源。 

 

新能源汽车：从近几个月的情况来看，虽面临着一系列政策因素的制约，我
国仍保持了每月 4 万辆左右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未来即使保持此产销量，全年
超过 40 万辆是毫无疑问的。再考虑到第四批推荐车型目录已出台以及明年补贴退
坡 20%的刺激作用，全年产销量超过 45 万辆应是大概率事件。短期的政策调整不
会影响新能源汽车长期替代传统燃油汽车的产业趋势，部分前期涨幅落后、估值
水平合理的龙头公司仍可布局。电机电控推荐蓝海华腾、汇川技术、宏发股份、
合康变频，电池材料推荐国轩高科、江苏国泰、长园集团。 

 

新能源：新能源是景气度较好的子板块之一，但是考虑到 2015 年 30GW 是
历史最高风电装机规模、光伏 2016 年上半年抢装之后需求不再乐观，整个板块的
高增速、低估值的趋势或削弱。 

配额制已落地。配额制的实施将给予新能源行业再次爆发的机会，但这个实
施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的落实、需要电力体制改革的落地。另一个需要关注
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在去年几大集团合并之后，步伐并没有停滞。关注
清洁能源注入上市公司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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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周报/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 

二、近期重点报告 

（一）2017 年年度策略：改革驱动创新、创新打破垄断，清洁能

源投资曲折中前行 

 资产证券化、混合所有制、兼并重组等国企改革主题持续升温。国企经营效率存
在极大提升空间，资产证券化及混合所有制都是非常好的改革方向。兼并重组解
决国企之间的同质化发展和无序竞争，营造良好的市场化经营环境。电网及能源
行业国有资产云集，在经历了过去十几年的大发展后，整体电力供求关系大幅改
善，行业内公司竞争日益加剧，将是国企改革的重点行业之一。资产证券化与兼
并重组对相关企业业绩增厚最直接确定，相关标的为上海电力（推荐）、东方能
源（推荐）、国电南自、国电南瑞、哈尔滨电气、东方电气等。 

 电力体制改革驱动服务业和产业创新，期待技术创新打破垄断。自 2015 年电改 9

号文下发后，主要以单个省份为主体首先进行省内电力市场的改革，负荷地区通
过加大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的方式降低用电成本，水电大省期望降低输配电价让
当地工业真正享受上廉价的水电，供需较为均衡的省份则更加注重配电投资放开、
配售电一体化的改革方向。到目前为止，低廉的煤价使得发电企业有降价的资本，
垄断的暴利使得电网有足够的利润空间与他人分享，而随着煤炭价格又回归 2015

年水平，发电集团要求上调电价以平衡亏损，整体电改或遇到瓶颈。但从社会资
本参与售电和增量配电环节来看，市场活力的注入将驱动电力服务，甚至整个电
力行业的创新，打破电力靠垄断挣钱。关注能够提供节能改造、设备托管运维、
能效管理等增值服务的公司，不仅关注其商业模式的理顺，还要关注其相关技术
创新。相关标的可以包括所有发电企业、电力设备及电力服务企业，如北京科锐
（推荐）、智光电气等。 

 新能源汽车替代燃油车曲折中前行。在需求侧，由于骗补余波未了，新国补政策
未按预期落地及物流车何时纳入推荐车型目录不确定，致全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销
量或大幅低于市场前期预期的 70 万辆，但较去年仍有近 30%的增长。在供给侧，
存量供应商大幅增加资本开支，行业暴利又引来巨量新进入者。国补政策的持续
延期或促行业洗牌，真正优质的企业将浮出水面。2017 年我们建议关注乘用车中
无里程焦虑问题的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以及租赁运营市场对专用车和乘用车需
求的拉动。子行业中，看好尚未形成稳定格局、资产轻且盈利能力稳定的电机电
控以及进口替代空间大、生产工艺壁垒高的隔膜，相关标的蓝海华腾（推荐）、
汇川技术（推荐）、双杰电气。 

 风电光伏新增装机规模下滑致设备企业利润增长承压，运营受益于限电改善但空
间有限。2015 年 30GW 风电 是历史最高新增装机规模、2016 年上半年 25GW

光伏更是新增装机的高点，行业整体已过高速成长期，设备利润增速下滑且估值
承压。随着新增装机规模的下降，短期限电改善运营业绩向好、特高压建设及配
额制实施也将助力风光发展。隆基股份、阳光电源等行业龙头将优于行业整体。 

 核电项目自 2015 年底后的再次核准将给板块带来短期机会。核电短周期设备弹性
大，相关标的为江苏神通（推荐）、台海核电（推荐）、盈峰环境。 

 美国大选为我国的一带一路提供了机遇。相关标的为上海电力等。 

（二）2016 年中报分析：新能源（含汽车）带领行业价量齐升，

期待核电核准集中落地 

 营收增速维持稳定，毛利率和净利率不断上扬 

2016 年上半年全部样本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2958 亿元，同比增长 16.0%，归属
净利 260 亿元，同比增长 31.7%。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金风科技、东方日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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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源、亿晶光电、隆基股份、福斯特、平高电气、特变电工、国电南瑞、置信
电气、长园集团、江特电机、国轩高科、南都电源、台海核电等收入体量较大、
利润增长较多的公司快速增长。这些公司集中在新能源、电池材料、配用电等子
板块。2016 年上半年样本公司毛利率为 24.3%，较去年同期上升 1.4 个百分点；
净利润率为 8.8%，较去年同期上升 1.1 个百分点，两者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新能源汽车及新能源带动行业 2016H1 快速增长 

根据各细分板块数据，我们认为新能源、配用电、电机电控、电池材料和充电桩/

电源这 5 个板块营业收入同比增速高于 20%、净利润同比增速高于 20%，较 2015

年业绩稳步提升，属于景气度较好的板块。特高压/一次、电线电缆、核电和机器
人板块的业绩基本维持稳定，属于景气度变化不大的板块。发电设备板块，净利
润同比降低约 20%，景气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 

 期待核电核准集中落地、国企改革及电改加快资产注入进程、新能源汽车在杜绝
骗补政策出台后将迎来又一高峰 

得益于一年多的高景气度，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特高压/一次 PB、PE 在较低水
平。 

上半年核电业务占比高的公司均取得了较快增长，如江苏神通、台海核电、盈峰
环境上半年的净利润增速均在 40%以上。随着三代核电 AP1000 技术的日趋成熟
以及华龙一号技术融合的加速，2016 年将成为三代核电大规模开工之年，期待机
组核准的集中落地。短周期设备企业业绩弹性大，新增订单及订单确认将在明年
加速，估值趋合适，推荐江苏神通、台海核电和盈峰环境。到 2020 年核电在运规
模较现在翻一倍，关注存量市场标的远达环保。 

国企改革推动兼并重组减少恶性竞争；电力行业的供给侧改革，缓建一批、取消
一批、停建一批火电；电改，除了看好几乎垄断了还没有完全放开的售电市场的
售电公司，还看好负荷地区火电机组。推荐智光电气、北京科锐、长园集团、四
方股份、科陆电子、上海电力、东方能源。 

从近几个月的情况来看，虽面临着一系列政策因素的制约，我国仍保持了每月 4

万辆左右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未来 5 个月即使保持此产销量，则有 20 万辆，加
上前 7 个月的 21 万辆，全年超过 40 万辆是毫无疑问的。再考虑到从 9 月开始进
入汽车消费旺季以及明年补贴退坡 20%的强力刺激作用，全年产销量超过 50 万辆
应是大概率事件，预计在 55 万辆左右。短期的政策调整不会影响新能源汽车长期
替代传统燃油汽车的产业趋势，部分前期涨幅落后、估值水平合理的龙头公司仍
可布局。电机电控推荐蓝海华腾、汇川技术、宏发股份、合康变频，电池材料推
荐国轩高科、江苏国泰、长园集团。 

2015 年 30GW 是历史最高风电装机规模、光伏 2016 年上半年经历了大规模抢装，
行业未来增长的驱动力在于配额制和电改的实施。 

（三）电改跟踪：广东深化改革，集中竞价引入售电公司 垄断

只是暂时，售电核心还看用户粘性 

 2006 年启动试点、2013 年扩大、2015 年深化  

2006 年，广东启动台山直接交易试点，参与者为台山电厂和当地 6 家企业，年直
接交易电量仅约 2 亿千瓦时。2013 年，广东省连续颁发多项文件扩大大用户直购
电试点，当年完成直接交易电量 23.87 亿千瓦时、2014 年完成 148.48 亿千瓦时、
2015 年完成 229.18 亿千瓦时。2016 年直接交易电量目标为 420 亿千瓦时，占全
省用电量的 7.8%。 

 逐步放开电力用户准入限制、有序增加售电企业 

广东省是全国率先开展集中竞争交易的省份之一，集中竞价引入售电公司的首个
省份，其电力直接交易市场参与者除了电力用户、发电企业还有售电公司。省内
电力用户的准入限制正在放开，由原来的工业大用户，到现在的商业大用户和可
由售电公司代理的一般工商业用户。按照未来 3 年工商业用电交易全部放开的节
奏，电力直接交易规模或增长 10 倍。目前已有近一半的省内统调装机容量参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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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交易，未来发电企业之间的直接交易的竞争加剧程度是三类参与者中最低的。
售电公司目前已发布两批共 67 家，正在持续扩容中。未来售电企业之间的竞争加
剧程度为三类参与者中最高。 

 双边自主协商为主、集中竞价为辅 

广东省 2016 年直接交易电量目标 420 亿度，其中年度协商电量 280 亿度，月度集
中竞价电量 140 亿度。协商交易由双边自行协商后形成的交易意向经安全校核和
交易中心确认后确定。集中竞价交易由买卖双方在指定时间通过交易平台申报电
量和价格，类股票市场，撮合时，按买电方报价与卖电方报价的价差从高到低依
次成交。集中竞价时发电厂最低价提高成交量的策略导致申报价格极端化，因此
经信委将 β 系数，即返还给用户的价差比例，从 0%提升至目前的 50%。随着 β

值的提高，电厂将逐步提高申报价格。 

 随着准入数量的增加，售电公司的盈利将面临冲击 

电改初期售电公司凭借垄断优势赚取发电端降价超过用电端降价的价差。广东省
3 到 6 月的集中竞价交易分别成交了 10.5、14、14、18.7 亿度电，发电企业平均
降价幅度在 0.094-0.148 元/度。其中，每个月的 63-83%的成交量由售电公司完成。
对比 2014 年及 2015 年直接交易平均 0.00447-0.00897 元/度的价差降幅，售电企业
可获得巨大的收益。第一批售电相关上市公司售电业务对 2016 年的业绩弹性穗恒
运 A 为 18.7%、科陆电子 5.6%，第二批售电相关公司年化之后的业绩弹性分别是
迪森股份为 13%，智光电气 3.8%、易事特 2.2%、积成电子 1%。 

 看好抓住用户的配售电公司以及负荷地区火电资产 

随着获得准入售电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价差收益将大幅减少。我们认为能够通
过提供节能改造、设备托管运维、能效管理等增值服务不断抓住新用户的公司以
及以用电数据为基础的大数据分析公司将享受电改红利，其中，有电网和园区资
源背景的公司能够率先抢占用户资源，并将资源逐步兑现成利润，推荐能够为客
户提供一站式的综合能源服务解决方案的智光电气，以及深度绑定贵州园区内用
户的北京科锐。我们还看好负荷地区火电机组。外来电占比越高的区域，区域内
机组利用小时数弹性越大，如在外来电占本省用电量 44%的上海、27%的广东、
22%的河北以及 19%的浙江区域内火电资产。 

（四）电机电控深度报告：优秀企业如能抓住客车的机遇，就更

能抓住专用车爆发、扎根乘用车 

 汽车电动化发展趋势下，电池、电机、电控替代传统汽车三分之一的零部件，成
为新能源汽车最核心的零部件，占整车成本的比重高达 46%至 71%。其中，新能
源汽车电机驱动系统主要由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各种检测传感器等组成，其
价值主要由电机的数量、功率和技术难度决定，我们预计今年电机驱动系统市场
空间超 160 亿元，同比增长 30%，2020 年将超 500 亿元。此外，由电池来提供动
力，电气系统增加、电压等级升高，将带来继电器价值和数量的双提升，预计 2016、
2020 年车用高压直流继电器的市场空间分别达 10 亿、40 亿元。 

 与一般工业用电机相比，新能源汽车电机安装空间受限、运行环境恶劣、控制性
能和可靠性要求高，永磁同步电机使用率超过 90%。国产电机在功率密度、峰值
效率、高效区指标等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产品一致性、可靠性和集成度与国外
产品还存在差距。目前国外大部分车企，特别是欧美车企，都选择了向博世、采
埃孚、大陆、电装等大型汽车零部件生产商或者日立、东芝、明电舍、安川、福
田电机等大型电机制造商采购电机。国内大洋电机、方正电机、信质电机等工业
电机制造商和精进电动、上海电驱动、大地和等针对新能源汽车电机成立的企业
正在积极布局驱动电机市场。随着电机行业成熟度的提高，零部件内部配套逐渐
转为外部采购细化分工。信质电机等优秀的零部件供应商逐渐发展壮大。 

 电机控制器的作用是接收整车控制器的车辆行驶控制指令，根据指令把动力电池
的直流电转换为所需要的高压交流电，控制电机输出指定的扭矩和转速，驱动电
机输出机械能并带动车辆行驶。国内电机控制器在集成度、控制算法和电磁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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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指标上与国外产品差距小，但是三大元器件之一 IGBT 模块的封装能力较
落后，造成国内电机控制体积比国外同类产品大 50-60%。大洋电机已在 2011 年
启动 IGBT 封装建设项目。相比电机，电机控制器外购的比例更高。除宝马 i3、
丰田普锐斯、tesla 等少数车型选择原厂配套电机控制器外，大部分车型都与日系
电装、日立、三菱、东芝、明电舍、康奈可或者欧美系麦格纳、大陆、德尔福等
中 1-2 个厂商紧密合作。国内合康变频、蓝海华腾、汇川技术等工业变频器企业
和上海大郡、天津松正等多年专注于车用电力电子技术的企业正以电机控制器为
切入点进入新能源汽车市场。 

 因技术沉淀不足和外购成本更具优势，除比亚迪等少数全产业链布局的车企外，
国内大部分车厂选择对外采购电机驱动系统，为国内电机和电力电子公司提供新
的发展机遇。看好优秀的电机电控供应商，之前专注于客车的供应商如果能够抓
住客车市场的爆发，那就比其他公司更容易抓住专用车的爆发和扎根乘用车，已
经切入乘用车市场的公司可以继续享受乘用车这个大蛋糕。推荐商用车动力总成
竞争力强、布局充电桩运营的最小市值的电机驱动系统上市公司合康变频；商用
车电机控制器地位稳固、发力物流车和乘用车的蓝海华腾和汇川技术；高压直流
继电器有望进入 tesla 供应链、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继电器公司宏发股份；电机控制
系统步入收获期，携手安凯汽车布局智能汽车电网、无人驾驶等领域的优秀光伏
逆变器公司阳光电源。 

 

[table_research]  [table_main] 行业深度报告模板 [table_research]  [table_main] 行业深度报告模板 

三、行业一周动态与点评 

（一）新能源汽车   

 武汉首家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行业协会正式成立：2016 年 11 月 25 日，武汉首家电

动汽车充电服务行业协会在武昌区 VV+车联网产业园正式成立。(简称，排名不分

先后)东风电动、电动汽车示范运营、联城融通、特来电、万帮星星充电、国家电

网、武汉市交投、武汉供电公司电动汽车服务公司、武汉中原电子、湖北既济电

力、浙江万马、深圳聚电网络、湖北省电动汽车流通协会、武汉汽车行业协会等

几十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协会参加仪式。武昌区人民政府、武昌区科技和产业

发展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出席仪式。 

（http://www.d1ev.com/47184.html） 

 1102 款车型入选第九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11 月 25 日，

工信部发布了第九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共有 1102 款车

型进入目录。其中纯电动车型 944 款，包括 73 款纯电动乘用车、487 款纯电动客

车、15 款纯电动货车、367 款纯电动专用车和 2 款纯电动牵引车；插电式混合动

力车型 151 款，其中乘用车 20 款、客车 130 款及专用车 1 款；燃料电池车型共 7

款，其中乘用车 1 款，客车、专用车各 3 款。 

（http://www.d1ev.com/47192.html） 

 力神/宁德时代九家企业进入《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第一批：2015 年 9 月

16 日工信部发布了《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旨在加强锂离子电池行业管理，

提高行业发展水平，推动锂离子电池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该规范对锂离子电池生

产实行准入，严格控制新上单纯扩大产能、技术水平低的锂离子电池行业项目，

并通过规定企业电池年产能不低于 1 亿瓦时等条件，以避免行业“散、小、乱”发

展趋势。 

http://www.d1ev.com/47184.html
http://www.d1ev.com/471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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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1ev.com/47191.html） 

 明年深圳公交车全部换成电动车 2020 年出租车电动化：“粤建粤美”广东绿色发

展主题网络采风活动的最后一站前日来到深圳，近十年来，在 GDP 增长 3.5 倍、

机动车保有量增加 5 倍、人口增加 1 倍的情况下，深圳的 PM2.5 浓度却下降了 5

成以上。以电动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在深圳的广泛普及，也成为缓解大气污染

的最有效方式之一。深圳也提出，明年 1.5 万辆的公交车全部替换成纯电动汽车；

到 2020 年，出租车也要全面电动化。 

（http://www.d1ev.com/47239.html） 

 海南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营管理办法出台：近日，海南省发改委发布《海南省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对外运营并接入省级充

电设施信息平台的充电设施，运营阶段按充电电量，给予运营度电补贴，暂定补

贴期限为 5 年。补贴标准 0.1 元/千瓦时；按照安装额定功率为基数，每个充电桩(站)

补贴上限为，每千瓦不超过 200 元/年。按属地原则，补贴费用省、市(县)各承担

50%。对省级充电设施信息平台投资和运营给予补贴。对 2016 年至 2020 年省级

平台设备投资及 APP 应用平台等相关研发费用，给予 30%财政资金补贴，补贴上

限不超过 500 万元。对省级平台运营涉及的公共网络租赁等公共服务费用，给予

财政资金补贴，每年补贴上限不超过 100 万元。 

（http://www.d1ev.com/47240.html） 

 2017 年起三元锂电池将正式解禁客车 产品风险评估已完成：在国家政策的推动

和行业共同努力下，近两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出

现了电动汽车安全事故频发、事故频率增高的问题。随着新能源汽车推广数量增

加、老旧车辆增多，安全问题会更加突出。新能源汽车安全问题引起了国务院的

高度重视，11 月 15 日工信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安全

监管工作的通知》，11 月 29 日，相关部委又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安全监管政

策进行解读。 

（http://www.d1ev.com/47244.html） 

 宝马、戴姆勒、大众、福特四大巨头联手推出欧洲电动汽车充电站网络计划：宝

马、戴姆勒、大众、福特等汽车公司正推出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欧洲建立高性

能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挑战特斯拉。这套欧洲电动汽车充电网络的建设工作有

望于 2017 年开始。 

（http://www.d1ev.com/47254.html） 

 工信部对动力蓄电池回收管理办法征意见，将制定一系列技术标准：12 月 1 日，

为加强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规范行业发展，工信部发布《新能

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该办法从设计、生产

及回收责任、综合利用、监管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该办法提出，工业

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标准化主管部门制定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相关拆卸、拆解、

包装运输、余能检测、梯级利用、材料回收利用等技术标准，建立动力蓄电池回

收利用管理标准体系。 

（http://www.d1ev.com/47319.html） 

（二）电力 

http://www.d1ev.com/47191.html
http://www.d1ev.com/47239.html
http://www.d1ev.com/47240.html
http://www.d1ev.com/47244.html
http://www.d1ev.com/47254.html
（http:/www.d1ev.com/473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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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开展天津市电力直接交易第二批用户准入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发布：近

日，天津市经信委发布了《关于开展天津市电力直接交易第二批用户准入工作有

关事项的通知》。文件明确，电力用户的权利义务包括，按规则参与直接交易，

签订和履行购售电合同、输配电服务合同;获得公平的输配电服务和电网接入服务，

按规定支付电费、政府性基金与附加等费用;按规定披露和提供信息，获得直接交

易和输配电服务等相关信息;服从电力调度机构的统一调度，在系统特殊运行状况

下(如事故、严重供不应求等)按调度要求安排用电;其他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权利和

责任等。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1125/791900.shtml） 

 华电集团公司与中国联通签署能源供应合作协议：11 月 23 日，华电集团公司与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在京签署综合能源供应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赵建国，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程念高，党组成

员、副总经理邓建玲、陈建华，中国联通董事长、党组书记王晓初，副总经理、

党组成员邵广禄出席签约仪式。 

（http://shoudian.bjx.com.cn/html/20161125/791828.shtml） 

 蒙西－天津南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10 月 19 日，特高压工

程开始第一阶段系统调试，10 月 28 日开始第二阶段系统调试，11 月 2 日开始第

三阶段系统调试，11 月 11 日顺利完成 4 大类 43 项调试项目。11 月 21 日，国家

电网公司召开工程试运行启动电视电话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刘泽洪出席会议并宣

布工程从 16 时起进入试运行。 

（http://shupeidian.bjx.com.cn/html/20161128/792075.shtml） 

 榆横-潍坊特高压配套电源送出工程获批：11 月 24 日，榆横-潍坊特高压配套电源

送出工程获得陕西省发改委核准批复，该工程建设将有力促进陕北能源基地电力

外送。1000 千伏陕西榆林至山东潍坊特高压工程是陕西首条跨越陕、晋、冀、鲁

四省能源输送的“特高压大动脉”。该线路承担华北东部地区重要送电任务，是我

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12 条重点输电通道之一，也是我国输电距离最长的特高

压交流输电工程。 

（http://shupeidian.bjx.com.cn/html/20161128/792228.shtml） 

 中广核福建平潭 30 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获福建发改委核准：近日，中国广核集团

(简称中广核)福建平潭大练 30 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获得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核准批复，成为继江苏如东海上风电项目投运后,中广核又一获得核准的海上风电

项目。据介绍,平潭大练海上风电项目位于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平潭岛东北侧一

带海域，年平均风速 9.4m/s，总装机容量 30 万千瓦，是国内风资源条件最为优秀

的项目之一，也是中广核今年内单体核准容量和拟投资规模最大的新能源项目。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1125/791943.shtml?txxxbs=sogou） 

 全球“华龙一号”示范工程首堆燃料组件采购合同签订：11 月 26 日，“华龙一号”

示范工程首堆燃料组件采购合同签署仪式在中核建中举行，福清核电有限公司总

经理徐利根和中核建中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代总经理任宇洪在合同书上签字。根

据合同约定，中核建中将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和 2020 年 7 月 30 日分别交付 183

组和 177 组燃料组件及全堆芯相关组件用于“华龙一号”示范工程——福清核电 5、

6 号机组。“华龙一号”示范工程首堆燃料组件采购合同签署，标志着“华龙一号”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1125/791900.shtml）
http://shoudian.bjx.com.cn/html/20161125/791828.shtml
http://shupeidian.bjx.com.cn/html/20161128/792075.shtml
http://shupeidian.bjx.com.cn/html/20161128/792228.shtml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1125/791943.shtml?txxxbs=sog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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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工程首堆燃料组件及相关组件进入批量化生产阶段。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1128/792175.shtml） 

 海阳核电 1 号机组非核冲转试验成功：11 月 26 日 15 时 33 分，AP1000 依托项目

海阳核电 1 号机组非核蒸汽冲转完成所有试验，主汽轮发电机各项性能和参数满

足设计要求，标志着海阳核电 1 号机组非核冲转试验成功。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1128/792066.shtml） 

 国家能源局正式印发《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家能源局昨日正式印发《风

电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期间风电发展目标和建设布局。规划指

出到 2020 年底，风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确保达到 2.1 亿千瓦以上，其中海上风电

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500 万千瓦以上;风电年发电量确保达到 4200 亿千瓦时，约占

全国总发电量的 6%。有效解决弃风问题，“三北”地区全国达到最低保障性收购利

用小时数的要求；风电设备制造水平和研发能力不断提高，3-5 家设备制造企业全

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市场份额明显提升。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1129/792710.shtml） 

 发改委、能源局公布 105 个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名单：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发

布了关于规范开展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的通知，确定延庆智能配电网等 105 个

项目为第一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项目。通知规范了增量配电网的范围，增量

配电网原则上指 110 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电网和 220(330)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工

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等局域电网，不涉及 220 千伏及以上输电网建设。通知明

确了试点项目业主应为独立法人，具有与配电网投资运营相应的业务资质和投资

能力，无不良信用记录，确保诚实守信、依法依规经营。通知提出试点项目涉及

的增量配电网应与公用电网相连，除鼓励发展以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以及促进能

源梯级利用为目的的局域网、微电网外，发电企业及其资本不得参与投资建设电

厂向用户直接供电的专用线路，也不得参与投资建设电厂与其参与投资的增量配

电网络相连的专用线路。 

（http://shoudian.bjx.com.cn/news/20161201/793289.shtml） 

 中国出口最大容量燃煤机组通过满负荷试运行：由中国能建参建的中国出口最大

容量、技术参数等级最高的燃煤机组——印度纳佳电站 1 号机组满负荷试运行圆

满成功，各参数指标优良，得到了业主高度认可。印度纳佳电站项目是由中国能

建下属天津电建联合总包、中电工程东北院设计的 2×66 万千瓦超临界燃煤电站工

程，机组采用超加参数组机，再热蒸汽温度可达 600 摄氏度。项目地点位于印度

南部沿海安德拉邦境内，自 2012 年 2 月项目合同正式签订以来，中国能建参建企

业秉承着“高效服务业主，保证精致履约”的原则，严格把控工程质量，高效推进

项目履约，为机组顺利完成满负荷试运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1201/793390.shtml） 

 四川省拟验收 11 个电力项目-火电 1 个，水电 10 个：四川省拟验收 11 个电力项

目，涉及火电 1 个，水电 10 个，其中包括：甘孜州巴塘县巴楚河拉拉山水电站工

程，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玉田水电站，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

1000t/d 等。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1201/793387.shtml）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1128/792175.shtml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1128/792066.shtml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1129/792710.shtml
http://shoudian.bjx.com.cn/news/20161201/793289.shtml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1201/7933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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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能源其他 

 河北发改委：申报 2016 第二批普通光伏电站并网计划：今年，国家下达河北省普

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 100 万千瓦，第一批已安排并网计划 77.14 万千瓦，为做好

第二批并网计划申报工作，河北省发改委下达第二批普通光伏电站并网计划的通

知。 

（http://www.solarzoom.com/article-92388-1.html） 

 山东发改委：到 2020 年建设 112.05 万千瓦光伏扶贫电站：11 月 30 日，山东省发

改委发布《关于实施脱贫攻坚重大工程包的通知》。关于光伏扶贫工程，作出如

下部署：以无集体经济收入的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和无劳动能力、无稳定收入来

源的建档立卡深度贫困户为重点，因地制宜采取户用分布式发电、村级小型电站

和集中式电站等建设模式，统筹实施光伏扶贫工程，到 2020 年，确保覆盖 1000

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10 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先期重点推进 112.05 万千瓦的

第一批光伏扶贫项目建设，其中村级电站（含户用系统）31.75 万千瓦，对应帮扶

7 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户；集中式电站 80.3 万千瓦，对应帮扶 3.1 万个建档立卡贫

困户。 

（http://guangfu.bjx.com.cn/news/20161130/793036.shtml） 

四、公司一周动态与点评  

（一）对外投资、收购和转让资产等 

 深圳惠程:公司与信中利股权管理公司合作设立的产业并购基金拟以现金形式再

次收购江苏群立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1.05 亿元。 

 科陆电子:对广东客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投资额 5,000 万元，投资总额由人民

币 2 亿元增加至 2.5 亿元，持股比例由原 10%上升为 12.5%。 

 南洋股份：拟通过发行股份 362,062.01 万元及支付现金 207,937.99 万元相结合的

方式购买明泰资本等 6 家机构及章征宇等 21 位自然人合法持有的天融信股份合

计 100%股权。 

 安控科技:拟参与四川美好城市发展股权投资中心，该产业基金规模不低于人民

币 5 亿元，本公司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出资不低于人民币 1.2 亿元参与产业基

金的份额认购。  

 融钰集团：完成收购樟树市智臻数信投资管理中心持有的江西智容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艾派克：2016 年 4 月决议的“通过合并子公司和 Lexmark 合并的方式实施重大

资产购买”交易事项现已完成，瑞士子公司持有 Lexmark100%股份。 

 天翔环境：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中泰创展、亲华科技、星润泰祥、中讯建通、深

商兴业及四海汇智合计持有的中德天翔 100%的股权，交易价格为 170,000万元。

同时，拟向不超过 5 名符合条件的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2,312.47

万元。 

 安控科技：全资子公司浙江安控科技有限公司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806 万元

http://guangfu.bjx.com.cn/news/20161123/79132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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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浙江科聪持有的杭州它人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21%股权。此次收购完成后，

浙江安控持有它人机器人股权比例由 9%变更为 30%。 

 中来股份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博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自然人雷发明共同出

资设立上海博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二）签署合同、合作协议或中标等 

 启源装备: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新时代国际工程公司签订协议，由其提供“中节能

西安国际节能环保装备示范园建设项目（一期）”项目管理总承包服务，暂定合同

总价为 991 万元。 

 保变电气:公司与云南变压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签署框架协议，约定上

海长威、南方资产分别以其所持云南变压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54.97%、25%的股

份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天赐材料:公司成功竞得湖口县金砂湾工业园 DGM2016008 号宗地的土地使用权。 

 晶盛机电：与某光伏企业签订了晶体生长设备供货合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17,280 万元。 

 中电鑫龙：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发近日在“第 10.5 代薄膜晶体

液晶显示器件（TFT-LCD）”项目招标中中标，中标价格为 5,780.00 万元。 

 通光电缆：子公司通光信息中标“中国移动 2016 年度普通光缆产品集中采购项目

（第一批次）”，中标份额为 2.03%，预计中标金额约 14000 万元（含税）； 

（三）股东增持、减持 

 东方电缆:公司股东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8,000,000 股，价格不低于 16 元/股。 

 明家联合: 甄勇先生原持有公司股份 45,166,95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85%，已

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3,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102%。 

（四）设立子公司、为子公司增资、提供担保等 

 旷达科技:决定注销全资子公司旷达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新疆旷达国信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阿图什市国信阳光发电有限公司、乌恰国信阳光发电有限公

司三个电站项目公司。 

 易事特:在天津设立全资子公司—易事特天津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北方

总部基地，子公司注册资本拟为 2 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占总股本的 20%，易事

特新能源（昆山）有限公司占总股本的 80%。 

 蓝海华腾: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800万元在江苏省无锡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无锡蓝海华腾技术有限公司”。  

 中电鑫龙: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2 亿元对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用

于其进行“公共安全与反恐领域机器人及无人机产业化项目”的建设。 

 天翔环境: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3亿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成都天盛华翔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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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  

 积成电子: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同意控股子公司卓识网安股票在新三板挂

牌，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 

 华仪电气:为全资子公司华仪风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担保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浙江华仪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最高担保本金余额为

人民币 5,000 万元。  

 科大智能:拟对子公司科大智能机器人申请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玉支行

1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  

 启源装备: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5,000 万元和自有资金 2,000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六

合天融增资。   

（五）股票及债券融资、申请贷款等 

 金杯电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证监会受理。  

 积成电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3,200 万股，资金总额不超过 57,323 万元，

拟投入面向需求侧的微能源网运营与服务项目、智能电网自动化系统升级研发项

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启源装备:公司拟调整“中节能西安国际节能环保装备示范园建设项目（一期）”使

用的 5,000 万超募资金用途，用于向全资子公司六合天融增资。  

 上海电力:公司以发行股份对价 269,800.30 万元和现金 31,200.00 万元向国家电投

收购其持有的江苏公司 100%股权，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配套募

资不超过 209,200.00 万元。  

 保变电气: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不超过 159,939.13 万元。其中，兵装集团

拟以现金 112,500 万元认购；上海长威、南方资产分别以其所持云变电气 54.97%、

25%的股份认购，股份交易价格合计为 47,439.13 万元。除股份外其余资金拟用于

偿还金融机构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新时达: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8,250.57 万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 

 易事特:拟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为期不超过 5 年的公司债券，规模为不超过人

民币 12 亿元；  

 银星能源:拟向中铝宁夏能源有限公司申请临时借款 10,000 万元，目的是补充流动

资金。期限拟定为 12 个月以内，贷款年利率为 4.35%。  

（六） 诉讼、行政处罚、收到问询函等 

 华锐风电:公司收到北京高院的《民事判决书》，赔偿因虚假陈述给王炜造成的经

济损失 66094.10 元，另一起诉被驳回。 

 华锐风电:截至 2016 年 11 月 28 日，公司累计收到人民法院 14 批次、70 人（含法

人 3 家）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提起的民事诉讼，累计诉讼标的金额人民币

5555774.44 元。  

 华锐风电:大连装备、大连临港收到大连国土局长兴岛分局下达的《行政处罚撤销

决定书》（撤销《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和《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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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征缴土地闲置费 619.014 万元、1823.8132 万元）。  

 宝光股份: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疑似

一致行动有关事项的问询函》。  

（七）获得专利、收到政府补助、退还税款等 

 全信股份: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2016 年 11 月 28 日收到南京市鼓楼区

国家税务局退还增值税款2,303,089.85元及2,915,772.71元，共计5,218,862.56元。 

 海德控制:公司“智能制造远程监控管理云平台”项目获批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

资金及闵行区配套资金，共计 370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到市级第一批拨付

资金 130 万元。  

 新时达:子公司晓奥享荣的“六车型焊接平台智能生产线首台突破”被列为“2016 年

度上海市高端智能装备首台突破和示范应用专项”项目，并将获得政府核定的专项

资金支持 500 万元。 

 科士达:公司获得《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注册类别为第三类装备承制单位，

有效期至 2021 年 11 月。  

 新时达:子公司深圳众为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司获得发明专利证书，专利名称为

“一种基于宏程序实现数控机场刀库功能的方法及系统”。  

（八）其他 

 光一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于 2016 年 11 月 27 日届满。  

 中来股份:公司将首次向 60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398 万股。  

 金风科技:公司拟参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二期黄山街土地重组。  

 好利来:立骏科技、本骏科技在收购中分别受让好利来控股持有的好利来 27.64%、

19.60%的股权；  

 易事特: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业绩预告盈利 39,071.62 万元–

47,444.1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0%-70%。  

 易事特: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9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0 股。  

 森源电气:公司本年预计业绩修正为盈利 32,869.73 万元–38,348.02 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80%-110%。  

 万里股份:将原计划投入“年产 200 万只汽车用铅酸弱混合动力电池项目”的部分募

集资金调整为“年产 300 万只汽车起动型免维护蓄电池项目”；将原计划投入“年产

200 万只汽车用铅酸弱混合动力电池项目”的部分募集资用于投资新建“年产 600

万套塑料槽盖项目”。  

 华建集团:拟受让上海新江湾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股权，初步交易价格为不高

于 1.43 亿元。  

 卧龙电气:拟转让所持控股子公司卧龙电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 92.5%股权至厦门

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价格为人民币 108,225 万元，其中 70%以股份支付，

30%部分以现金支付。 

 赫美集团: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恢复审查非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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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票募投项目“每克拉美珠宝互联网+平台建设项目”。  

 齐星铁塔:下属公司青岛星跃铁塔有限公司、青岛齐星车库有限公司、青岛键富投

资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手续。  

 合康新能:公司名称由“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合康新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证券简称由“合康变频”变更为“合康新能”，公司的证

券代码（证券代码 300048）不变，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金卡股份:因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的询价与认购工作，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124 日

开市起停牌，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已完成了投资者的认购工作，经申请，

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华光股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参股公司天津中翔腾航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 

五、重点数据与点评 

上周，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22 个百分点，电气设备板块指数下跌 1.89 个百分点，

落后沪深 300 指数 2.11 个百分点。涨幅居前五的股票为凯中精密、神力股份、易事特、

佳电股份、中来股份。跌幅居前五的股票为摩恩电气、九洲电气、光一科技、远程电

缆、威尔泰。电气设备细分行业中，电机指数下跌 0.94 个百分点；电气自动化设备下

跌 2.1 个百分点，其中,电网自动化板块下跌 0.53 个百分点，工控自动化板块下跌 2.85

个百分点，计量仪表板块下跌 4.67 个百分点；电源设备指数下跌 1.26 个百分点，其中，

综合电力设备商板块上涨 0.37 个百分点，风电设备板块上涨 0.02 个百分点，光伏设备

板块下跌 1.8 个百分点，火电设备板块下跌 3.81 个百分点，储能设备板块下跌 0.68 个

百分点；高低压设备指数下跌 2.44 个百分点，其中，高压设备板块下跌 0.24 个百分点，

中压设备板块下跌 2.85 个百分点，低压设备板块下跌 2.89 个百分点，线缆部件及其他

板块下跌 3.47 个百分点。 

光伏数据点评：上周，光伏级多晶硅料价格保持不变；单晶 5 寸硅片价格保持不

变，单晶 6 寸硅片价格保持不变，多晶 6 寸硅片价格下跌 1.37 个百分点；单晶 5 寸电

池片价格下跌 1.57 个百分点，单晶 6 寸电池片价格下跌 1.6 个百分点，多晶 6 寸电池

片价格下跌 1.64 个百分点；组件价格下跌 1.02 个百分点。 

大宗商品价格点评：COMEX 白银价格上涨，涨幅为 1.69 个百分点，LME 铜价格

下跌，跌幅为 2.2 个百分点，LME 铝价格下跌，跌幅为 2.72 个百分点。   

电池价格点评：上周，锰酸锂容量型产品主流价在 41000-45000 元/吨，动力型产

品主流价在 50000-55000 元/吨，高端产品在 70000 元/吨，现市场电池级碳酸锂成交主

流报价 128000-130000 元/吨左右，负极材料市场，国内低端负极材料主流报 1.8-2.2 万

元/吨，中端产品主流报 4-5.5 万元/吨，高端产品主流报 8-10 万元/吨。电解液价格普

遍在 7-9 万元/吨左右，六氟磷酸锂价格普遍在 38-41 万元/吨左右。隔膜市场，国内隔

膜市场价格干法隔膜大约 3.5-4.5 元每平米；湿法隔膜大约 4.5-5.5 元每平米,；进口隔

膜价格基本维持在 5.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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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申万电气设备行业一周涨跌前十名 

涨幅前十名 跌幅前十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周成交额(亿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周成交额(亿元) 

002823.SZ 凯中精密 61.1034 0.0128 600379.SH 宝光股份 -25.8109 19.9449 

603819.SH 神力股份 61.0451 0.0051 300491.SZ 通合科技 -20.3606 29.4763 

300376.SZ 易事特 45.5577 4.1905 002451.SZ 摩恩电气 -13.1692 9.6316 

000922.SZ 佳电股份 14.8181 12.3804 300040.SZ 九洲电气 -11.4977 5.6148 

300393.SZ 中来股份 9.3033 4.7458 300356.SZ 光一科技 -10.4775 8.6114 

600290.SH 华仪电气 7.9066 6.8391 002692.SZ 远程电缆 -10.2389 6.7494 

002364.SZ 中恒电气 2.6083 17.484 002058.SZ 威尔泰 -9.8033 6.0215 

600590.SH 泰豪科技 2.1633 4.1415 002801.SZ 微光股份 -9.4844 12.1502 

002622.SZ 融钰集团 2.1053 25.3804 603333.SH 明星电缆 -9.2823 4.3547 

002339.SZ 积成电子 2.0334 8.5928 300062.SZ 中能电气 -8.2603 5.3849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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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年初至今日申万电气设备指数与沪深 300 对比  图 2、最近一周(12 月 2 日-11 月 28 日)申万电气设备指数与沪

深 300 指数对比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表 2、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产品价格一周变化(2016 年 11 月 30 日较 2016 年 11 月 23 日)  

产品名称 本周价格 同比上周变化 

多晶硅料(美元/千克):光伏级 14.610  0.00% 

硅片(美元/片) ：单晶 5 寸 0.000  0.00% 

：单晶 6 寸 0.773  0.00% 

：多晶 6 寸 0.65 -1.37% 

电池(美元/瓦) ：单晶 5 寸 0.754  -1.57% 

：单晶 6 寸 1.231  -1.60% 

：多晶 6 寸 1.021  -1.64% 

组件：多晶现货(美元/瓦) 0.389  -1.02%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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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多晶硅料价格走势 

  

图 4、硅片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图 5、电池价格走势 

  

图 6、组件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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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LME 铜价格走势  图 8、LME 铝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图 9、COMEX 白银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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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

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

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

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

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

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张玲，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证券分析师。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

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本人承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

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

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执业过

程中所掌握的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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