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
业
及
产
业 

  
 行

业
研
究 / 

行
业
点
评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采掘/ 

石油开采 

 

 
 

2017 年 05 月 19 日 可燃冰取得历史性突破，有望引领

新能源革命 
看好 ——可燃冰主题投资报告 

相关研究  
"发改委油气改革提上议程 优化资源配

置社会资本有望受益——发改委研究课

题招标事件点评" 2017 年 5 月 19 日 

" OPEC 减产超过目标水平，建议关注本

月 25 号延长减产会议——OPEC 冻产

相关跟踪点评" 2017 年 5 月 12 日  
 

  

证券分析师 
谢建斌 A0230516050003 
xiejb@swsresearch.com 
谢伟玉 A0230512070007 
xiewy@swsresearch.com 

研究支持 
孟祥文 A0230115070003 
mengxw@swsresearch.com 
徐睿潇 A0230116120001 
xurx2@swsresearch.com 

联系人 
徐睿潇 
(8621)23297818×转 
xurx2@swsresearch.com  
 

 

本期投资提示： 

 我国可燃冰（学名“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取得历史性突破，获国务院贺电。5 月 18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贺电，庆祝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功在南海从 1266 米深海底以

下的 203~277 米的海床的可燃冰矿藏开采出天然气：连续 8 天稳定产气共 12 万立方米，

试采单日的最高气产量达到 3.5 万立方米，甲烷含量达 99.5%，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首位

成功实现在海域可燃冰试开采中获得连续稳定产气的国家。国务院贺文称可燃冰是资源量

丰富的高效清洁能源，是未来全球能源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体现了国家对发展可燃冰的高

度重视，为加速可燃冰商业化进程奠定条件。 

 可燃冰具有清洁、体积小、储量丰富等特点，是优质的新能源。可燃冰主要成分是甲烷，

燃烧后仅会生成少量的二氧化碳和水，属于清洁能源；体积小能效高，1 立方米就可以分

解释放出 160 立方米以上的天然气；储量丰富，世界资源量大约相当于全球已知煤、石油

和天然气总资源量的两倍。不过，目前离产业化还有距离，难点在于开采、运输不易、成

本高，以及环境破坏引发温室效应的可能性，开采不当容易造成海底地质灾害，后续任务

艰巨。 

 我国有望引领可燃冰革命，有望解决天然气供给不足，优化能源新格局。据国土资源部专

家表示，可燃冰的成功试采证明了我国可燃冰勘察的核心技术，凭借世界顶尖的综合实力

水平，有望引领页岩气革命之后的天然气水合物革命。我国目前探明的可燃冰主要分布在

南海和青藏高原，根据 2016 年中国能源矿产地质调查报告，海域和陆地预测远景资源量

分别可达 744 亿和 350 亿吨油当量，而我国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为 1562 亿吨和 255

亿吨油当量，若可燃冰开采技术成功实现规模化，将显著优化我国的能源结构。按国家计

划，2016 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有望从 2016 年 2058 亿立方米增至 2020 年的 3786 亿立

方米，CAGR 为 16.46%；而我国天然气产量明显不足，从 2016 年 1371 亿立方米计划增

至 2020 年的 2450 亿立方米，其中常规天然气 1850 亿立方米，CAGR 为 7.78%，存在

缺口。可燃冰的试采成功给解决天然气供给不足带来希望。 

 建议关注油服行业的主题投资机会。前期油服版块股价普遍调整较多，目前部分公司股价

已经落入安全边际比较高的区域，油价自去年 11 月上涨以来，油服行业已经逐步显示出

回暖的迹象，部分公司已经体现出业绩或订单的改善；同时本月 25 日 OPEC 大概率达成

冻产延长协议，有望提高原油价格波动中枢。可燃冰技术突破有望使得油服行业长期向好，

从而带动油服版块迎来主题投资机会，首先建议关注和本次海域可燃冰技术突破直接相关

生产开发的公司，包括中海油服、海油工程、博迈科；以及相关机械设备制造的公司，包

括石化机械、杰瑞股份、惠博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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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重点公司盈利预测（单位：元/股、倍） 

简称 代码 评级 
2017/5/18 16N 17E 18E 19E 16N 17E 18E 19E 静态 

收盘价 EPS EPS EPS EPS P/E P/E P/E P/E PB 

中海油服 601808.SH 买入 12.00  -2.40  0.13 0.28  0.46  -5  96  43  26  1.7  

海油工程 600583.SH 买入 6.77  0.30  0.31 0.41  0.57  23  22  17  12  1.3  

博迈科 603727.SH 买入 35.40  1.29  1.13 1.52  1.74  27  31  23  20  3.4  

杰瑞股份 002353.SZ 买入 17.90  0.13  0.39 0.68  0.95  138  46  26  19  2.2  

石化机械 000852.SZ 买入 16.07  -1.39  0.14 0.38  0.58  -12  118  42  28  6.0  

惠博普 002554.SZ 买入 6.94  0.13  0.35 0.46  0.57  53  20  15  12  3.3  

资料来源：Wind 资讯、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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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用合法合规的信息，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并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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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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