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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信息 

坚瑞沃能签署锂精矿石包销协议 

首航节能签署 1000MW 太阳能熔盐塔式光热发电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江特电机以自有资金 4000 万元投资设立锂产品公司 

科士达 3000 万元投资中广核联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湘电股份签订 7.915 亿元风电机组及设备采购合同 

 市场表现与观点 

7 月 7 日至 7 月 13 日，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73%，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

下跌 2%，跑输大盘 2.73 个百分点。行业子板块除电机及传动设备上涨外，

其余全部下跌，输变电二次设备和电力电子设备跌幅居前。 

从估值的角度看，目前电力设备与新能源板块估值为 38.29 倍，相对于沪深

300 的估值溢价率为 283.42%，估值溢价率有所下降。 

本周我们继续维持行业的中性评级，大盘在大蓝筹和周期股的带动下上涨，

而电新板块下跌报收。行业内涨幅较好的个股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

报业绩大增的领域，下跌个股主要是中报业绩大幅下滑的企业。正值半年报

业绩披露期，我们建议投资者采取谨慎原则，牢牢把握“业绩为王”原则，

布局有业绩支撑的低估值个股。子行业方面，我们继续看好新能源汽车销量

回暖对整个产业链的拉动，看好光伏单晶电池的需求扩大带来的市占率逐步

提升，看好工控行业的持续回暖。本周的股票池推荐隆基股份（601012）、

汇川技术（300124）、合纵科技（300477）、亿纬锂能（300014）和国轩高

科（002074）。  

风险提示：政策波动风险；新能源汽车销量不及预期；电力企业海外订单低

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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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动态 

1.1 光伏产品价格小幅下降 

本周光伏产品价格小幅下降。除 156mm 多晶硅片、156mm 高效多晶硅片价格保

持不变外，其余产品价格全部下降。 

表 1：本周光伏产品价格 

 最高 最低 平均 涨（跌）幅 

光伏级多晶硅价格（USD/Kg） 15.25 11.8 13.85 -0.07% 

156mm 多晶硅片（USD/W） 0.67 0.58 0.608 0% 

156mm 高效多晶硅片（USD/W） 0.67 0.59 0.613 0% 

156mm 单晶硅片（USD/W） 0.82 0.73 0.764 -0.26% 

太阳能电池（USD/瓦） 0.26 0.20 0.218 -0.46% 

156mm 多晶电池片（USD） 1.19 0.85 0.977 -0.51% 

156mm 单晶电池片（USD） 1.64 1.04 1.156 -0.86% 

125mm 单晶硅电池片（USD） 1.02 0.62 0.708 -0.84% 

组件价格（USD/Watt） 0.41 0.29 0.328 -0.3% 

资料来源：PV-INSIGHTS 

1.2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发布《中国电力发展报告 2016》 

近日，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在北京发布《中国电力发展报告 2016》。报告显示，截

至 2016 年底，我国电源装机及电网规模多项指标位列世界第一。2016 年，全国

电力工程建设投资合计 8855 亿元，同比增长 3.3%。其中，电网建设投资 5426

亿元，同比增长 16.9%。2016 年我国非化石能源装机比重达 36.7%，比上年度

提高 2 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 13.5%，比上一年度提高 1.4 个百分点。

2016 年，风电规模达 14864 万千瓦，占比提高 9%，稳居我国第三大电源；光伏

发电规模 7742 万千瓦，占比提高至 5%，跃升为第四大电源。 

报告同时指出，我国电力设备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差距，电网利用

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适应新能源消纳的电力市场体系尚未建立，弃风、弃光问

题严重。下一步要持续推进电源结构优化调整，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推

进“发—输—配—用”传统电力系统向“源—网—荷”互动的新型电力系统转变。

逐步建立电力现货市场，持续完善适应能源变革的体制机制。 

资料来源：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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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家能源局发布《新疆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

(征求意见稿) 

近日，国家能源局新疆监管办日前发布了关于征求《新疆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运营

规则》（征求意见稿），规则从参与的主体、交易品种和类型、市场组织和竞价、

交易结果执行、计量和结算信息披露、市场监管和干预等六个方面进行阐述。 

新疆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包括市场运营机构和市场主体。新疆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运

营机构为新疆省级电力调度机构、电力交易机构。鼓励发电企业、售电企业、电

力用户、独立辅助服务提供商等投资建设电储能设施，要求充电功率在 1 万千瓦

及以上、持续充电时间 4 小时以上。在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前提下，根据“价格优

先、时间优先、按需调度”的原则，对电力辅助服务不同交易品种依据经济性调

用，即优先调用无偿及低价的电力辅助服务资源，新疆能源监管办对电力辅助服

务市场运行进行监督管理。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新疆监管办公室 

1.4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与国家电网签署建设城市能

源互联网综合示范工程合作协议 

近日，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与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国网电动汽车服务（天津）

有限公司深化战略合作，分别签署建设城市能源互联网综合示范工程合作协议和

电动汽车投资服务协议。 

此次合作是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与国网天津电力公司对 3 月份双方签订的《“世界

一流”智能配电网为支撑的智慧能源网示范区共建协议》的有效落实。双方计划

在园区内开展包括主网架、高可靠性智能配电网、智能化变电站、含储能的交直

流混合微电网、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充换电站/桩）、智能楼宇以及推动电能替代

八个方面建设内容的智慧公共服务平台城市能源互联网综合示范工程建设，以构

建安全、可靠、智能、清洁、优质、高效、互动的可持续能源供应体系和服务体

系。  

资料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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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云南通过电力市场化交易降低用电成本 33 亿余元 

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云南近年尝试电力市场化改革，结合能源资源丰富的优势，

挖掘用电潜力，让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直接从供到需，减少了

中间环节。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化交易成交 322.3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3.57%，

与交易前目录电价相比，累计为企业降低用电成本约 33.65 亿元，用户电价每千

瓦时平均下降 0.104 元。 

云南还通过议价方式给予企业铁路运价下浮优惠，上半年累计为企业降低物流成

本 5.1 亿元。逐步深化的“放管服”改革，也帮助云南企业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

和各类制度性交易成本。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网 

2.公司信息 

2.1 坚瑞沃能签署锂精矿石包销协议 

近日，公司近日与参股公司 Altura Mining Limited 签署《包销协议》，对 Altura

生产的部分锂精矿石进行包销。协议主要条款为公司每年最少包销 100,000 干公

吨 6%的锂精矿，其余部分由 Altura 自行销售，剩余部分仍由公司包销；包销协

议期最少 5 年；包销协议前三年的最低价格为每干公吨 550 美元（离岸价）（以

6%氧化锂含量为基础）；包销协议前三年的最高价格为每干公吨 950 美元（离岸

价）（以 6%氧化锂含量为基础）；Altura 是一家澳大利亚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

是多元化的矿产勘探和服务商， 该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及澳大利亚拥有煤矿及锂矿

项目，Altura 旗下拥有 100%所有权的 Pilgangoora 项目是位于澳大利亚西部皮

尔巴拉地区的世界级硬岩石锂矿项目，该项目锂矿开发潜力巨大，其锂辉石开采

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能够满足动力电池的需求，开采纯度高，符合车用动力电池

对材料一致性的要求。 

坚瑞沃能是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的制造商。随着公司产能的逐步扩大，

公司对上游材料碳酸锂的消耗逐步增加，本次与 Altura 签署包销协议，通过向 

Altura 采购锂精矿，将保障公司上游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通过本次交易，公司

将锁定上游原材料的供应，避免上游原材料紧张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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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首航节能签署 1000MW 太阳能熔盐塔式光热发电项

目战略合作协议 

近日，首航节能与吐鲁番市招商管理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首航节能计划 2020

年前在吐鲁番投资建设 1000MW 太阳能熔盐塔式光热发电项目，主力机型包括

100MW、125MW 级机组，总投资约 280 亿元，第一期投资 200MW 太阳能熔盐

塔式光热发电项目， 争取将吐鲁番市光热项目列入国家 2017 年第二批太阳能光

热发电示范项目，后续在吐鲁番市成立售电公司，推进在吐鲁番地区以及外送的

电力交易，建设光热发电产业相关的配套装备制造项目。 

目前首航节能累计已经储备了 2GW 的太阳能热发电项目资源，这次在吐鲁番签

署该协议为对新疆区域光热发电项目开发的推进。吐鲁番市太阳能光照资源丰富，

非常适合光热发电电站的建设。未来公司将依托于这些项目资源和这几个区域的

可再生能源基地建设规划， 推进太阳能光热电站项目、可再生能源微网项目和多

能互补项目的建设，积极研究、探索和推进与其它大型央企和地方政府利用 PPP 

等模式在项目开发上进行合作。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2.3 江特电机以自有资金 4000 万元投资设立锂产品公司 

近日，江特电机全资子公司江西江特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香港的宝威物料有

限公司在中国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签订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江特矿业拟

与宝威物料在中国江西省宜春市设立合资公司“江西宝江锂业有限公司”，合资公

司注册资本 8000 万元，双方各占注册资本的 50%，合资公司主营锂辉石精矿加

工生产及销售碳酸锂、氢氧化锂等锂产品，建成达产后碳酸锂、氢氧化锂等锂产

品年产销规模将达到 1.5 万吨。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是新增锂辉石精矿制备碳酸锂及氢氧化锂等锂产品生产线，

实现公司锂产品所需原料（锂云母、锂辉石）的多样性，提高公司碳酸锂、氢氧

化锂等锂产品的产量，项目建成后，公司碳酸锂、氢氧化锂等锂产品产能将合计

达到 3 万吨/年的规模，能够较大的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本项目在前期准备工作就

绪后，预计计划建设周期约为 10 个月。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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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科士达 3000 万元投资中广核联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近日，科士达以股权转让及增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 3000 万投资中广核联达新

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完成后公司持有中广核联达 19%的股份。 

通过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公司与下游客户将逐步在资源共享、市场拓展等方面建

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在光伏新能源市场上的销售渠道将得到进一步拓宽

的同时，对市场的机会把握和利用能力也将得到显著提高。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

公司在光伏新能源业务布局的快速落地，稳步提升现有业务市场份额，并进一步

促进储能、分布式光伏等战略性业务发展。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2.5 湘电股份签订 7.915 亿元风电机组及设备采购合同 

近日，湘电股份全资子公司湘电风能有限公司与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了河北大唐国际丰宁大滩风电场 200MW 总承包工程项目风电机组及附属

设备采购合同,合同总价人民币 7.915 亿元。项目具体供货时间根据项目进度双方

协商确定,预计 2018 年 12 月底完成。 

该合同的履行有利于公司国内风电业务的拓展，合同生效和实施后将对公司未来

两年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3.市场表现与观点 

7 月 7 日至 7 月 13 日，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73%，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下跌

2%，跑输大盘 2.73 个百分点。行业子板块除电机及传动设备上涨外，其余全部

下跌，输变电二次设备和电力电子设备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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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本周各子行业波动情况（%） 

 

数据来源：wind 

本周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个股涨幅前五位分别为合纵科技（5.48%）、电科院

（5.36%）、杭锅股份（4.4%）、南玻 A（4.15%）和中利集团（3.41%）。本周电

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个股跌幅前五位分别为华自科技（-15.53%）、天能重工

（-13.65%）、高澜股份（-12.56%）、通合科技（-12.07%）和中能电气（-10.67%）。 

图 2：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个股涨跌幅前五位（%） 

 

数据来源：wind 

从估值的角度看，目前电力设备与新能源板块估值为 38.29 倍，相对于沪深 300

的估值溢价率为 283.42%，估值溢价率有所下降。 

其中发电设备 62.66 倍，电机及传动设备 51.75 倍，电力电子设备 44.8 倍，新能

源电源电池 42.48 倍，输变电二次设备 40.42 倍，输变电一次设备 37.07 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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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 36.57 倍，核电设备 35.63 倍，电能表 32.93 倍，风电设备 26.11 倍。 

图 3：各行业估值情况 

 

数据来源：wind 

本周我们继续维持行业的中性评级，大盘在大蓝筹和周期股的带动下上涨，而电

新板块下跌报收。行业内涨幅较好的个股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报业绩大

增的领域，下跌个股主要是中报业绩大幅下滑的企业。正值半年报业绩披露期，

我们建议投资者采取谨慎原则，牢牢把握“业绩为王”原则，布局有业绩支撑的

低估值个股。子行业方面，我们继续看好新能源汽车销量回暖对整个产业链的拉

动，看好光伏单晶电池的需求扩大带来的市占率逐步提升，看好工控行业的持续

回暖。本周的股票池推荐隆基股份（601012）、汇川技术（300124）、合纵科技

（300477）、亿纬锂能（300014）和国轩高科（002074）。  

风险提示：政策波动风险；新能源汽车销量不及预期；电力企业海外订单低于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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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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