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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发用电量创新高，电力供需基本面趋向好转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市场回顾： 

一周核心总结： 

高温推动 7 月发用电量创新高，电力供需基本面稳定好转。据相关媒

体披露, 受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影响 , 今年 7 月全国发用电量持续攀

升屡创历史新高 , 1 至 7 月全国发电量累计同比增长 7.34% , 达

35552.1 亿千瓦时。据我们核算，7 月份同比增速达 7.75%，为今年以

来最高值。考虑到去年下半年发电量增速较快（单月增速在 7%—8%

左右），基数较高，下半年发电量同比增速可能会逊于上半年表现。综

合下半年去产能政策对重工业用电量的影响，我们预计今年全年用电

量增速与去年持平，在 5%左右，高于年初中电联用电量增速 3%的判

断。 

河北重点地区采暖季钢铁产能限产 50%，对电力行业影响较小。根据

《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应对及采暖季错峰生产专项实施方案》，石家庄、

唐山、邯郸等重点地区采暖季钢铁产能限产 50%。经相关机构初步估

计，在采暖季合计将影响产量约为 3000 万吨。如按吨钢电耗 300 千瓦

时估算，对应用电需求影响约为 90 亿千瓦时。2016 年我国全社会用

电量 59198 亿千瓦时，京津冀三地总用电量为 5093 亿千瓦时，此政策

对京津冀用电量影响约为 1.77%，相对较为有限。但如果后续北方地

区雾霾情况超出预期，相关重工业产能控制进一步升级，可能会对当

地电力企业生产造成一定影响，还需密切关注。 

“煤改气”政策不断深入，工业用气与居民消费双增长。今年上半年

国内天然气消费总量同比增长达 15.2%，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约 7.1

个百分点，呈现“淡季不淡”的格局。天然气消费量增长一方面是因

为国民经济回暖带动工业用气需求增长， 另一方面是受益于“煤改气

政策”对居民用气需求的推动。在天然气消费增长的大趋势下，天然

气全产业链（上游开采公司、中游管输公司、下游城燃公司及相关燃

气设备生产商）均有望受益。 

建议关注：浙能电力（区域电力龙头，浙江供需向好）、华能国际（火

电龙头，业绩存在改善预期）、百川能源（京津冀煤改气标的）。 

风险提示：煤电去产能进度不及预期风险，电力供需形势恶化风险，

“煤改气”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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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周行情回顾 

8 月 7 日至 8 月 11 日上证综指下跌 1.64% 报 3,208.54 点，沪深 300 下跌 1.62%，报

3,647.35 点。CS 电力与公用事业下跌 0.68%，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94 个百分点，在

各行业中排 11 位，各个子版块中燃气、火电、水电及电网分别下降 0.33%、1.09%、

2.11%和 2.55%。电力与公用事业板块 2017 年初至今上涨 1.40%，在所有板块中排

13 位。从市盈率来看，四个电力与公共事业子版块相对沪深 300 溢价截止 8 月 11 日

分别为燃气溢价 163.09%，火电溢价 83.99%，水电溢价 16.53%和电网溢价 155.67%。

市净率方面，燃气、水电、电网板块均高于沪深 300，三板块之间数值相差不大以燃

气板块最高，火电板块市净率接近略低于沪深 300。 

 

图 1：各行业本周涨跌幅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图 2：各行业年初以来涨跌幅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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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14 年以来各子行业市盈率变化  图 4：2014 年以来各子行业市净率变化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图 5：公用事业各子版块涨跌幅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表  1：公用事业行业个股表现 

电力涨幅前五 电力跌幅前五 燃气涨幅前五 燃气跌幅前五 

排序 股票简称 涨跌幅 排序 股票简称 涨跌幅 排序 股票简称 涨跌幅 排序 股票简称 涨跌幅 

1 建投能源 28.06% 1 明星电力 -6.07% 1 大通燃气 5.76% 1 陕天然气 -3.62% 

2 东方能源 12.88% 2 内蒙华电 -6.06% 2 中天能源 1.85% 2 国新能源 -3.40% 

3 通宝能源 4.08% 3 华能国际 -5.76% 3 新疆浩源 1.78% 3 大众公用 -3.30% 

4 宝新能源 3.89% 4 华电能源 -5.47% 4 金鸿能源 1.48% 4 南京公用 -2.25% 

5 惠天热电 2.68% 5 闽东电力 -5.40% 5 胜利股份 0.38% 5 深圳燃气 -1.86%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2. 行业数据跟踪 

8 月 2 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为 583.00，与 7 月 26 日价格环比持平，与去年同期价格

452.00 同比增长 28.98%。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5 / 12 

[Table_PageTop] 行业动态报告 
 

图 6：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变动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截至 8 月 11 日秦皇岛港煤炭库存共 583.50 万吨，同比增长 106.55%，这是由 2016

年同期煤价过低库存大幅减少仅存 282.50 万吨所致；和 2015 年同期库存 646.50 万

吨相比，下降 10.80%。 

图 7：秦皇岛港煤炭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总体来看，截止 8 月 11 日，六大电企合计煤炭库存约 1,144.32 万吨，同比去年增长

约 10.03%，环比上周减少 3.17%。由于夏季的高供电需求，六大电企日均耗煤量都

维持较高水平，同比增加约 18.10%，环比上周增加约 12.69%。 

 

表  2：六大电企（沿海机组）近一周耗煤量与库存合计简表 

时间 
库存（万吨） 日均耗煤量（万吨） 

浙电 上电 粤电 国电 大唐 华能 合计 浙电 上电 粤电 国电 大唐 华能 合计 

20170811 117 27.2 276.86 258.56 103.1 361.6 1144.32 15 3.5 14.87 17.69 10.3 23.2 84.56 

20170810 124 27.7 270.86 261.05 103.1 345.53 1132.24 14 3.5 14.87 17.43 10.3 24.05 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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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09 123 28.6 274 262.51 96.7 360.74 1145.55 15 3.62 12 18.8 10.2 24.97 84.59 

20170808 125 32 274.71 267.08 98.2 362.9 1159.89 14 3.38 12.32 17.26 9.8 22.73 79.49 

20170807 133 29 271 277 101.4 358.13 1169.53 13.3 3.62 11.8 17.33 9.1 23.06 78.21 

20170806 138 29 271.4 277 101.4 365 1181.8 13.3 3.6 11.8 17.3 9.1 22.3 77.4 

20170805 145 29 271.42 277 101.4 367.79 1191.61 13.6 3.62 11.89 17.33 9.1 21.81 77.35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3. 一周重要新闻回顾 

3.1. 政策动态 

【国家能源局：落实消纳市场为可再生能源建设首要条件】 

日前，国家能源局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指导意见》。《意见》

强调，落实可再生能源电力送出和消纳是各省（区、市）安排本区域可再生能源电

力建设规模及布局的基本前提条件。集中式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年度规模确定及分配

都要以省级电网企业承诺投资建设电力送出工程和出具的电力系统消纳能力意见为

前提。确保不造成新的弃水弃风弃光问题。 

【国家能源局:适当提高光伏组件的市场准入效率及技术指标】 

日前，国家能源局、工信部以及国家认监委近日已联合下发了《关于提高主要光伏

产品技术指标并加强监管工作的通知》（国能发新能[2017]32 号）。为进一步促进光

伏产业技术进步，《通知》规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新投产并网运行的光伏发

电项目的光伏产品供应商应满足《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要求。其中，多晶硅电

池组件和单晶硅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市场准入门槛分别提高至 16%和 16.8%。 

【上调电价不抵煤价持续高位运行影响】 

国家发改委宣布取消、降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合理调整电价结构之后，全国各

地陆续上调上网电价。火电上网电价的上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目前电力企业对

煤价的接受能力。但电价上涨的幅度，与成本上涨的幅度相比，对于电企盈利的影

响还是杯水车薪，部分电厂仍处于亏损状态。尽管如此，随着经济向好带来的用电

量增加、用电时数增加及煤炭市场交保持稳定的预期，发电企业对下半年的趋势较

为乐观。 

【福建省售电市场配套政策落地 售电市场开闸在即】 

日前，福建省经信委连续发布《福建省售电市场主体准入与退出管理办法(试行)》、

《福建省售电市场主体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福建电力交易平台使用和运行维护管

理办法(试行)》、《福建省售电市场信息公开和披露管理暂行规定(试行)》和《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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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电市场主体信用评价管理暂行规定(试行)》。该系列政策对福建省售电市场主体准

入与退出、主体注册、信息公开和披露管理、主体信用评价管理以及电力交易平台

使用和运行维护都做出了详细规定，自 8 月 3 日起实施。 

【广西输配电价准许收入调节池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发布 电网企业不能擅自划拨】 

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近日印发 《广西输配电价准许收入调节池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内容包括：同意建立广西输配电价准许收入调节池(以下简称 "准许收入调节油")。

准许收入调节池包括两类: 一是电网企业准许收入调节油，专项用于平衡输配电价水

平和有关电价调整; 二是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准许收入调节池， 即经自治区人民政

府同意， 由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设立专项准许收入调节池， 主要用于管理自治区

人民政府确定的专项资金。 

 

3.2. 子行业动态 

 

【火电：山东省加快关停淘汰落后煤电机组 停运超 670 万千瓦】 

日前，山东省发改委、山东省经信委、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住建厅、山东省环保

厅、山东省国资委、山东省统计局、山东省质监局、山东省煤炭工业局、山东省物

价局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了《山东省 2017 年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行动方案》。方案

强调，尽快关停淘汰落后煤电机组，对已列入 2017 年及以前关停计划但尚未关停的

166.65 万千瓦机组，必须在 8 月底前停止运行。抓紧完成电解铝违法违规项目清理，

停运相应规模煤电机组。其中，滨州市魏桥集团停运煤电机组 570 万千瓦左右;聊城

市信发集团停运煤电机组 100 万千瓦左右。着力减少低效煤电机组发电计划等。 

 

【水电：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签署马来西亚巴勒水电站总承包合同】 

日前，中国能建旗下骨干企业葛洲坝集团与马来西亚砂捞越州能源公司在古晋举行

巴勒水电站项目签约仪式，这标志着中国能建以及葛洲坝集团在马来西亚能源合作

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动力，续写中马友谊新篇章。水

电站位于砂捞越州西南部，总装机容量 1285 兆瓦，采用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坝高 188

米，正常蓄水位 220 米，库容 299 亿立方米。项目资金由业主自筹，计划 2017 年 8

月正式开工。 

 

【风电：2017 年中国小风电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我国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十分丰富，在国家政策措施的推动下，经过十年的发展，

我国的风电产业从粗放式的数量扩张，向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方向转变，风电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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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入稳定持续增长的新阶段。2015 年，中国风电装机量再创新高。全国累计安装

风电机组 92981 台，累计装机容量 145362MW，同比增长 26.8%。2015 年，我国六

大区域的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均保持增长态势，西北地区依旧是新增装机容量最多的

地区，超过 11GW，占总装机容量的 38%；其他地区均在 10GW 以下，所占比例分

别为华北地区（20%）、西南（14%）、华东（13%）、中南（9%）、东北（6%）。其中

西南地区增长较快。 

 

【核电：“人造太阳”取得突破 我国核聚变工程技术领跑全球】 

日前，由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等离子体所承担研制的 ITER（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大

型超导磁体系统首个部件研制成功。此次研制成功的磁体馈线系统是 ITER 部件中最

为复杂的系统之一，我方承担的 ITER 任务 100%国产化率并以优异的性能指标通过

国际评审。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实现了超导材料、低温材料、大功率电源器材等部

件和技术从无到有，到规模化生产并向欧美出口的飞跃，如今真正全球领跑。 

 

【光伏：今年上半年新疆弃光率 25.7% 同比下降 6.1 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自治区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全区光伏发电消纳取得了明显成

效，光伏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局面，截至 2017 年 6 月，自治区太阳

能发电装机容量 907.6 万千瓦，占装机总容量的 11.4%，位居全国首位。2017 年上半

年，弃光电量 16.5 亿千瓦时，弃光率 25.7%，同比下降 6.1 个百分点。2017 年 6 月，

弃光电量 2.0 亿千瓦时，弃光率 15.3%，同比下降 4.3 个百分点。 

  

【燃气：西气东输累计向福建供气逾 2 亿立方米】 

西气东输三线是继西气东输二线建成投产后又一条横贯中国东西两端的能源战略通

道。西气东输三线东段吉安—福州段工程起于西二线江西吉安联络站，止于福建省

福州末站，全长 832.4 公里，设计年输量 150 亿立方米。福建省一直能源匮乏，无油、

无气、少煤，常规能源缺乏。至 2015 年，福建省天然气一次能源消费占比为 4.2%，

低于全国 6.3%的平均消费水平。去年 12 月投运的西气东输三线东段工程，截至 8

月 11 日 8 时，西三线东段累计向福建省供气 2.14 亿立方米。 

 

3.3. 重点公司公告 

【韶能股份】 

【关于与新丰县人民政府签订《关于新丰生物质发电厂扩建的投资协议》和《关于

在新丰县建设生态植物纤维项目的投资协议》的公告】 

为进一步拓展生物质能发电及生态植物纤维制品业务，扩大生物质可再生清洁能源

和生态植物纤维制品经营规模，提高经营效益，公司与新丰县人民政府签订《关于

新丰生物质发电厂扩建的投资协议》和《关于在新丰县建设生态植物纤维项目的投

资协议》，两个项目计划总投资 30 亿元。 

 

【深南电 A】 

【2017 年半年度报告】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7,296.27 万元，同比增加 25.12%；实现归母净

利润为-2,262.92 万元，同比下降 59.92%。 

 

【桂东电力】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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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公司收到广西国资委《关于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

问题的批复》，同意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16,555.50 万股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7.6 亿元。本次发行完成后，桂东电力总

股本不超过 993,330,000 股，其中广西正润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414,147,990 股，

持股比例不低于 41.69%，控股股东地位不变。 

 

【吉电股份】  

【关于电价调整的公告】  

公司近日收到《吉林省物价局关于合理调整电价结构有关事项的通知》，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公司燃煤机组上网电价每千瓦时上调 0.14 分钱（含税），预计将增加公

司本年度营业收入约 430 万元。   

 

【川投能源】  

【2017 年半年度报告】  

2017 年上半年，公司控股企业实现发电量 11.59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25.47%。公司

实现销售收入 3.52 亿元，同比下降 30.61%。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12.58 亿元，同比下

降 11.78%。利润总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雅砻江公司投资收益下降；二是田湾河公

司电量电价双降。   

 

【天富能源】  

【关于建设天富发电厂一期 2×660MW 工程配套厂外热网工程的公告】 

 为了满足天富发电厂一期 2×660MW 投运后，参与石河子市集中供热的要求，公

司需配套新建一趟 DN1400 的高温热水管网，本项目总投资不超过 3.5 亿元人民币，

计划建设期为不超过 1.5 年。   

 

【中天能源】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 232,323,229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2,299,999,967.10 元，扣除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2,266,808,524.30 元。本次

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情

况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乐山电力】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发电量 2.55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7.7%，完成售电量 14.47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10.07%；完成售气量 7009 万立方米，同比增长 10.55%；完成售水

量 1354.62 万立方米，同比增长 1.58%；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9892.78 万元，同比增

长 8.87%，营业利润 7493.19 万元，同比减少 51.8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6064.18 万元，同比减少 63.29%。  

  

【广安爱众】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947,892,146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 0.05 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7,394,607.3 元。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10 / 12 

[Table_PageTop] 行业动态报告 
 

 

【南京公用】 

【2017 年半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55 亿元，利润总额 1.5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0.67 亿元，每股收益 0.1167 元。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

为 79.74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4 亿元。 

 

【上海电力】  

【关于上网电价调整的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物价局关于合理调整电价结构有关事项的通知》，自 7 月 1

日起，上海市统调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每千瓦时上调 1.07 分钱，调整后上网电价为

0.4155 元，根据江苏省物价局《省物价局关于合理调整电价结构有关事项的通知》

本公司位于江苏省的燃煤发电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上调为每千瓦时 0.391 元。   

 

【浙能电力】  

【关于参与设立中核海洋核动力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的公告】  

为促进公司转型升级，积极介入符合国家“建设海洋强国”和“一带一路” 重要战

略的船舶核动力军民融合项目，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拟与中国核电、上海国

盛、江南造船、上海电气共同出资设立核动力公司，其中公司出资 9000 万元并持

有其 9%的股权。   

 

【漳泽电力】  

【关于收到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日前，公司收到山西省发改委《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处公司 2016 年度相关销售额 1%的罚款，计 1388.3097 万元。该事项对公司无重大

影响，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   

 

【百川能源】 

【关于获得财政补助的公告】  

日前，公司获得廊坊市 2017 年上市企业扶持资金 300 万元，预计对公司年度利润总

额影响较小。 

 

【岷江水电】 

【2017 年半年度报告】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完成发电量 3.4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61%；完成售电量 11.60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29.56%；实现营业总收入 3.59 亿元，同比下降 34.16%；利润

总额 0.46 亿元，同比下降 65.90%；截止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23.81 亿，较年初

增长 0.08%；总负债 13.29 亿元，较年初减少 1.14%；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10.58

亿元，较年初增长 1.19%；资产负债率 55.83%，较年初减少 0.69 个百分点。  

 

 【金山股份】  

【2017 年半年度报告】  

2017 年上半年完成发电量 101.78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0.09％；完成上网电量 91.66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0.79％；售热量完成 856.72 万吉焦，同比增长 13.92％；实现营

业收入 32.09 亿元，同比增加 6.55%；实现营业利润-1.37 亿元，同比减少-144.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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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 亿元，同比减少 172.50%   

 

【乐山电力】  

【关于公司电网内部分小水电站恢复上网的公告】  

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5 日公告了对公司网内结算的部分水力发电站停产整顿，涉及的

水电站装机容量为 6.55 万千瓦。日前，其中 6 个电站（总装机容量 5.98 万千瓦）整

顿结束，已恢复上网发电。 

 

 

4. 下周大事提醒 

表  3：重点公司下周大事汇总表 

时间 公司名称 事件 

20170814 哈投股份 分红派息除权 

20170815 大唐发电 中报预计披露日期 

20170815 宁波热电 中报预计披露日期 

20170817 广安爱众 分红派息除权 

20170818 大连热电 中报预计披露日期 

20170818 湖南发展 中报预计披露日期 

20170818 桂东电力 中报预计披露日期 

20170818 红阳能源 中报预计披露日期 

20170818 新能泰山 中报预计披露日期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分析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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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斯闻： 电子信息工程学士，金融学硕士， 2年实业软硬件研发经验， 4年券商行

业研究经验，电力设备新能源小组组长。 

高兴：华中科技大学工学学士，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硕士，三年电力设备行业工作经

验。2017年加入东北证券，现任公用事业行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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