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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企业减税征求意见出台，中小水电受益超预期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一周核心总结： 

12 部委起草新能源企业减税征求意见，水电企业增值税优惠或将延续

至 2020 年。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征求对《关于减轻可再生能源领域

涉企税费负担的通知》，明确提出：1、5 万千瓦以上水电按 13%征收；

2、100 万千瓦以上水电增值税超过 12%即征即退政策延长到 2020 年

底；3、太阳能发电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 50%的政策延长至 2020 年

底。当前水电增值税税率为 17%，相较于火电而言，水电增值税缺乏

进项税，在原有优惠政策即将到期的情况下对水电企业的经营前景造

成了一定压力。《通知》明确拟将水电增值税税率调整为 13%，同时

对于装机容量超过 100 万千瓦的水电站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12%的部

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从 2017 年底延续到 2020 年底。以雅砻江水电为

例，我们估算此政策的执行将每年维持 8~9 亿元的增值税返还，相当

于其利润总额的 10%左右。同时意见也明确了即征即退的时限，有助

于缓解水电企业的现金流压力。在大水电不确定性消除的基础上，意

见对于中小水电站是意外之喜。之前5万至100万千瓦水电都是按17%

的税率缴纳增值税，并没有其他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此次将税率定在

13%，相当于相应的水电站获得了 4%的税收减免，且这部分收入并没

有成本，超出市场预期。  

发改委印发《电力体制改革专题会议纪要》，电改将进一步深化。根

据会议纪要内容显示，会议针对自备电厂、电力现货市场、增量配网

试点和弃风弃光等电改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对自备电厂的整治是煤

电去产能的重要环节，会议从发电许可、补缴政府性基金、满足环保

要求和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讨论。电力现货市场的试点将

从省级和区域试点开展，将是电力体制进一步市场化的开端。增量配

网试点规定电网企业参控股项目不能超过第一批项目的 50%，有利于

防止电网企业形成优势地位。在新能源消纳方面，纪要从通道、调节

和经济政策等角度进行了讨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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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冠电力（三季度来水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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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改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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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周行情回顾 

9 月 4 日至 9 月 8 日上证综指下跌 5.57% 报 3,365.24 点，沪深 300 下跌 11.88%，报

3,825.99 点。CS 电力与公用事业下跌 0.58%，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1.3 个百分点，在

各行业中排 24 位，各个子版块中电网、火电及燃气分别下跌 2.39%、1.74%和 0.27%，

水电上涨 1.44%。电力与公用事业板块 2017 年初至今上涨 2.99%，在所有板块中排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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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8 日

分别为燃气溢价 168.56%，火电溢价 136.88%，水电溢价 19.89%和电网溢价 1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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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冠电力 9.89% 1 国电电力 -8.85% 1 大通燃气 4.24% 1 百川能源 -2.50% 

2 联美控股 5.59% 2 长源电力 -8.47% 2 国新能源 1.57% 2 中天能源 -2.02% 

3 黔源电力 5.06% 3 建投能源 -5.66% 3 金鸿能源 0.61% 3 重庆燃气 -1.87% 

4 东方能源 2.85% 4 岷江水电 -5.62% 4 陕天然气 0.12% 4 新天然气 -1.83% 

5 长江电力 1.74% 5 桂东电力 -4.26% 5 新疆浩源 0.09% 5 胜利股份 -1.57%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2. 行业数据跟踪 

9 月 6 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为 580.00，相比 8 月 30 日价格 579.00 上涨 1.00 元，较去

年同期价格 515.00 同比增长 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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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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8 日秦皇岛港煤炭库存共 557.00 万吨，同比增长 122.36%，这是由 2016 年

同期煤价过低库存大幅减少仅存 250.50 万吨所致；和 2015 年同期库存 638.00 万吨

相比，下降 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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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8 日，六大电企合计煤炭库存约 1,101.05 万吨，同比去年减少

约 8.24%，环比上周减少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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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08 137 20.0 272.20 221.32 119.10 331.43 1101.05 13.8 2.94 13.27 15.47 7.8 21.98 75.26 

20170907 140 21.2 275.79 226.93 124.70 325.57 1114.19 13.8 3.12 11.80 15.19 7.8 21.32 73.03 

20170906 141 20.4 280.16 222.32 131.30 334.83 1130.01 13.8 2.90 11.34 13.86 6.9 20.36 69.16 

20170905 144 17.0 276.70 221.99 138.20 335.78 1133.67 14.0 2.57 12.89 13.11 7.5 19.12 6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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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4 143 19.6 274.33 210.17 134.60 356.48 1138.18 14.2 2.19 12.28 12.88 7.5 20.54 69.59 

20170903 122 24.9 274.50 221.80 114.70 318.00 1075.90 14.2 2.10 12.30 12.90 7.3 19.90 68.70 

20170902 123 24.9 274.52 221.83 115.20 316.77 1076.22 14.6 2.10 12.30 12.90 7.4 19.70 69.00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3. 一周重要新闻回顾 

3.1. 政策动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该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核安全法共分 8 章总计 94 条，详细规定了核安全的方针、原则、

责任体系和科技、文化保障;核设施营运单位的资质、责任和义务;核材料许可制度，

核安全与放射性废物安全制度等。并且明确了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制度，建立应

急预案制度，核事故信息发布制度，核安全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等。核安全法

的施行使我国核能发展摆脱无法可依的困境，对核能的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2017 年第一批煤电机组关停项目发布共计 472.1 万千瓦】 

日前，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 2017 年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

务（第一批）的通知》。通知提出按照《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防范化解煤电

产能过剩风险的意见》等相关文件要求，并结合各省报送计划，明确 2017 年第一批

煤电机组关停计划，共计 100 台机组装机容量为 472.1 万千瓦。文件淘汰的机组主

要集中为 20 万千瓦级及以下，以江苏、河北关停数量最多。其中五大发电集团关停

机组共计 358.9 万千瓦，占第一批关停容量的 76%，其中华能 122.1 万千瓦、华电

142 万千瓦、大唐 50 万千瓦、国电 13.8 万千瓦、国电投 31 万千瓦。 

【发改委召开电改专题会 增量配电试点将向社会资本开放】 

2017 年 7月 12 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同志、国家能源局副局长王晓林同志主

持召开电力体制改革专题会，研究电力体制改革有关工作。会议指出紧制定燃煤自

备电厂规范建设和运行的专项治理方案，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加快启动电

力现货市场建设；规范推进增量配电业务试点，地方政府不得指定项目业主。电网

企业要积极参与竞争，但应当采取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第一批试点项目中电网

企业控股、参股的项目不得超过 50%，第二批试点可以不限制，按照招投标定项目业

主；对弃水弃风弃光弃核情况进行即时跟踪评估；组建全国电力交易机构联盟。 

【能源局公布首批风电平价上网项目名单 13 个项目总计 70.7 万千瓦】 

日前，国家能源局公布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名单。张家口国际可再生能源技术创

新试验实证基地、建投康保大英图平价上网示范项目等 13 个项目成为风电平价上网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计 70.7 万千瓦。这些示范项目将不受省年度规模指标限

制；上网电价为当地煤电标杆上网电价，无补贴，不发绿证；各方力促不限电；项

目建成电网与风电企业签购售协议。风电平价上网有利于充分利用各地区风能资源，

推动风电新技术应用，提高风电市场竞争力，促进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减轻可再生能源领域涉企税费负担的通知》】 

日前，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减轻可再生能源领域涉企税费负担的通知》。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等 12 部委联合发布征求意见稿，力求为可再生能源行业减负。文件根据

可再生能源企业税费负担普遍较重的实际情况，明确了可再生能源企业的税费减免

政策。针对风电企业，《通知》规定：1、对风电项目，风电场进场及检修道路占用

耕地，参照公路线路，减按每平方米 2 元的税额征收耕地占用税。2、要求地方强化

服务能力建设，缩短大件运输许可办理时间，规范风机超大部件运输管理。3、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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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保险的风险转移作用，加强风电设备质量保险体系建设，推动以风电设备质量

保险替代风电设备质量保证金。 

 

3.2. 子行业动态 

【火电：河南 30 万吨以下小煤矿将全部关闭！】 

截止到 2016 年年底，河南总计拥有各类煤矿 450 处，产能合计 20677 万吨/年，其中，

证照齐全生产煤矿总计 246 处，产能合计 16159 万吨/年。30 万吨以下煤矿数量总计

252 处，产能合计 3978 万吨/年，其中，30 万吨以下证照齐全生产煤矿总计 95 处，

产能合计 1554 万吨。证照齐全生产煤矿中，30 万吨以下煤矿产能占比接近 10%。

如果单看产能的话，30 万吨以下小煤矿全部关闭退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事实上，

目前河南省生产煤矿中很大一部分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特别是 30 万吨及以下的

小煤矿多数处于停产状态，生产煤矿整体产能利用率偏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1-7 月份，河南省完成原煤产量 6687 万吨，综合产能利用率只有 70.94%。因此，从

煤矿实际生产情况来看，当前河南 30 万吨以下小煤矿全部关停对煤炭生产影响并不

大。 

 

【水电：世界最大潮汐电站建成 未来最高将产生 1.9GW 的电力】 

潮汐发电,在未来有可能成为很多沿海城市的主力发电方式。刚刚建成不到一年的全

球最大潮汐能发站,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启示。全球最大的潮汐能发电计划"MeyGen"

自 2016 年 11 月在英国彭特兰海峡投产以来,两部涡轮机于今年 8 月刷新单月潮汐发

电纪录达 700MWh 为苏格兰 2,000 户家庭提供充足电力。工程师还估计,到了 2024

年这座潮汐发电站将可生产约 1.9GW 的电力,相当于苏格兰地区总用电量的 43%。目

前,潮汐发电的主要研究与开发国家包括法国、俄罗斯、加拿大、中国和英国等,世界

上适合开发潮汐电站的20多处地点都有研究进行中,包括: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库克湾、

加拿大芬地湾、英国塞文河口、阿根廷圣约瑟湾、澳大利亚达尔文范迪门湾、中国

的乐清湾,印度坎贝河口、俄罗斯远东鄂霍茨克海品仁湾、韩国仁川湾等地。 

 

【风电：2016 年度全国优秀风电场盘点 联合动力风机风电场占近五分之一】 

按照《全国风电场生产运行统计指标对标评比管理办法》（2016 版）的相关要求，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科技开发服务中心、全国风力发电技术协作网对 2016 年度全

国风电场生产运行指标进行了统计。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全国 1343 家风电

企参加 2016 年度竞赛，其中 1308 家风电企业申报数据有效。通过对电量指标和

设备运行水平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公示和最终评审，最终确定 286 个风电场（风电

企业）企业获得 2016 年度竞赛奖，其中有 53 个风电场（风电企业）应用联合动力

风力发电机组获奖，占比近五分之一。所获奖项包括：一等奖 16 家，约占全部一等

奖的四分之一，以及二等奖 13 家、三等奖 24 家。 

 

【核电：红沿河核电二期项目将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5 号和 6 号机组预计于 2020 年和

2021 年建成投产】 

东北地区第一座大型核电站，红沿河核电站二期项目建设目前正处在由土建施工向

设备安装过渡的关键节点，近百名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安装五号机组穹顶的安全设备。 

红沿河核电站规划建设 6 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其中一期工程 4 台机组已于去年全

面建成投产。二期项目是大连今年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建成后，红沿河核电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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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世界上发电能力最大的核电站之一。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廖伟明说：

“我们会把红沿河二期工程建设好，实现一台机组更比一台好的目标。”他表示，红

沿河 5 号和 6 号机组预计分别于 2020 年和 2021 年建成投产。 

 

【光伏：合肥倾力做大光伏产业“蛋糕”】 

近年来，合肥市将光伏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推动转型发展的重要支点，坚持

一手抓技术创新升级和产业链完善、一手抓示范推广应用，努力打造“中国光伏第

一城”和全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新样本。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市各类光伏电站并网规

模突破 8000 座、规模 1.3GW，光伏累计发电 8.5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 24.8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64 万吨，持续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保持领先。今年上半年，全市

光伏及新能源产业实现增加值 53.74 亿元，同比增长 10%。。 

 

【燃气：天然气改革红利加速释放 北京率先喝上“头啖汤”】 

2017 年以来，天然气消费不断增加，但供应仍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而此次天然

气价格下调再次刺激了下游需求。同时，在“煤改气”政策的推动下，下半年用气

量还将大增。基于此，北京日前印发天然气新政，明确提出管道天然气非居民销售

价格下调 0.1 元/立方米。这是继 2015 年非居民销售气价降低 0.7 元后北京市第二次

降低非居民销售气价，按 2016 年非居民用户全年用气量计算，两次共约降低企业年

用气成本 110.9 亿元。 

 

3.3. 重点公司公告 

 

【京能电力】 

【关于内蒙古京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电厂二期项目获得核准的公告】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同意建设京泰发电二期项目，该项目新建 2 台 66 万千瓦

超超临界燃煤空冷发电机组，同步建设脱硫、脱硝和除尘装臵，项目投产后，接入

蒙西至天津南特高压交流输电通道。项目总投资约 50.4 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

10.08 亿元，资本金以外所需资金拟由银行贷款解决。 

 

【新能泰山】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公司本次筹划事项已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经公司

申请深交所批准，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9 月 5 日开市时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继续

停牌。 

 

【宁波热电】 

【关于合资设立油品贸易公司的公告】 

公司拟与海蓝能源公司和恒兴船务公司合资设立宁波能源实业有限公司拟定注册资

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开展以油品来料加工及贸易为主的一系列业务。其中公司

出资 40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40%；海蓝能源出资 3500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35%；恒兴船务出资 25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25%。 

 

【红阳能源】 

【股份解除质押及再次质押公告】 

沈煤集团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 222,847,226 股限售流通股在中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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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沈阳南六东路营业部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2017 年 9 月 1 日，沈煤集团将

上述质押股份中的 12,200 万股限售流通股解除质押。2017 年 9 月 4 日，沈煤集团将

解禁的公司 12,200 万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天证券用于“中添融通 10 号定向资

产管理计划”实施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购回交易日为 2020 年 9 月 3 日。本次质押

后，沈煤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 612,944,726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46.04%。  

 

【金鸿能源】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授予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董事会同意对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76 名激励对象所获授予的 280.20 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注销事

宜已于 2017 年 9 月 5 日办理完毕。 

 

【百川能源】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武清百川燃气销售有限公司于近日与天津市武清区建设管理委

员会签订了《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本合同金额为 2.15 亿元，占公司 2016 年

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12.45%，若能够顺利实施，预计会对公司 2017 至 2018 年度

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关于获得财政补助的公告】 

公司“村村通”燃气工程项目获批京津冀及重点地区污染治理工程 2017 年中央预算

内投资计划补助资金共 13,477 万元，近日收到财政补助资金 5,640 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自相关燃气管网设施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按照燃气管网设施预计使用寿

命 20 年进行平均分配，分次计入各期损益，对公司年度利润总额影响较小。 

 

【韶能股份】 

【关于与翁源县人民政府签订生物质发电项目投资合同书的公告】 

为进一步拓展生物质能发电业务，扩大生物质能可再生清洁能源的经营规模，提高

经营效益。公司与韶关市翁源县人民政府签订《生物质发电项目投资合同书》，本项

目计划投资 10 亿元，本次签订协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长江电力】 

【201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17 年付息公告】 

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总额 30 亿元，债券期限 10 年，本计息期债券利

率 4.50%，付息日 2017 年 9 月 14 日。 

 

【广州发展】 

【2017 年第一期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簿记建档发行结果公告】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5 日完成 2017 年第一期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簿

记建档发行，实际发行债券总额 24 亿元，期限为 5 年，发行价格为 100（元/张），

票面利率为 4.94% ，利率基准为 4.41% ，利差为 0.53%。 

 

【金山股份 】 

【股东减持计划公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10 / 13 

[Table_PageTop] 行业动态报告 
 

2017 年 9 月 7 日，公司收到第二大股东辽宁能源发来的《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关于减持金山股份计划的函》，自减持公告发布 15 交易日后的 6 个月时

间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4,57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0.99%。  

 

【上海电力】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

稿）】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国家电投收购其持有的江苏公司 100%股权，向

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06,000.00 万

元。按照本次发行股票价格 9.91 元/股计算，公司向国家电投发行股份支付对价的数

量为 26,991.79 万股，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股份对价。 

 

【哈投股份】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日前，《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发布，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7 年 9 月 7 日结束，实际发行规模 10 亿元，最终票面利

率为 5.30%。 

 

【百川能源 】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曹飞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39,409,09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4.46%，计划减持公司

股票不超过 54,409,090 股，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

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胜利股份】 

【关于公司收购江西尚典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为加快培育天然气业务，拓展江西天然气市场，公司拟以现金通过受让曹达文、周

茂林合计持有的江西尚典晟 100%股权的方式，交易价款为 10,300 万元。并间接持

有彭泽天然气 85%股权，与其另一股东九江市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经营彭泽县天然气

市场。 

 

【大连热电】 

【关于完成挂牌转让大连体育场商城有限公司 15%股权的公告】 

公司在大连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有的大连体育场商城有限公司 15%

股权，成交价为人民币 2,516.58 万元。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臵、土地租

赁等情况，股权转让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预计给公司带来 781.58 万

元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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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12 赣能股份 股东大会召开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11 / 13 

[Table_PageTop] 行业动态报告 
 

20170912 黔源电力 股东大会召开 

20170912 甘肃电投 股东大会召开 

20170912 建投能源 股东大会召开 

20170915 广安爱众 股东大会召开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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