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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发文煤炭保供应，当前煤价高位电企补库存意愿较弱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一周核心总结： 

发改委：全力保障重点地区发电供暖煤炭供应，加快推进煤炭优质产

能释放。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

区市和相关企业要加强煤炭产运需动态监测分析，及时发现和协调解

决供应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努力保障十九大召开前后煤炭稳定供应。

京津唐地区要积极落实煤源，加强运输调度协调，提前做好电煤储备

工作，确保电煤稳定供应。煤炭产运需三方要多签订量价齐全和有运

力保障的中长期合同，要加强对合同执行情况的监督考核，进一步提

高签约履约水平。通知还要求加快推进煤炭优质产能释放，重点产煤

地区要认真落实保供责任，对部分符合条件的优质产能煤矿重新核定

生产能力。通知也对发电侧提出了要求，要求各发电企业分析供需形

势，提前做好燃料采购、运力衔接和储存，落实稳定发电责任。电网

企业要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优化火电机组运行方式，为清洁能源上网

腾出空间；鼓励清洁能源机组与煤电机组、自备电厂开展发电权交易，

引导参与调峰。 

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再次上行，六大发电集团沿海电厂库存下滑。

本周环渤海动力煤价格环比上涨 3 元/吨，达到 586 元/吨，连续三周

上行且达到 5 月份以来最高价位。动力煤在 9 月份呈现淡季不淡的情

况，主要产地供应相对偏紧。与此相对应，六大发电集团的沿海电厂

煤炭库存也在迅速下滑，从 7 月份 1290 万吨的高点降至 1013 万吨，

可用天数也降至 14 天。虽然 8 月份火电发电增速有所回落，但六大发

电集团沿海电厂日均耗煤量仍保持较快增长，两者出现了一定的背离，

也显示出高耗能行业去产能导致不同区域间用电增速的分化。在当前

煤价处于高位运行的情况下，发电集团煤炭库存下滑同时秦皇岛港口

煤炭库存较为稳定，说明电力企业补库存意愿较弱，煤电博弈格局仍

将长期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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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8 日至 9 月 22 日上证综指下跌 0.03% 报 3,352.53 点，沪深 300 上涨 0.17%，报

3,837.73 点。CS 电力与公用事业下跌 0.81%，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98 个百分点，在

各行业中排 15 位，各个子版块中燃气、水电、电网以及火电分别下跌 0.54%、1.05%、

1.22%和 1.48%。电力与公用事业板块 2017 年初至今上涨 2.47%，在所有板块中排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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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

分别为燃气溢价 129.70%，火电溢价 74.78%，水电溢价 21.17%和电网溢价 1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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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东电力 1.73% 1 建投能源 -5.29% 1 大通燃气 2.90% 1 新天然气 -4.60% 

2 岷江水电 1.26% 2 东方能源 -4.97% 2 百川能源 1.57% 2 重庆燃气 -2.62% 

3 深南电 A 1.11% 3 三峡水利 -3.97% 3 中天能源 0.73% 3 新疆浩源 -1.91% 

4 联美控股 0.89% 4 红阳能源 -3.92% 4 国新能源 0.22% 4 大众公用 -1.70% 

5 国电电力 0.59% 5 明星电力 -3.33% 5 南京公用 0.14% 5 陕天然气 -1.64%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2. 行业数据跟踪 

9 月 20 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为 586 元/吨，与 9 月 13 日价格 583 元/吨相比上涨 3 元，

与去年同期价格 554.00 同比增长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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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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秦皇岛港煤炭库存共 562.50 万吨，同比增长 107.95%，这是由 2016

年同期煤炭库存大幅减少仅存 270.50 万吨所致；和 2015 年同期库存 607.00 万吨相

比，下降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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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六大电企合计煤炭库存约 1013.37 万吨，同比去年降低

12.57%，环比上周减少 4.66%。六大电企日均耗煤量较之前有所上升，环比上周上升

约 2.31%，相比上年同期增加约 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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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22 121.00 20.70 254.48 199.37 118.00 299.82 1013.37 14.10 1.60 14.17 13.59 8.10 20.16 71.72 

2017-09-21 118.00 21.70 250.10 195.00 113.00 285.70 983.5 14.80 1.60 14.40 13.20 7.60 21.40 73.00 

2017-09-20 120.00 22.10 238.32 193.97 116.00 282.81 973.2 14.00 1.60 13.90 12.82 7.70 20.83 70.85 

2017-09-19 125.00 19.70 226.10 194.34 116.00 277.84 958.98 12.60 1.50 13.10 12.88 7.50 18.72 66.30 

2017-09-18 132.00 21.60 273.00 208.18 118.60 283.54 1036.92 12.00 1.90 11.80 13.95 7.40 19.91 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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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17 130.0 22.7 273.6 208.2 118.6 297.4 1050.46 11.1 1.8 11.9 14.0 7.4 20.8 66.9 

2017-09-16 129.0 21.7 273.6 200.2 118.6 304.5 1047.6 10.9 1.7 11.9 14.3 7.4 20.1 66.3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3. 一周重要新闻回顾 

3.1. 政策动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三五”节能减排工作的实施意见发布】 

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三五”节能减排工作的

实施意见》。根据意见，新疆将全面实施 30 万千瓦以上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

造。到 2020 年，累计完成 2596 万千瓦时超低排放任务和 2931 节能改造任务。 

【河北省“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大力发展绿色电力 改造提升煤电机组】 

日前，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河北省“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规划》

提出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落实能源革命战略思想，大

力压减煤炭消费总量。到 2020 年，全省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3.27 亿吨标准煤左右，

年均增长 2.2%。电力消费 3900 亿千瓦时，年均增长 4.2%。《规划》还提出积极扩大

天然气利用规模，发展绿色电力生产系统，推进多个燃气热电、燃煤热电项目早日

投产。 

【河北省人民政府：“十三五” 加快建设两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推进唐山、沧州

海上风电建设】 

近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河北省“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规划指出，坚持

基地建设与分散开发相结合，加快建设张家口、承德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有序推

进唐山、沧州海上风电建设，积极布局发展低风速风电项目。推进张家口风电基地

三期、承德风电基地二期和三期、唐山沿海风电建设，到 2020 年全省风电装机达到

2080 万千瓦，张承风电基地风电装机容量争取达到 1800 万千瓦，沿海风电装机容量

争取达到 80 万千瓦。 

【广州市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以智能电网为基础建设能源网络】 

9 月 20 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州市能源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广州将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开放融合的现代能源体系。《规划》

指出，到 2020 年，广东省广州市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6284 万吨标准煤以内，煤炭

消费量控制在 1363 万吨以内；广州市天然气年消费量力争达到 60 亿立方米，占一

次能源消费比重力争提高到 10%；在能源安全保障方面，广州本地电源（含热电联

产）装机容量努力达到 1000 万千瓦，电力热力燃气生产供应业产值力争达到 2000

亿元；在发展智慧能源产业方面，要以重大科技攻关为抓手推动新能源技术产业化，

布局能源产业园区形成示范集群效应，充分发掘信息技术在能源领域应用，依托电

力网络，以智能电网为基础，与热力管网、天然气管网、交通网络等多种类型网络

互联互通，多种能源形态协同转化、集中式与分布式能源协调运行的综合能源网络。

【7 月京津唐电力直接交易成功开展】 

2017 年 9 月 22 日，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公布 7 月京津唐电力直接交易结果。本次交易

采用双边协商的交易方式，市场主体包括京津唐地区 44 家发电企业（总装机容量

4693 万千瓦）和天津、冀北地区 282 家电力用户及 143 家售电公司（其中，天津电

力用户 54 家，冀北电力用户 228 家，售电公司 14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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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子行业动态 

 

【火电：煤炭淡季不淡：主要产地供应偏紧 再现排队抢煤热潮】 

在结束了“迎峰度夏”的消费旺季，9 月份本该是用煤淡季，但煤价依旧保持上涨态

势。9 月 13 日，新一期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 583 元/吨，环比上涨 3 元/

吨。价格指数涨幅有所扩大，累计上行 4 元/吨。同时，焦炭市场上周也开启了新一

轮上涨，涨幅普遍在 100 元/吨，九轮累计涨幅达到 660 元/吨。炼焦煤继月初调价后，

上周续涨 50 元/吨-60 元/吨。无烟煤同时延续上涨，保持良好走势。 

 

【水电：中国电建承包马里古伊那水电站项目主体工程开始施工】 

马里当地时间 9 月 18 日下午 2 点整，马里古伊那水电站项目大坝左岸开始清表作业，

标志着项目进入了实质性施工阶段。马里古伊那水电站项目是西非区域大型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也是中国企业在西部非洲承建的标志性工程。工程建成后将通过区域

电网向马里、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西非三国输送电力，并成为“一带一路”向非

洲区域延伸过程中新的发展支点。古伊那水电站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最大坝高 19

米，坝长为 1230 米。电站总装机容量 3×49 兆瓦，整个枢纽工程由混凝土重力坝、

引水系统、电站厂房、开关站、60 公里输电线路、16 公里进场道路等组成，由塞内

加尔河流域开发组织(OMVS)投资开发，中国电建 EPC 总承包。 

 

【风电：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助力海上风电大规模开发】 

近日，由港湾院承担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水下锚固吸力锚基础承载机理与特性研

究”项目研究工作大纲审查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交建科学技术部组织召开此次会议，

相关专家及代表共 11 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专家组听取了课题组关于“深远海漂浮

式风电水下锚固吸力锚基础承载机理与特性研究”研究工作大纲的汇报，认为本课

题研究工作大纲的总体目标明确，主要研究内容系统、全面，技术路线合理，技术

经济指标明确，同时肯定了港湾院在该课题研究方面拥有充足的技术、试验和人员

条件，具备承担该课题的能力。 

 

【核电：华龙一号海外首堆第三台蒸发器吊装成功！】 

当地时间 9 月 20 日 14 时 38 分，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工程 2

号机组第三台蒸汽发生器吊装成功。从 9 月 10 日开始，11 天内 3 台蒸发器全部成功

就位，标志着主设备预入施工方法得到了完全验证，这为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工程早

日建成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华龙一号及后续其它同类电站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光伏：中电联：8 月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 3.36GW】 

中电联行业发展与环境资源部发布的最新《2017 年 1-8 月份电力工业运行简况》统

计显示，1-8 月，全国基建新增太阳能发电 38.28GW，比上年同期多投产 16.49GW。

而根据中电联此前统计的数据，前 7 个月，全国新增太阳能装机 34.92GW，这意味

着 8 月份太阳能新增装机容量为 3.36GW。 

 

【燃气：丽水市开展煤气作业企业安全生产大检查 年底前将全部淘汰一段式煤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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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炉】 

近日，丽水市对冶金企业的煤气作业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督促冶金企业加强煤气

作业安全管理，加快淘汰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一段式煤气发生炉，坚决防范中毒

及爆炸事故的发生。检查期间，全市共检查煤气作业企业 18 家，检查发现问题和隐

患数 48 项，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 4 份。截止到目前，全市在用的一段式煤气发

生炉共有 14 台（遂昌 2 台、青田 12 台），年底前将全部完成淘汰工作。2015 年底，

全市一段式煤气发生炉共计 151 台，并逐步开始一段式煤气发生炉淘汰工作。两年

来，冶金企业逐步使用天然气为燃料，共计淘汰一段式煤气发生炉 138 台，从源头

上消除一段式煤气发生炉的不安全因素。 

 

3.3. 重点公司公告 

【三峡水利】 

【关于使用闲臵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实施情况的公告】 

公司本次使用人民币 7500 万元闲臵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投资金额

5000 万元，预期年化收益率 4.15%，成立日 2017 年 9 月 15 日，预计到期日 2017 年

12 月 15 日。 

 

【长源电力】 

【关于转让关闭退出产能指标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煤业的全资子公司安兴煤业和兴华煤业将其分别所属安兴煤矿

和兴华煤矿各自 30 万吨/年，合计 60 万吨/年的关闭退出产能指标转让给关联方锡林

郭勒盟锡林浩特煤矿，关联交易单价为 115 元/吨，总金额为 6900 万元。 

 

【新能泰山】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 2017 年 8月 22 日开始停牌，公司原预计在 2017

年 9 月 22 日前按照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由于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工作量较

大，重组方案尚需进一步协商、确定和完善，现公司申请股票继续停牌，并预计继

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 

 

【东方能源】 

【国家电投集团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平山县政府签订新增风电项目

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2017 年 9 月，国家电投集团石家庄分公司与河北省平山县政府签署了《新增风电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平山县人民政府同意石家庄分公司在平山县山区投资开发建设

风电场。拟建新增风力发电场区域可开发容量约 10 万千瓦，规划投资约 8 亿元，

一、二期总装机容量 20 万千瓦，拟投资约 1 7 亿元。 

 

【皖能电力】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网电价调整的公告】 

公司收到安徽省物价局皖价商《安徽省物价局关于合理调整电价结构有关事项的通

知》。该文件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公告如下：1、调整发电企业上网电价。安

徽省燃煤发电机组（含热电联产、综合利用发电机组）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提高 

1.51 分钱（含税，下同）。调价后，我省燃煤发电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脱硝、

除尘）为每千瓦时 0.3844 元。2、以上电价调整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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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电力】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方案的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决议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95,000 万元，调减为 833,400 万元，扣

除大唐国际唐山北郊热电联产项目中原先拟使用的 82,200 万元和辽宁大唐国际抚

连接带热电厂“上大压小”新建工程项目中原先拟使用的 79,400 万元募集资金。 

 

【湖南发展】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邀参与认购健康产业并购基金份额的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湖南发展集团的《关于提前邀请你司参与认购健康产业并

购基金份额的函》。据来函，湖南发展集团与光大资本拟共同发起设立湖南发展光大

健康产业并购基金，该基金尚处于筹备阶段，湖南发展集团现提前邀请我司参与认

购基金份额人民币 1 亿元。基金组织形式拟为有限合伙制，首期规模拟为人民币 15

亿元。其中湖南发展集团拟出资 1.79 亿元，光大资本拟出资 0.2 亿元，基金管理公

司作为普通合伙人（GP）拟出资 0.01 亿元。 

 

【上海电力】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交割进展的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分别召开 2016 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

2016 年第四次临时监事会，并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KES POWER LTD.持有的 K-ELECTRIC LIMITED

的 18,335,542,678 股股份，占 KE 公司总发行股本的 66.40%之交易。 

 

【上海电力】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

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收到中国证券会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委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 57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

审核，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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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重组事

项获得无条件通过。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9 月 22 日(周五)开市起

复牌。 

 

【大众公用】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参股基金获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证明的公告】 

本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与上海华麟股权投资管理中心、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

公司、东方国际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份额转

让及入伙协议》、《合伙协议》，成为上海华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新的有限合伙人，

占首期募集规模的 60.24%。2017 年 7 月 14 日，本公司与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在上海签署《上海华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及补充协

议，本公司将参股的华璨基金中尚未出资的人民币 50000 万元中的 30000 万元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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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出资份额及其相应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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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29 节能风电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20171009 重庆燃气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20171012 华电能源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20171013 华电能源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20171013 华电能源 股东大会召开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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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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