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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价高企削弱电力业绩，未来有望迎来反转机遇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事件： 

公用事业行业 2017 年中报已经全部披露。我们对相关上市公司上半

年业绩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将它们划分为火电、水电、地方电网和

燃气四个板块，并选取典型公司对板块的行业情况进行多角度分析。 

核心观点： 

上半年电力公用板块受煤价影响，量增利减。上半年电力及公用事

业板块营收增速为 13.32%，在全部 28 个行业中排名第 19，归母净

利润同比增速为-34.02%，排名倒数第一。我国经济上半年企稳回暖，

叠加重工业开工率回升，各主要发电企业发电量同比均有所增长，

带动行业营收保持正向增长。但由于 2017 年上半年全国平均电煤价

格较 2016 年同比增长 59.57%，高位运行的煤价极大地削弱了以火

电为主的电力行业的盈利能力，同时火电板块占电力公用板块比重

较大，直接导致电力公用板块业绩下滑较为显著。 

火电业绩短期内仍受煤价压制，细分板块有所分化。火电板块受煤

价拖累，毛利率与业绩下滑显著。由于短期内动力煤价格大幅下跌

的可能性较小，火电企业的业绩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收到压制。水电

板块受上半年来水偏枯影响，加之去年同期基数较高，业绩整体有

所下滑。相较而言，大型水电机组由于具有一定的调节能力，表现

更为稳健。燃气板块归母净利润有小幅下滑，主要是管输价格调整

及上游气源季节性调价对部分中游管输企业造成了较大冲击。各家

城市燃气公司则业绩表现相对较为突出。 

下半年电力主要依靠电改、国改和煤电联动，燃气板块迎来机遇期。

对于电力行业而言，下半年投资的三条主线分别是电改、国改和煤

电联动。电力体制改革作为电力行业的根本大事，有望从源头打破

“市场煤计划电”的桎梏有利于龙头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对

于电力行业的影响主要在于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高，不同产业

板块的整合也有利于电力企业平抑盈利波动。煤电联动政策在当前

煤价水平下按相关公式估算有很大的概率于 2018 年起实施，电价上

调将有效缓解火电企业因煤价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对于燃气板块

而言，当前环保压力下天然气作为主体能源的地位正在不断巩固。

今年下半年随着北方地区进入供暖期，加之“煤改气”政策的影响，

相关区域的燃气公司有望迎来更快的业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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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价上调不及预期风险，电力供需形势恶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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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整体表现回顾 

1.1. 上半年公用事业营收有所增长，业绩下滑显著 
依据中信行业划分情况，上半年 CS 电力及公用事业营收增速为 13.32%，在全部 28

个行业中排名第 19，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为-34.02%，排名倒数第一。上半年受经

济企稳回暖，重工业开工率回升等因素影响，各主要发电企业发电量同比均有所增

长，带动行业营收保持正向增长。但由于 2017 年上半年全国平均电煤价格指数为

510.88 元/吨，较 2016 年同期 320.16 元/吨同比增长 59.57%，高位运行的煤价极大

地削弱了以火电为主的电力行业的盈利能力，导致全行业业绩下滑较为显著。 

图 1：2017 上半年各行业营收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图 2：2017 上半年各行业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将 CS 电力及公用事业与沪深 300 指数的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增速作对比，可以很明

显的看出从 2014 年起，受益于煤价的持续下跌，电力公用板块的业绩增速始终快

于沪深 300 的数据。同期由于我国电力供需格局逐步转变为供过于求，电力板块的

营收增速始终较为疲软，长期低于沪深 300 指数。这一阶段电力公用板块的营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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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与业绩增长出现一定的背离，呈现“量缩利增”的情况。而进入 2016 年后，电

力板块业绩先是由于电价下调及同期基数较高的原因出现了下滑，在 2016 年下半

年起又受到煤炭价格暴涨的冲击，整个板块业绩出现了急速下降。而营收情况则得

益于经济企稳带来的用电量增长，基本与沪深 300 指数的营收变动保持在同一水平

线上。 

图 3：CS 电力及公用事业与沪深 300 营收、业绩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1.2. 上半年公用事业板块涨幅居中靠前 

从板块表现来看，上半年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涨幅为 2.55%，在全部行业中排名第

10 位，处于中间靠前。这一排名远高于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业绩增长排名。我们判

断一方面是电力板块上半年存在电改及混改等主题性行情，另外也是市场风格切换

所致。 

图 4：2017 上半年各行业涨跌幅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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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火电行业：上半年业绩大幅下滑，未来有望环比改善 

2.1. 受煤价拖累业绩下滑显著 
我们从电力及公用板块选取若干家典型的全国性和区域性火电企业进行研究。

从各项营业指标来看，所选 11 家公司上网电量/发电量均实现正向增长。其中华能

国际上半年实现发电量 1866.85 亿度，同比增长 27.8%，在所选公司中排名第一。

由于各公司发电机组所在区域不同，电力市场竞争情况有所区别，导致相应的电价

水平变化也有差异。浙能电力上半年实现营收 226.29，同比增长 26.82%，增速快于

上网电量增长。这表明浙能电力上半年市场电折让幅度有所减少，面临的电力市场

竞争格局有一定的改善。与其相似的公司还包括华电国际、建投能源、深圳能源、

上海电力和漳泽电力。 

从毛利率角度分析，所选公司中毛利率最高的为深圳能源，达 24.27%，同比下

降 8.11 个百分点；而毛利率最低的为漳泽电力，为-1.05%，同比下降-12.89 个百分

点。相关公司毛利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这也与图 6 反应的情况相吻合。我们将

近三年火电行业分季度毛利率与秦皇岛动力煤走势进行对比，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当

动力煤价格上行时，火电板块毛利率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从归母净利润角度来看，相关火电企业经营状况不容乐观。华电国际和漳泽电

力出现亏损，而业绩绝对值最高的浙能电力实现归母净利润 23.83 亿元，同比下滑

高达 42.77%。 

 

表 1：火电行业重点公司上半年数据一览 

公司名称 
上网电量

（亿度） 

上网电量同

比增长% 

营收（亿

元） 

营收同比

增长% 
毛利率% 

同比变化

（百分点） 

归母净利润

（亿元） 
同比增长% 

华能国际 1866.85 27.80% 714.34 11.36% 11.49% -17.02 6.45 -89.53% 

华电国际 828.32 2.29% 366.48 23.99% 8.81% -18.58 -2.12 -108.04% 

国电电力 883.51 3.04% 287.44 1.83% 18.80% -13.83 17.73 -52.69% 

大唐发电 905.765 10.52% 300.48 2.91% 15.62% -12.96 10.81 -36.19% 

浙能电力 523.09 12.19% 226.29 26.82% 11.73% -18.10 23.83 -42.77% 

京能电力 214.02 3.84% 50.48 2.93% 3.00% -22.15 0.63 -93.46% 

建投能源 140.16 2.65% 47.90 5.46% 17.59% -26.90 2.34 -79.72% 

深圳能源 122.47 17.51% 61.74 22.75% 24.27% -8.11 4.03 -52.67% 

上海电力 169.56 2.17% 86.35 14.40% 15.69% -12.12 1.65 -72.29% 

粤电力 A 322.46 26.6% 123.85 21.01% 10.16% -13.94 1.29 -82.56% 

漳泽电力 140.18 6.71% 42.83 14.63% -1.05% -12.89 -6.01 -324.21%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注：加粗电量数据为发电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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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重点火电公司各项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图 6：近三年火电行业毛利率与秦皇岛煤炭平仓价（5500 大卡）对比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2.2. 板块个股涨跌分化趋势明显 
由于上半年“业绩为王”的市场风格，火电板块受限于高煤价对业绩的冲击并没有

太多超额表现。CS 火电板块中只有湖北能源，天富能源，联美控股，宁波热电等

四家公司实现了归母净利润的正增长。其中天富能源和联美控股是因为供暖供热业

务增长，宁波热电是因为蒸汽收入增加加之去年同期基数较低，湖北能源是因为发

电业务中水电业务、新能源业务利润同比实现了较大增长，并有效冲抵了火电业务

利润的下降。 

从个股涨跌幅角度来看，上半年火电板块涨势较好的股票有的是依靠电改、国改、

雄安新区等主题性投资机会（建投能源、大唐电力、国电电力、东方能源），有的

是依靠业绩增长（联美控股）或其他业务带动（国投电力）。整体上来看，市值较

大、装机结构优越的大型火电公司表现相对较好，这也符合上半年白马股优先的市

场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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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17 上半年火电行业个股涨跌幅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图 8：CS 火电板块净利同比增长  图 9：火电行业分季度净利润变化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3. 水电行业：流域降水不均，大水电表现稳健 

今年上半年，受来水偏枯影响，全国水电实现发电量 4613 亿千瓦时，同比降低 4.2%。

受流域降水不均影响，各水电公司上半年发电量均有所波动。长江电力上半年发电

量同比增长 14.6%，但如考虑向家坝和溪洛渡并表的影响，其发电量事实上同比下

滑 4.26%。国投电力控股的雅砻江水电上半年发电量下滑 1.06%，而以龙滩水电为

主体的桂冠电力发电量下滑幅度较大，达 28.39%。整体而言，大型水电站由于库容

较大，通常具有较好的调节能力，受来水波动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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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水电行业重点公司上半年数据一览 

公司名称 
发电量（亿

度） 

发电量同比

增长% 

营收（亿

元） 

营收同比

增长% 
毛利率% 

同比变化

（百分点） 

归母净利润

（亿元） 
同比增长% 

长江电力 816.11 14.60% 192.90 -3.88% 55.20% -1.97 81.05 7.34% 

川投能源 11.59 25.47% 3.52 -30.55% 45.77% 6.57 12.30 -11.98% 

桂冠电力 149.04 -28.39% 36.33 -26.89% 47.19% -15.52 7.42 -59.31% 

甘肃电投 27.93 15.13% 7.48 15.27% 34.40% 13.95 -0.12 92.85% 

黔源电力 29.45 -25.10% 7.99 -24.98% 51.59% -3.54 0.47 -54.01% 

国投电力 545.12 6.55% 139.63 6.28% 40.34% -10.3 12.90 -13.21%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注：考虑国投电力目前发电以水电为主，在此纳入观察） 

 

图 10：重点水电公司各项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从股票涨跌表现来看，水电板块排名靠前的个股均为权益水电装机容量较大的公

司。其中电力板块市值最大、分红比例高、现金流稳定的长江电力涨幅排名第一。

除长江电力外，CS 水电板块中还有甘肃电投（亏损减少）和梅雁吉祥（转让股票

获得非经常性收益）归母净利润增速为正。从季节角度来看，水电板块在三季度汛

期通常会获得较高业绩。考虑到相关气象水文资料显示目前汛期来水较为充沛， 下

半年水电板块业绩有一定超预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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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017 上半年水电行业个股涨跌幅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图 12：CS 水电板块净利同比增长  图 13：水电行业分季度净利润变化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4. 地方电网行业：电改东风渐起 

地方电网企业主要是位于我国西南地区的拥有区域配电网的公司。这类企业一般通

常拥有发电资产（小水电为主），自发电通过配电网络输送给客户。当自发电量不

能满足需求时，其通过向大电网或区域内发电企业购电，再把电量销售给客户。今

年上半年，受益于用电回暖，相关企业售电量均有所增长。由于外购电成本较高，

其占售电量的比重直接影响公司毛利率和业绩。 

表 3：地方电网行业重点公司上半年数据一览 

公司名称 
售电量（亿

度） 

售电量同比

增长% 

营收（亿

元） 

营收同比

增长% 
毛利率% 

同比变化

（百分点） 

归母净利润

（亿元） 
同比增长% 

三峡水利 7.51 0.38% 4.73 -1.71% 35.86 -3.04 1.37 16.07% 

桂东电力 18.16 5.67% 40.86 81.90% 7.70% -9.43 0.06 -95.11% 

文山电力 24.19 13.81% 10.53 8.67% 34.04% 7.57 1.99 67.46% 

涪陵电力 - - 9.81 48.45% 18.33% 6.83 1.10 48.48%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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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利自发电量略有下降导致外购电成本增加，业绩增长主要源于上半年收到农

网补贴专项资金。桂东电力受来水较枯影响，自发电同比下滑 29.44%，对公司业绩

造成较大影响。涪陵电力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节能业务的扩张。文山电力归母净利

润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售电收入增加叠加综合购电价下降， 此外还有公司财务

费用降低，大修费用、材料费、运维费等非购电成本多集中于下半年发生等原因。 

图 14：重点地方电网公司各项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从个股表现来看，上半年拥有“三峡电网”概念的三峡水利和国网节能平台定位的

涪陵电力表现良好，其余地方电网公司受市场风格切换影响股价有所下跌。地方电

网公司体量普遍较小，加之增量电网投资限制较多，其营收受区域内用电需求变动

影响较大。当前形势下电力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地方电网公司在售电市场竞争中拥

有一定优势，需关注主题性投资机会对其的影响。 

 

图 15：2017 上半年地方电网行业个股涨跌幅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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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燃气行业：煤改气推动营收爆发式增长 

受“煤改气”政策推动加之国家对天然气发展的大力支持，2017 年上半年我国天然

气消费量达 1146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5.2%，实现爆发式增长。受此影响，各天然

气公司上半年营收均有所增长。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的陕天然气和国新能源均是以

省内管输业务为主的管网企业，业绩下降主要是受管输价格调整及上游气源季节性

调价影响。百川能源作为京津冀煤改气的受益标的，其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1.82

亿元，同比增长 33.57%。 

 

表 4：燃气行业重点公司上半年数据一览 

公司名称 
营收（亿

元） 

营收同比

增长% 
毛利率% 

同比变化

（百分点） 

归母净利润

（亿元） 
同比增长% 

百川能源 8.48 31.73% 40.77% 2.63 1.82 33.57% 

国新能源 49.51 48.33% 15.98 -9.63 1.00 -64.91% 

深圳燃气 51.31 22.64% 23.07% -4.31 5.72 5.85% 

陕天然气 40.71 6.11% 10.98% -4.69 2.52 -34.44% 

中天能源 34.28 239.55% 21.17% -3.57 2.73 34.45%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图 16：重点燃气公司各项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从业绩表现来看，上半年燃气板块有 9 家公司实现业绩同比增长，包括胜利股份、

大通燃气、金鸿能源、长春燃气、百川能源、中天能源、深圳燃气、新天然气和皖

天然气。当前 A 股上市的燃气公司主要以中游省内管网公司和下游城市燃气公司为

主，而业绩增长的公司大部分都是城燃公司。从个股涨跌幅来看，燃气板块整体走

势较弱，大幅跑输沪深 3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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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017 上半年燃气电行业个股涨跌幅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图 18：CS 燃气板块净利同比增长  图 19：燃气行业分季度净利润变化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6. 主要覆盖公司业绩汇总及下半年展望 

本次中报季我们对公用事业的 14 家公司进行了点评覆盖，其中火电板块 8 家，水

电板块 3 家，地方电网板块 2 家，燃气板块 1 家。覆盖的范围不仅囊括了市场关注

热点，也覆盖了行业及区域性的龙头企业。由于火电板块受累于煤价高企，其估值

较历史平均水平已有显著提高。在当前形势下，动力煤价格有可能缓慢震荡下行，

但大跌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故而我们判断对于电力行业而言，下半年投资的三条主

线分别是电改、国改和煤电联动。电力体制改革作为电力行业的根本大事，有望从

源头打破“市场煤计划电”的桎梏，用市场的手段调节当前电力供需失衡的困境，

汰弱留强，有利于龙头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对于电力行业的影响主要在于行

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高，不同产业板块的整合也有利于电力企业平抑盈利波动。

煤电联动政策在当前煤价水平下按相关公式估算有很大的概率于 2018 年起实施。

目前政策的风险点在于提高电价将对下游生产企业的用电成本产生较大冲击，电价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14 / 15 

[Table_PageTop] 行业深度报告 
 

是否能足额上调还存在不确定性。 

对于燃气板块而言，当前环保压力下天然气作为主体能源的地位正在不断巩固。随

着国家政策对于天然气产业的扶持和天然气改革的深入推进，未来十三五期间我国

天然气消费量将维持两位数的增长，带动燃气公司业绩稳中有进。今年下半年随着

北方地区进入供暖期，加之“煤改气”政策的影响，相关区域的燃气公司有望迎来

更快的业绩增长。 

 

表 5：主要覆盖公司中报业绩汇总及简要点评 

公司名称 所属板块 营收增速 净利润增速 简要点评 

华能国际 火电 11.36% -89.53% 煤价维持高位拖累业绩，行业逐步回暖助力反弹 

国电电力 火电 3.04% -52.69% 煤价上涨增加营业成本，资产重组值得期待 

浙能电力 火电 26.82% -42.77% 积极布局核电资产，证金增持彰显稳健未来 

京能电力 火电 2.93% -93.46% 煤价高位运行拖累业绩，量价齐升未来优势可期 

建投能源 火电 5.46% -79.72% 量增不敌成本侵蚀，电价上调促业绩环升 

深圳能源 火电 22.75% -52.67% 多因共振致业绩下滑，多点布局促盈利增长 

上海电力 火电 14.40% - 72.29% 电价上调装机增加双利好 海内外布局有望共发力 

粤电力 A 火电 21.01% -82.56% 火电主业承压，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国投电力 水电 6.28% -13.21% 雅砻江靓丽依旧，火电业务有望环比改善 

长江电力 水电 -3.88% 7.34% 来水偏枯致发电量下降，高分红凸显水电龙头本色 

桂冠电力 水电 -26.89% -59.31% 来水偏枯拖累业绩，多重利好助力公司业绩改善 

三峡水利 电网 -1.71% 16.07% 主营业务良好，电改提升增长空间 

文山电力 电网 8.67% 67.46% 工业回暖助力售电增长，降水增多利好成本下降 

百川能源 燃气 31.73% 33.57% 煤改气持续推进，公司迎来爆发式增长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表 6：主要覆盖公司盈利预测与评级 

公司名称 评级 
股价（点

评日） 

每股收益 市盈率 

17E 18E 19E 17E 18E 19E 

华能国际 增持 7.34 0.24 0.40 0.53 31.24 18.42 13.80 

国电电力 买入 3.49 0.15 0.21 0.23 23.04 16.55 15.31 

浙能电力 增持 5.39 0.34 0.44 0.49 15.62 12.28 11.11 

京能电力 增持 4.35 0.10 0.18 0.29 43.42 23.57 15.12 

建投能源 增持 12.35 0.40 0.69 0.91 30.90 18.00 13.54 

深圳能源 增持 6.53 0.25 0.35 0.43 26.38 18.51 15.02 

上海电力 增持 11.43 0.43 0.62 0.81 26.39 18.48 14.16 

粤电力 A 增持 5.39 0.10 0.18 0.27 54.99 29.77 19.70 

国投电力 买入 7.59 0.61 0.73 0.77 12.39 10.34 9.82 

长江电力 买入 15.15 0.90 0.92 0.90 16.84 16.52 16.82 

桂冠电力 买入 5.61 0.42 0.46 0.49 13.35 12.08 11.44 

三峡水利 买入 9.98 0.29 0.30 0.31 34.59 32.71 31.82 

文山电力 买入 12.10 0.57 0.60 0.61 21.26 20.00 19.81 

百川能源 买入 15.63 0.82 0.92 1.04 18.70 16.75 14.78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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