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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情回顾：本周电力板块上涨 0.35%，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83%。各

子板块中涨幅最大的是水电板块，上涨 0.82%；跌幅最大的是风电板块，

下跌 4.03%。本周涨幅前三的公司是明星电力、华能国际、华电国际；跌

幅前三的公司是节能风电、漳泽电力、嘉泽新能。 

 两部委发布 2018 年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第一批），火电去产

能持续推进：9 月 26 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下发《关于加快做好淘汰

关停不达标的30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工作暨下达2018年煤电行业淘汰落

后产能目标任务（第一批）的通知》。通知明确了 2018 年全国淘汰煤电落

后产能（含燃煤自备机组）的标准。第一批确定了 17 个省（市、区）的

淘汰计划容量，共 1190.64 万千瓦；其余 15 个省(市、区)的淘汰计划容量

需要进一步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另行下达。 

 山西下调部分机组上网电价，燃煤机组靠拢标杆电价：9 月 21 日，山西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降低我省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及有关事项

的通知》。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降低部分燃煤发电机组、水电机组、风

电机组上网电价，燃煤机组降幅 0.1-6.4 分/千瓦时、水电机组降幅 11.04

分/千瓦时、风电机组降幅 9 分/千瓦时；降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征收标准 25%，停征小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因停征小型水库移民后

期扶持资金与电价调整不同步出现的降价资金缺口，由电网企业承担。 

 投资建议：持续推进的火电去产能工作预计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所在地区

其他火电机组的利用小时，但部分地区为完成 10%降电价任务可能会将超

过当地标杆电价的燃煤机组上网电价下调至标杆水平。我们对火电仍维持

谨慎态度，推荐全国龙头华能国际，建议关注上海电力。核电板块强烈推

荐 A 股唯一纯核电运营标的中国核电，推荐参股多个核电项目的浙能电

力，建议关注拟回归 A 股、国内装机第一的中广核电力；水电板块推荐水

火共济、攻守兼备的国投电力，以及全球水电龙头长江电力。 

 风险提示：1、政策推进不及预期：核电审批的重启仍有较大的政策不确

定性。2、煤炭价格大幅上升：煤炭去产能政策造成供应大幅下降，优质

产能的释放进度落后，导致了电煤价格难以得到有效控制。3、降水量大

幅减少：水电收入的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上游来水量的丰枯情况，而来水

情况与降水、气候等自然因素相关，可预测性不高。4、设备利用小时继

续下降：电力工业作为国民经济运转的支柱之一，供需关系的变化在较大

程度上受到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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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周观点 

1.1 行情回顾 

9 月 25 日-9 月 28 日，电力板块上涨 0.35%，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83%。各子板块中涨幅最大

的是水电板块，上涨 0.82%；跌幅最大的是风电板块，下跌 4.03%。本周涨幅前三的公司是明星电

力、华能国际、华电国际；跌幅前三的公司是节能风电、漳泽电力、嘉泽新能。 

图表2 9 月 25 日-9 月 28 日，热电板块跌幅最小，风电板块跌幅最大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3 9 月 25 日-9 月 28 日电力板块涨、跌幅前 10 个股 

涨幅榜 跌幅榜 

明星电力 17.21% 节能风电 -4.74% 

华能国际 2.25% 漳泽电力 -3.93% 

华电国际 2.19% 嘉泽新能 -3.70% 

西昌电力 2.16% 深南电 A -3.57% 

川投能源 2.07% 银星能源 -3.06% 

国投电力 1.86% 桂东电力 -2.78% 

岷江水电 1.41% 江苏新能 -2.77% 

桂冠电力 1.33% 湖南发展 -2.67% 

涪陵电力 1.17% 中闽能源 -2.67% 

东旭蓝天 1.05% *ST 凯迪 -2.42%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1.2 行业观点 

 两部委发布 2018 年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第一批），火电去产能持续推进 

9 月 26 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下发《关于加快做好淘汰关停不达标的 30 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工

作暨下达 2018 年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第一批）的通知》。通知明确了 2018 年全国淘

汰煤电落后产能（含燃煤自备机组）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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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不具备供热改造条件的机组。单机 5 万千瓦及以下的纯凝煤电机组；大

电网覆盖范围内，单机 10 万千瓦级及以下的纯凝煤电机组；大电网覆盖范围内，单机 20 万千

瓦级及以下设计寿命期满的纯凝煤电机组。 

 不改造或改造后供电煤耗仍达不到《常规燃煤发电机组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21258-2017)要求的煤电机组。 

 不实施改造或改造后水耗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煤电机组。 

 污染物排放不符合法律法规确定的环保要求且不实施环保改造，或改造后仍不满足要求的煤电

机组。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明确的，重点区域范围内，30 万千瓦及以上热电联产机组供

热半径 15 公里范围内的落后燃煤小热电机组。 

 设计寿命期满且不具备延寿条件的现役 30 万千瓦级纯凝煤电机组。 

 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等要求应予关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要求关停的机组。 

2018 年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第一批）确定了北京、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吉林、

黑龙江、陕西、宁夏、新疆、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四川、广东、广西 17 个省（市、区）的淘

汰计划容量，共 1190.64 万千瓦；天津、辽宁、甘肃、青海、上海、福建、湖北、湖南、江西、重

庆、云南、贵州、海南、西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5 个省(市、区)的淘汰计划容量需要进一步明确

年度目标任务，另行下达。 

此次通知是对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淘汰关停不达标的 30 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目

标任务的落实。根据北极星电力网公布的部分机组名单，第一批名单中主要是老旧的统调机组和自

备电厂机组。通知要求在今年 12 月底前完成主体拆除工作，预计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所在地区其他

火电机组的利用小时。 

图表4 2018 年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第一批） 

序号 地区 计划容量（万 kW） 

1 北京 188 

2 天津 需进一步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另行下达 

3 河北 54.95 

4 山西 192.8 

5 山东 107.9 

6 内蒙古 11.8 

7 辽宁 需进一步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另行下达 

8 吉林 1.8 

9 黑龙江 20.9 

10 陕西 40.2 

11 甘肃 需进一步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另行下达 

12 宁夏 20.8 

13 青海 需进一步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另行下达 

14 新疆 130.6 

15 上海 需进一步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另行下达 

16 江苏 44 

17 浙江 42.49 

18 安徽 32.3 

19 福建 需进一步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另行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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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河南 107.1 

21 湖北 需进一步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另行下达 

22 湖南 需进一步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另行下达 

23 江西 需进一步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另行下达 

24 四川 85 

25 重庆 需进一步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另行下达 

26 广东 66 

27 广西 44 

28 云南 需进一步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另行下达 

29 贵州 需进一步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另行下达 

30 海南 需进一步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另行下达 

31 西藏 需进一步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另行下达 

3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需进一步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另行下达 

 合计 1190.64 

资料来源：北极星电力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山西下调部分机组上网电价，燃煤机组靠拢标杆电价 

9 月 21 日，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降低我省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降低我省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 3.2 分/千瓦时，一般工商业用电输配电价同

步降低 3.2 分/千瓦时；降低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与山西地方电力有限公司间趸售电价 0.1 分/千瓦时；

降低部分燃煤发电机组、水电机组、风电机组上网电价，燃煤机组降幅 0.1-6.4 分/千瓦时、水电机

组降幅11.04分/千瓦时、风电机组降幅9分/千瓦时；降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标准25%，

停征小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因停征小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与电价调整不同步出现的降价

资金缺口，由电网企业承担。 

与之前的河北、山东两省类似，山西省将部分超过标杆电价的燃煤机组上网电价下调至标杆电价水

平，挤出部分调价空间让利给下游一般工商业用户。预计这将成为其他仍未完成 10%降价任务的地

区的可能做法。 

图表5 山西省部分发电企业电价调整情况 

序号 电厂名称 
装机容量

（万 kW） 

原上网电价

（元/kWh） 

降价后上网电价

（元/kWh） 
  备注 

1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河津分公司 1#、2# 70 0.343 0.342 
脱硫、脱硝、除尘、

超低排放机组 

2 大唐太原第二热电厂 10-11# 60 0.3531 0.342 
脱硫、脱硝、除尘、

超低排放机组 

3 山西大唐国际云岗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2# 44 0.3376 0.332 
脱硫、脱硝、除尘

机组 

4 华能榆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60 0.343 0.332 
脱硫、脱硝、除尘

机组 

5 山西阳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20 0.3667 0.342 
脱硫、脱硝、除尘

机组；超低排放 

6 山西柳林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20 0.386 0.322 脱硫、除尘机组 

7 万家寨水利枢纽 1#、3#、5# 54 0.3804 0.27 
 

8 
晋能清洁能源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右玉小五

台风电场 
4.125 0.7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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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山西大唐国际左云风电有限责任公司左云风电

一期 
4.95 0.7 0.61 

 

10 
  晋能清洁能源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平鲁

败虎堡风电场 
3.375 0.7 0.61 

 

11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小窑山风电一期 
4.95 0.7 0.61 

 

12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神池霸业梁风电一期 
4.8 0.7 0.61 

 

资料来源：北极星电力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 行业动态 

2.1 政策要闻 

【中电联发布《1-8 月电力工业运行简况》】中电联发布《1-8 月电力工业运行简况》，8 月份制造业

日均用电量超过 100 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四大高载能行业用电均实现正增长，合计用电增速低

于制造业；发电装机容量增速继续放缓，核电和风电发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各类型发电设备利用小

时同比均有不同程度提高，风电和火电设备利用小时提高较多；全国跨区、跨省送出电量同比增长；

全国基建新增煤电装机容量同比减少，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同比提高。 

【山西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降低我省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及

有关事项的通知》。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降低我省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 3.2 分/千瓦时，一般工商

业用电输配电价同步降低 3.2 分/千瓦时；降低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与山西地方电力有限公司间趸售

电价 0.1 分/千瓦时；降低部分燃煤发电机组、水电机组、风电机组上网电价，燃煤机组降幅 0.1-6.4

分/千瓦时、水电机组降幅 11.04 分/千瓦时、风电机组降幅 9 分/千瓦时；降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基金征收标准 25%，停征小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因停征小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与电价

调整不同步出现的降价资金缺口，由电网企业承担。 

 

2.2 火电要闻 

【发改委、能源局发布 2018 年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第一批)】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发布

《关于加快做好淘汰关停不达标的 30 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工作暨下达 2018 年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

能目标任务(第一批)的通知》。通知明确了 2018 年全国淘汰煤电落后产能(含燃煤自备机组)的标准；

2018 年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第一批)确定了北京、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吉林、

黑龙江、陕西、宁夏、新疆、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四川、广东、广西 17 个省(市、区)的淘汰

计划容量，共 1190.64 万千瓦。 

 

2.3 核电要闻 

【生态环境部发布《核动力厂运行前辐射环境本底调查技术规范》】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发布国家

环境保护标准<核动力厂运行前辐射环境本底调查技术规范>的公告》，涉及大型核电站、核电厂等，

小型模块化核动力厂，可以根据核安全和环境评价结果做相应简化。 

【生态环境部发布《民用核设施操纵人员执照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征

求<民用核设施操纵人员执照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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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批复《宁德核电厂 5、6 号机组环境影响报告书(选址阶段)》】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

宁德核电厂 5、6 号机组环境影响报告书(选址阶段)的批复》，同意按照《报告书》所列建设项目的

性质、规模、地点以及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开展下一阶段工作。 

【日本通过东海第二核电站重启审查】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在 9 月 26 日的例行会议上，通过了汇

总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在东海第二核电站接受审查时所示安全措施的“审查书”。至此，东海第二核

电站正式通过了作为重启前提的审查，这在 2011 年 3 月的日本大地震中因地震和海啸遭受损失的核

电站中尚属首例。 

【能源局发布《关于组建中法核电标准合作指导委员会和专家工作组的函》】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

组建中法核电标准合作指导委员会和专家工作组的函》。 

【日本允许伊方核电站 3 号机组重启】日本广岛高等法院作出允许四国电力公司伊方核电站 3 号机

组重启的裁决，四国电力 9 月 25 日透露，计划于 10 月 27 日启动 3 号机组。 

 

2.4 新能源要闻 

【发改委关于《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征求意见】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征求《可再生

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意见的函，其中称，各类从事售电业务的企业及所有电力消费者共同履

行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义务。各类售电公司(含电网企业售电部分)、参与电力直接交易的电力用户和

拥有自备电厂的企业接受配额考核。通过对各配额义务主体核算可再生能源电力绿色证书数量考核

其配额完成情况。 

【贵州印发《贵州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贵州印发《贵州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

划》。到 2020 年，全省风电装机达到 600 万千瓦，建设纳雍县骔岭北、威宁县小海、兴义市白龙山、

遵义市团溪风电场等项目;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200 万千瓦，积极向国家争取光伏发电建设指标;农林生

物质发电、垃圾发电装机达到 40 万千瓦以上，建成赤水市、西秀区等农林生物质发电和毕节市、仁

怀市、威宁县、织金县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山东印发《山东省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8 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山东省新能源

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8 年)》的通知，规划提出，到 2022 年，全省全口径新能源开发利用占能源

消费总量比重提高至 9%左右，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4400 万千瓦左右，占省内电力装机的 30%

左右。到 2028 年，全省全口径新能源开发利用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力争提高至 15%左右，新能源

发电装机达到 7500 万千瓦左右，占省内电力装机的 40%左右。 

 

三、 公司公告 

【太阳能】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应收账款资产支持票据的议案》，拟以太阳

能发电业务产生的部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应收账款 为基础资产，向银行间市场的机构投

资者 发行资产支持票据，注册金额不超过 10 亿元，首 期发行金额不超过 5 亿元，期限 3 年。 

【国电电力】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聘 任吕志韧为公司副总经理。 

【东旭蓝天】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环鑫融商贸有限公司继续

向关联方 出租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长沙旭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 

请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电力·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免责条款  8 / 10 

 

【通宝能源】公司收到山西省发改委《关于降低我省一般工商 业用电价格及有关事项的通知》，通

知规定，降低部分燃煤发电机组、水电机组、风电机组上网电价。公司所属发电企业山西阳光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上网电价降低 0.0247 元/千瓦时。 

【深圳能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的议案》，拟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总规模拟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 （含 60 亿元）的可续期公司债券，基础期限拟

设置为不超过 5 年（含 5 年），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及补充营运资金 等。 

【嘉泽新能】公司控股子公司兰考熙和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收到兰考县发改委出具的《兰考县发展 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兰考兰熙 50MW 风电场项目工程核准的批复》文件。 

【甘肃电投】公司收到酒汇风电报告，酒汇风电在办理其子公司甘肃汇能安北风电有限公司的公司

类型更正时，从瓜州县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获悉，酒汇风电持有的安北风电价值 6900 万

元股权被冻结。同时，酒汇风电从瓜州县不动产登记管理局查询获悉，酒汇风电名下两宗土地及地

上物被查封。 

【吉电股份】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委托

贷款业 务的议案》、《关于为前郭县富邦能源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 议案》、《关于为松

原市上元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关于为潍坊旭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的议 案》、《关于受白山热电、通化热电委托从港口采购煤炭的议案》。 

【川投能源】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广安爱众】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收到控股股东四川爱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通知，截至 

2018 年 9 月 25 日，爱众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32.0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4%； 累计增持金额 565.19 万元，增持超过计划金额区间下限 1000 万

元的 50%。 

【皖能电力】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国家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关停皖能铜陵公

司 4 号机组的议案》。 

【滨海能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对方天津泰达热电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了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关于《经营者集中反垄 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至此，公司已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全部审

批程序。 

【漳泽电力】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函》。 

【华通热力】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四、 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不及预期 

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的上调与否取决于“煤电联动”是否能够得到落地执行，2017 年的联动决策

在 1 月即已公布，2018 年到目前为止尚未公布。而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对于火电、部分大水电、

核电的营业收入均有直接影响。此外，国家能源局对《关于减轻可再生能源领域涉企税费负担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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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仍在征求意见中，尚未最终公布，水电增值税的调降仍待确定。《核电管理条例（送审稿）》与

此情况类似，尚在公开征求意见阶段。 

 煤炭价格大幅上升 

2016 年煤炭去产能政策对于煤炭实际产量造成的降幅超出预期，煤炭优质产能的释放进度落后；且

环保限产进一步压制了煤炭的生产和供应；2017 年用电需求的大幅增长提高了煤炭生厂商及供应商

的议价能力，导致了电煤价格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降水量大幅减少 

水电企业的营业成本主要是折旧费和各项财政规费等，没有燃料费用，因此成本变动小、可预测性

高。水电的经营业绩主要取决于来水和消纳情况，而来水情况与降水、气候等自然因素相关，可预

测性不高。 

 设备利用小时继续下降 

电力工业作为国民经济运转的支柱之一，供需关系的变化在较大程度上受到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影

响，将直接影响到发电设备的利用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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