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行业周报 

三门 2 号机组投产，AP1000 后续项目合同敲定 

 

 

行

业

周

报 

 

行
业
报
告 

电力 

2018 年 11 月 11 日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免责条款 

 

强于大市（维持） 

行情走势图 
 

 

相关研究报告 
 

 
《行业周报*电力*弃风、弃光率降至目标
值，全年用电增速预计高于 8% 》  

2018-11-04 

《行业动态跟踪报告*电力*过半公司实现
利润增长，火电盈利修复不及预期》  

2018-11-04 

《行业周报*电力*9月用电增速小幅回落，
海阳核电1号机组投产》  2018-10-28 

《行业周报*电力*9月发电增速回落，宁夏
规划内陆核电》  2018-10-21 

《行业周报*电力*能源局通报2017年电力
价 格， 美国发 布核电 转让禁 令》  

2018-10-14 
 

证券分析师 
  

朱栋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S1060516080002 

 021-20661645 

 ZHUDONG615@PINGAN.COM.CN 

 

研究助理 
 

 
严家源 一般从业资格编号 

 S1060116100050 

 021-20665162 

 
YANJIAYUAN712@PINGAN.COM.C

N 

  
 
请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本公司研究报 

告，如经由未经许可的渠道获得研 

究报告，请慎重使用并注意阅读研 

究报告尾页的声明内容。 

 行情回顾：本周电力板块下跌 2.33%，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下跌 3.73%。各

子板块中，涨幅最大的是光伏板块，上涨 1.48%；跌幅最大的是水电板块，

下跌 4.50%。本周涨幅前三的公司是*ST 凯迪、长源电力、岷江水电；跌

幅前三的公司是闽东电力、长江电力、江苏新能。 

 三门核电 2 号机组具备商运条件，CAP1400 示范项目即将开建：11 月 5

日，三门核电 2 号机组完成 168 小时满功率连续运行考核，具备商业运

行条件。目前，四台示范机组中，除三门 2 号外，三门 1 号于 9 月 21 日

商运、海阳核电 1 号机组于 10 月 22 日商运；海阳 2 号也于 10 月 13 日

成功并网，今年年内即有望实现商运。根据《南方能源观察》的报道，国

家电投主推的“国和一号”CAP1400 示范项目——山东荣成石岛湾核电

一期项目已于 11 月 2 日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讨论，即将获得核准批复。 

 国家电投与西屋签署《AP1000 后续项目合同执行确认书》，疑虑消除：

11 月 5 日，在中国进口博览会上，国家电投旗下国核工程联合国核自仪，

与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就 CAP1000 项目仪控采购合同联合签署《AP1000

后续项目合同执行确认书》，确认西屋电气为 CAP1000 项目六台机组提供

部分仪控设备供货及相应的技术服务。 

 投资建议：此次签署后续 6 台机组仪控设备供货及相应的技术服务的采购

合同，验证了我们之前的判断，消除了之前对于相关项目推进工作的疑虑。

CAP1400 的技术设计基于 AP1000，所以 AP1000 首堆三门 1 号商运后

核准 CAP1400 示范项目石岛湾一期也顺理成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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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存在核电资产注入预

期的中国电力清洁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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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板块建议关注全华能国际、上海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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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5 日-11 月 9 日，电力板块下跌 2.33%，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下跌 3.73%。各子板块中，涨幅最

大的是光伏板块，上涨 1.48%；跌幅最大的是水电板块，下跌 4.50%。本周涨幅前三的公司是*ST

凯迪、长源电力、岷江水电；跌幅前三的公司是闽东电力、长江电力、江苏新能。 

图表1 11 月 5 日-11 月 9 日，光伏板块涨幅最大，火电板块涨幅最小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2 11 月 5 日-11 月 9 日电力板块涨、跌幅前 10 个股 

涨幅榜 跌幅榜 

*ST 凯迪 18.18% 闽东电力 -6.20% 

长源电力 16.97% 长江电力 -6.15% 

岷江水电 10.26% 江苏新能 -5.27% 

西昌电力 6.12% 桂冠电力 -4.57% 

华银电力 5.20% 红阳能源 -4.16% 

惠天热电 4.35% 大唐发电 -3.93% 

大连热电 4.05% 川投能源 -3.41% 

滨海能源 3.44% 甘肃电投 -2.95% 

太阳能 3.28% 浙能电力 -2.94% 

三峡水利 3.21% 中国核电 -2.84%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1.2 行业观点 

 三门核电 2 号机组具备商运条件，CAP1400 示范项目即将开建 

11 月 5 日，三门核电 2 号机组完成 168 小时满功率连续运行考核，具备商业运行条件。 

目前，四台示范机组中，除三门 2 号外，三门 1 号于 9 月 21 日商运、海阳核电 1 号机组于 10 月 22

日商运；海阳 2 号也于 10 月 13 日成功并网，今年年内即有望实现商运。在之前我们所做的分析以

及与核电业内人士的讨论中，国内新机组的核准将在三门 1 号机组投产后开始。根据《南方能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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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报道，国家电投主推的“国和一号”CAP1400 示范项目——山东荣成石岛湾核电一期项目已

于11月2日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讨论，即将正式获得核准批复。CAP1400的技术设计基于AP1000，

所以 AP1000 首堆三门 1 号商运后核准 CAP1400 示范项目石岛湾一期也顺理成章。 

图表3 三门核电站 

 

图表4 海阳核电站 

 

 

 

资料来源: 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5 国家电投 CAP1400 示范工程 

 

资料来源:国家电投官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国家电投与西屋签署《AP1000 后续项目合同执行确认书》，疑虑消除 

11 月 5 日，在中国进口博览会上，国家电投旗下国核工程联合国核自仪，与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就

CAP1000 项目仪控采购合同联合签署《AP1000 后续项目合同执行确认书》，确认西屋电气为

CAP1000 项目六台机组提供部分仪控设备供货及相应的技术服务。 

10 月 11 日，美国能源部（DOE）发布《关于防止中国非法转移美国民用核技术用于军事或其他未

经授权目的的措施》。此次美国能源部发布的措施主要针对美国联邦法规第 10 章第 3 节的 810 条款

（10 CFR part 810）做出调整，在技术转让方面主要包括禁止轻水小堆、非轻水先进反应堆（例如

第四代核反应堆等）、2018 年 1 月 1 日以后的新技术转让，以及相关软件系统的源代码、工程设计

技术等；在设备和部件方面，禁止与美国有直接经济竞争的出口申请，例如“华龙一号”、以及

CAP1400 的美国专有设备。 

虽然禁令提出了多条限制措施，但同时也明确表示，同意延长 2018 年 1 月 1 日以前的已有技术转

让许可（针对 AP1000）、转让运行安全相关新技术、转让支持已商用物品销售所需的技术，出口支

持 AP1000（含 CAP1000）和 CAP1400 建设所需的设备和部件。由此可见，虽然美国百般提防，

但面对中国这一 AP1000 的全球最大市场，经济利益的考量仍让其不得不在城墙上留出一扇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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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签署后续 6 台机组仪控设备供货及相应的技术服务的采购合同，验证了我们之前的判断，消除了

之前对于相关项目推进工作的疑虑。 

2018 年 3 月 7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2018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开工建设一批沿

海地区先进三代压水堆核电项目；解决部分地区核电限发问题，促进核电多发满发；加快推进小型

堆重大专项立项工作，积极推动核能综合利用；年内计划建成三门１号、海阳１号、台山 1 号、田

湾 3 号和阳江 5 号机组，合计新增核电装机约 600 万千瓦；年内计划开工 6-8 台机组。《意见》规划

年内开工的 8 台机组中，两台 CAP1400 机组石岛湾 1、2 号已经通过国常会讨论，考虑到 AP1000

示范项目投产后推进量产化的因素，剩下的 8 台 AP1000 机组我们认为将可能第一批获得放行。 

图表6 可能核准的核电项目（AP1000） 

运营商 地区 核电站 机组 堆型 
额定功率

（MWe） 
2018 年规划 目前进度 

中核 

辽宁葫芦岛 徐大堡 
1# AP1000 1250 开工建设 前期工作 

2# AP1000 1250 开工建设 前期工作 

浙江台州 三门 
3# AP1000 1250 推进 前期工作 

4# AP1000 1250 推进 前期工作 

中广核 广东汕尾 陆丰 
1# AP1000 1250 开工建设 前期工作 

2# AP1000 1250 开工建设 前期工作 

国电投 山东烟台 海阳 
3# AP1000 1250 开工建设 前期工作 

4# AP1000 1250 开工建设 前期工作 

资料来源：国家核安全局，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 行业动态 

2.1 政策要闻 

【湖北发布《关于制定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湖北省物价局发布了

公开征求《关于制定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湖北省配电

网区域内电力用户的用电价格，由上网电价或市场交易电价、上一级电网输配电价、配电网配电价

格、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用户承担的配电网配电价格与上一级电网输配电价之和不得高于其直

接接入相同电压等级对应的现行省级电网输配电价。配电价格通过招标形成的，有效期限以配电项

目合同约定期限为准；未通过招标形成的，配电价格监管周期原则上为三年，从增量配电网投入运

行的第一个完整自然年度起算。 

【山西发布《关于我省 2018—2019 年采暖季“煤改电”用电价格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山西省发改

委日前发布了《关于我省 2018—2019 年采暖季“煤改电”用电价格及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中称，

采暖用电不区分峰谷时段，不执行阶梯电价；采暖季用电量在各市发改委确定的用电量额度范围内，

用电价格 0.2862 元/千瓦时，超出部分用电价格按 0.505 元/千瓦时执行；采暖季用电量=2600 千瓦

时/月*采暖季供暖用。 

 

2.2 火电要闻 

【浙江省发布《关于提高非居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的通知》】浙江省发布《关于提高非居民用天然气

门站价格的通知》。通知规定，浙江省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向各城市燃气企业（或城市管道运输企业）

销售非居民用天然气的门站价格从每立方米 2.19 元调整为 2.85 元，下浮不限；居民用气门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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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调整；执行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向华电杭州半山发电有限公司销售

天然气的门站价格从每立方米 2.22 元调整为 3.18 元，向其他天然气发电企业销售天然气的门站价

格从每立方米 2.31 元调整为 3.27 元；执行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浙江发布了《关于调整天然气发电机组上网电价的通知》】浙江发布了《关于调整天然气发电机组

上网电价的通知》，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天然气发电机组电量电价在现行基础上

暂按每千瓦时提高 0.202 元（含税，下同）执行。调整后，该期间 9F、6F 机组电量电价为每千瓦

时 0.73 元，9E、6B 机组为每千瓦时 0.79 元。 

【江苏发布《关于完善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管理的通知》】江苏省发布《关于完善天然气发电上网电

价管理的通知》，通知指出江苏对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实行标杆电价政策，区域型分布式 0.469 元/

千瓦时，楼宇型分布式 0.772 元/千瓦时。 

【四川印发《四川省 2018—2019 年秋冬季蓝天保卫战攻坚行动方案》】四川省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

部办公室印发《四川省 2018—2019 年秋冬季蓝天保卫战攻坚行动方案》。根据方案，推进 30 万千

瓦以上燃煤火电机组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完成达州 30 万、广安 60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

造，大力推进泸州川南电厂 60 万千瓦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2.3 核电要闻 

【日本延长东海第二核电站运转期限至多 20 年】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 7 日，日本原子能规

制委员会称，批准延长东海第二核电站运转期限至多 20 年。 

【中核集团与俄签署多项核能合作文件】在中国进口博览会上，中核集团与俄签署多项核能合作文

件。签约仪式上，中核龙原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原子能工业有限公司与阿芙利勘托夫机械设计局有

限公司签署了《中国示范快堆设备供应及服务采购执行合同》，中核苏能核电有限公司、中国原子能

工业有限公司与俄罗斯原子能建设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田湾核电站 7、8 号机组技术设计合同》，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原子能工业有限公司与阿芙利勘托夫机械设计局有限公司签署了《中

国示范快堆设计鉴定执行合同》、《中国示范快堆软件执行合同》。 

【国核与美国西屋电气公司联合签署《AP1000 后续项目合同执行确认书》】在中国进口博览会上，

国核工程联合国核自仪，与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就 CAP1000 项目仪控采购合同联合签署《AP1000 后

续项目合同执行确认书》，确认西屋电气为 CAP1000 项目六台机组提供部分仪控设备供货及相应的

技术服务。 

【三门核电 2 号机组具备商业运行条件】三门核电 2 号机组预计将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夜间

完成 168 小时满功率连续运行考核，具备商业运行条件。 

 

三、 公司公告 

【广安爱众】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四川省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华油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华蓥市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共同签署的《关于合资设立终端燃气公司之股东出资 协议》。 

【内蒙华电】公司收 到证监会出具的《关 于核准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 续期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的 可

续期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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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热电】公司通过大连产权交易所完成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老港区铁路线及配套资产 的后续

交易，涉及剩余 17 项资产对应评估价值 675.09 万元。 

【浙能电力】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处置部分金融资产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惠天热电】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惠天房地产 51%股权的议案》、

《关于新增煤炭采购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脱硝工程施工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接受关联方担

保的议案》。 

【宝新能源】公司投资建设的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项目（2×1000MW 超超临 界机组）的

1 号机组，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通过 168 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闽东电力】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罗良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

于聘任杨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公开出让武汉楚都房地产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 

案》。 

【宁波热电】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

的问询函》。 

【广州发展】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参与设立广州国资产业发展基金的决议 

（关联交易）》、《关于通过向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增资的决议》、《关于脱硝工程

施工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福能股份】公司收到证监会《关于核准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

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28.3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 

【嘉泽新能】公司提前将用于临时补充公司日常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中的 32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其余 4500 万元募集资金将在到期日之前归还。 

【华通热力】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能兴科（北京）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 

【川投能源】公司完成对证监会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出具的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韶能股份】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宝武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的议案》。 

【华能水电】公司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云南华电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 23%股权，挂牌价格为经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评估值 48.92 亿元。 

【中国核电】公司控股投资的三门核电 2 号机组预计将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夜间完成 168 小

时满功率连续运行考核，具备商业运行条件。 

【明星电力】公司控股子公司诺尔公司收到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裁定

终结诺尔公司的破产程序。 

【吉电股份】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中国电能成套设

备有限公司转 让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3333%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转让价格为 2.92

亿元。 

【大唐发电】公司与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合作设立泰康-大唐国际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并

签署《泰康-大唐国际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投资合同》。 本次债权投资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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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亿元，期限为无固定期限，募集资金用于重庆乌江银盘水电站项目。公司拟将本次债权投资计划

计入“其他权益工具”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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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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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