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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情回顾：本周电力板块下跌 0.83%，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28%。各

子板块中涨幅最大的是火电板块，上涨 0.33%；跌幅最大的是风电板块，

下跌 4.04%。本周涨幅前三的公司是浙能电力、福能股份、三峡水利；跌

幅前三的公司是岷江水电、江苏新能、华通热力。 

 发改委发布《关于核定部分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

电网承压、利好水电：8 月 27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加急文件《关于核定

部分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调整灵宝直流等 21 个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跨省跨区

专项输电工程降价形成的资金在送电方、受电方之间按照 1: 1 比例分享；

对跨省跨区专项输电工程超过设计利用小时的超收收入按照 2: 1: 2 的比

例分别由送端、电网和受端分享；输电线损率超过定价线损率带来的风险

由电网企业承担，低于定价线损率带来的收益由电网企业和电力用户各分

享 50%。 

 中电联发布《2018 年上半年全国电力市场交易信息简要分析》，煤机市场

电量占比、价差齐增：8 月 27 日，中电联发布了《2018 年上半年全国电

力市场交易信息简要分析》。2018 年上半年，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含发

电权交易电量)合计为 7520 亿千瓦时，市场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

为 23.3%，占电网企业销售电量比重为 28.7%。与 2017 年上半年同期相

比，全国市场交易电量增长 30.6%，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提高 3.8 个百

分点。2018 年上半年，大型发电集团合计市场交易电量 4927 亿千瓦时(不

含发电权交易)，占大型发电集团上网电量的 32.2%，占全国市场交易电

量的 65.5%。其中，煤电机组市场交易电量的市场化率扩大了 7.9 个百分

点，价差扩大了 0.9 厘/千瓦时。 

 投资建议：此次调整 21 条线路的输电价格，对大水电构成直接利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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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上

年同期，煤电机组市场交易电量的占比、价差呈扩大趋势，将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火电企业的盈利水平，推荐全国龙头华能国际，建议关注存在集团

资产注入预期的上海电力。核电板块继续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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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关注中广核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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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7 日-8 月 31 日，电力板块下跌 0.83%，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28%。各子板块中涨幅最大

的是火电板块，上涨 0.33%；跌幅最大的是风电板块，下跌 4.04%。本周涨幅前三的公司是浙能电

力、福能股份、三峡水利；跌幅前三的公司是岷江水电、江苏新能、华通热力。 

图表1 8 月 27 日-8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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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月 27 日-8 月 31 日电力板块涨、跌幅前 10 个股 

涨幅榜 跌幅榜 

浙能电力 5.17% 岷江水电 -6.96% 

福能股份 4.66% 江苏新能 -6.94% 

三峡水利 4.40% 华通热力 -6.02% 

东方能源 3.56% 嘉泽新能 -4.45% 

宝新能源 3.54% 节能风电 -4.26% 

西昌电力 3.45% 桂冠电力 -4.02% 

东方市场 3.31% 联美控股 -4.01% 

长源电力 3.23% 甘肃电投 -3.62% 

湖南发展 3.16% 天富能源 -3.54% 

大唐发电 2.64% 涪陵电力 -3.44%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1.2 行业观点 

 发改委发布《关于核定部分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电网承压、利好水电 

8 月 27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加急文件《关于核定部分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

通知要求，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 

 调整灵宝直流等 21 个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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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省跨区专项输电工程降价形成的资金在送电方、受电方之间按照 1: 1 比例分享。 

 对跨省跨区专项输电工程超过设计利用小时的超收收入按照 2: 1: 2 的比例分别由送端、电网和

受端分享。 

 各项工程实际运行中输电线损率超过定价线损率带来的风险由电网企业承担，低于定价线损率

带来的收益由电网企业和电力用户各分享 50%。 

 通过跨省跨区专项工程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用户，其购电价格由市场交易价格、送出省输电价

格、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及损耗、落地省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 

2017 年 8 月 16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跨省跨区和区域电网输电价格改革工作的通

知》(发改办价格[2017]1407 号)，要求全面推进区域电网输电价格改革，并完善跨省跨区专项输电

工程输电价格调整机制。2017 年 12 月 29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印发<区域电网输电价格定价

办法（试行）><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定价办法（试行）>和<关于制定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

配电价格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7]2269 号。此次《关于核定部分跨省跨区专项工程

输电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是对前期政策的落地执行，按照电改“9 号文”的“管住中间，放开两

头”的指导方针，再次将降价的着力点落在了电网侧。 

通知的第 2、第 3 条措施，对发电侧和用电侧均构成利好。一方面有利于激励用户侧的用电积极性，

提高用电量；另一方面，降价和超利用小时的收入分享给发电侧，相当于变相提高了相关发电企业

的上网电价，提高其盈利水平。此次调价的 21 条输电线路主要影响到三峡、葛洲坝、锦屏水电站，

直接受益企业包括长江电力和国投电力。而且第 3、4 条措施有望激励电网提高线路的利用小时、降

低线损率，即加强其对大水电和其他清洁能源的外送消纳。 

 

 中电联发布《2018 年上半年全国电力市场交易信息简要分析》，煤机市场电量占比、价差齐增 

8 月 27 日，中电联发布了《2018 年上半年全国电力市场交易信息简要分析》。2018 年上半年，全

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含发电权交易电量)合计为 7520 亿千瓦时，市场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

为 23.3%，占电网企业销售电量比重为 28.7%。其中，省内市场交易电量合计 5937 亿千瓦时，占

全国市场交易电量的 78.9%；省间(含跨区)市场交易电量合计 1485 亿千瓦时，占全国市场交易电量

的 19.7%；南方电网、蒙西电网区域发电权交易电量合计 99 亿千瓦时。与 2017 年上半年同期相比，

全国市场交易电量增长 30.6%，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提高 3.8 个百分点。其中，省内市场交易电

量同比增长 26.1%，省间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 41.2%。 

2018 年上半年，大型发电集团合计市场交易电量 4927 亿千瓦时(不含发电权交易)，占大型发电集

团上网电量的 32.2%，占全国市场交易电量的 65.5%。其中，省间(含跨区)市场交易电量合计 826

亿千瓦时，占其市场交易电量的 16.8%，占全国省间(含跨区)市场交易电量的 55.7%。相比上年同

期，市场交易电量占大型发电集团上网电量的比重同比增加了 6.4 个百分点；平均市场交易电价同

比上涨了约 1.87 分/千瓦时，考虑到 2017 年 7 月 1 日上调煤电标杆上网电价的因素，价差基本稳定。

其中，煤电机组的市场交易电量的市场化率扩大了 7.9 个百分点，价差扩大约 0.9 厘/千瓦时。 

图表3 2018 年上半年大型发电集团各类电源市场交易情况汇总 

  
上网电量

（亿 kWh） 

市场交易电量

（亿 kWh） 

占总市场化

电量比例 
市场化率 

平均标杆上网

电价（元/kWh） 

平均市场交易

电价（元/kWh） 

较上网电量平均电

价降低（元/kWh） 

煤电 10302 3683 74.80% 35.75% 0.3852 0.3340 0.0329 

气电 365 23 0.50% 6.41% 0.6476 0.5839 0.0596 

水电 2506 648 13.20% 25.86% 0.2945 0.2171 0.0574 

风电 829 198 4.00% 23.88% 0.5476 0.4442 0.0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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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 157 37 0.70% 23.57% 0.8617 0.7840 0.0594 

核电 1127 337 6.80% 29.90% 0.4203 0.3517 0.0481 

合计 15286 4927 100% 32.23% 0.3957 0.3288 0.0453 

资料来源：中电联，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4 2017 年上半年大型发电集团各类电源市场交易情况汇总 

  
上网电量

（亿 kWh） 

市场交易电量

（亿 kWh） 

占总市场化

电量比例 
市场化率 

平均标杆上网

电价（元/kWh） 

平均市场交易

电价（元/kWh） 

较上网电量平均电

价降低（元/kWh） 

煤电 10540 2936 79.20% 27.86% 0.3594 0.3150 0.0320 

气电 300 7 0.20% 2.21% 0.7505 0.5000 0.2450 

水电 2339 527 14.20% 22.53% 
 

0.2200 
 

风电 708 132 3.60% 18.64% 
 

0.4300 
 

光伏 80 18 0.50% 22.63% 
 

0.8500 
 

核电 401 87 2.30% 21.75% 
 

0.3800 
 

合计 14368 3707 100% 25.80% 
 

0.3101 
 

资料来源：中电联，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 行业动态 

2.1 政策要闻 

【发改委公布《2017 年度电网企业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目标责任完成情况》】国家发改委公布《2017

年度电网企业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目标责任完成情况》，2017 年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均完

成电力需求侧管理目标任务，共节约电量 149.9 亿千瓦时，节约电力 376.8 万千瓦。其中，河北、

吉林、江苏、福建、山东、河南 6 省社会节电比重较高，予以通报表扬。 

【发改委发布《关于核定部分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发改委 8 月 27 日

发布加急文件《关于核定部分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调整灵宝直流等 21 个

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通知要求，跨省跨区专项输电工程降价形成的资金在送电方、受电方

之间按照 1: 1 比例分享；对跨省跨区专项输电工程超过设计利用小时的超收收入按照 2: 1: 2 的比例

分别由送端、电网和受端分享；各项工程实际运行中输电线损率超过定价线损率带来的风险由电网

企业承担，低于定价线损率带来的收益由电网企业和电力用户各分享 50%。 

【中电联发布了《2018 年上半年全国电力市场交易信息简要分析》】中电联发布了《2018 年上半年

全国电力市场交易信息简要分析》。2018 年上半年，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含发电权交易电量)合计

为 7520 亿千瓦时，市场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23.3%，占电网企业销售电量比重为 28.7%。

其中，省内市场交易电量合计 5937 亿千瓦时，占全国市场交易电量的 78.9%；省间(含跨区)市场交

易电量合计 1485 亿千瓦时，占全国市场交易电量的 19.7%；南方电网、蒙西电网区域发电权交易

电量合计 99 亿千瓦时。与 2017 年上半年同期相比，全国市场交易电量增长 30.6%，占全社会用电

量的比重提高 3.8 个百分点。其中，省内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 26.1%，省间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

长 41.2%。2018 年上半年，大型发电集团合计市场交易电量 4927 亿千瓦时(不含发电权交易)，占

大型发电集团上网电量的 32.2%，占全国市场交易电量的 65.5%。其中，省间(含跨区)市场交易电

量合计 826 亿千瓦时，占其市场交易电量的 16.8%，占全国省间(含跨区)市场交易电量的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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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印发《浙江省建设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浙江省印发《浙江省建设

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将加强分布式能源、储能等技术研究，发展光伏、

储能、风力发电、大型空分装置等能源技术装备，加快推进微电网建设，做大做强宁波、湖州储能

与动力电池产业基地，积极推进能源技术革命，加强能源制度建设，深入研究调峰电价、峰谷电价

等价格政策，研究制订分布式电源就近消纳政策。 

【湖北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湖北省物价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

知》，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降低湖北省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目录电价、输配电价每千瓦时 0.0421

元。 

【湖南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湖南省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再次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

调整祁韶直流价差空间用途，祁韶直流价差空间全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不再用于降低市场交

易电价和补偿发电企业；适当降低水电上网电价，降低装机容量 2.5 万千瓦以上水电项目上网电价

每千瓦时降低 1 分钱；取消大工业优待类电价。 

【黑龙江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黑龙江省物价局日前发布了《黑龙江省物价监督管理局关于第三批

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通知》，全省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销售电价每千瓦时降低 6.38 分。 

【天津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天津市发改委日前发布了《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降低一般工

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利用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标准降低、跨省跨区电力交易腾出的空

间，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将天津市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销售价格每千瓦时平均降低 1.40 分。利

用降低发电机组上网电价、督促自备电厂承担社会责任等腾出的空间，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再将

天津市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销售价格每千瓦时平均降低 4.21 分。大工业、农业和居民电价此次不

作调整，输配电价水平也不作调整。自备电厂征收政策性交叉补贴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河北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河北省物价局日前发布了《河北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降低单一制工商

业电价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南、北电网单一制工商业及其它销售电价每千

瓦时分别降低 0.54 分、0.78 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标准每千瓦时降低至 0.39 分。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南、北电网单一制工商业及其它销售电价每千瓦时再次分别降低 5.68 分、5.4

分，输配电价标准同步降低。 

【广东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广东省发改委日前发布了《关于再次降低我省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

项的通知》，全省除深圳市外一般工商业电度电价每千瓦时统一降低 5.7 分(含税)；深圳市的“普通

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的平段电价每千瓦时降低 7.67 分，峰段和谷段的电价按原有比价同比例降低。 

【福建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福建省物价局日前发布了《关于继续采取措施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

关事项的通知》，适当降低我省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目录销售电价和输配电价，继续推进工商业用

电并价。其中福建省电网工商业用电价格（单一制）下降 4.46 分，降电价从 2018 年 8 月 20 日起

执行。 

【宁夏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宁夏自治区物价局日前发布了《关于降低我区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

项的通知》，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将宁夏自治区销售电价中“工商业及其它用电”价格的“单一

制”电价每千瓦时下降 1.68 分(含税)。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标准下降至 0.225 分/千瓦

时。 

【贵州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贵州省发改委日前发布了《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降低一般工商业

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降低贵州省一般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平均每千瓦时 4.46 分钱。其中不满 1

千伏降低每千瓦时 4.53 分钱，10 千伏降低 4.43 分钱，20 千伏降低 4.38 分钱，35 千伏降低 4.33

分钱。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从每千瓦时 0.3 分钱调整为 0.23 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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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吉林省物价局日前发布了《关于第四批降低我省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

事项的通知(吉省价格〔2018〕157 号)》，降低吉林省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的目录电价和输配电价每千

瓦时 4.78 分钱，趸售电价相应调整。 

 

2.2 火电要闻 

【能源局、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 2018 年各省（区、市）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目标任

务的通知》】国家能源局、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 2018 年各省（区、市）煤电超低排放和

节能改造目标任务的通知》，要求继续加大力度推进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2018 年全国超

低排放改造装机容量 4868 万千瓦、节能改造装机容量 5390.5 万千瓦。中部地区力争在 2018 年前

基本完成，西部地区在 2020 年前完成。 

【陕西省发布《关于印发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 年)的通知》】陕西省人

民政府日前发布了《关于印发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 年)的通知》，关中

核心区禁止新建、扩建燃煤发电、燃煤热电联产和燃煤集中供热项目，禁止新建、扩建和改建石油

化工、煤化工、水泥、焦化项目。关中核心区不再新建火电、热电企业。2019 年底前，关中地区现

有火电机组全部实行热电联产改造，释放全部供热能力。 

【浙江省发布《浙江省进一步加强能源“双控”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18-2020 年)(征求意见

稿)》】浙江省关于《浙江省进一步加强能源“双控”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18-2020 年)(征求

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提出，调整现行天然气热电联产发电政策，充分发挥现有天然气机组

发电能力，通过调整电价合理疏导天然气机组增加发电的成本；逐步将全省现有地方抽凝自备燃煤

发电机组改造为背压供热机组或关停；2020 年底前，每家企业最多保留 1 台燃煤抽凝自备机组，全

省 30 万千瓦及以上热电联产电厂供热半径 15 公里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实现关停整合；各设区市供热

用煤量(含统调供热)控制在 2017年水平，所需供热用煤增量由设区市通过用煤减量或等量替代平衡。 

【辽宁省发布《关于减免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收费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辽宁省物价局发布《关

于减免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收费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对余热、余压、

余气自备电厂免收系统备用费，其自发自用电量暂免收政策性交叉补贴。 

【河北省印发《河北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河北省印发《河北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方案》。方案提出，严格控制燃煤机组新增装机规模，新增用电量主要依靠区域内非化石能源发电

和外送电满足；加快推进外电入冀工程建设，持续提高接受外送电量比例。方案要求加大可再生能

源消纳力度，优先保障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基本解决弃风、弃光问题，积极开展地热、风电、光

伏和生物质能源利用试点项目建设；在具备资源条件的地方，鼓励发展县域生物质热电联产、生物

质成型燃料锅炉及规模化生物质天然气。 

 

2.3 核电要闻 

【能源局发布《关于发布 2018 年度核电重大专项科研设施及验证平台开放共享试点平台的通知》】

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发布 2018 年度核电重大专项科研设施及验证平台开放共享试点平台的通知》，

评选出“设备部件结构完整性及老化寿命评估试验平台”、“核安全相关设备鉴定及材料评估试验平

台”和“换热器关键性能试验验证平台”三个以试验验证为主要功能的科研平台向社会开放，现予

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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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能源要闻 

【能源局印发《关于无需国家补贴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函》】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无需国

家补贴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函》，对不需要国家补贴的光伏项目各地自行实施。 

【河南省下发《关于开展地热能清洁供暖规模化利用试点工作的通知》】河南省发改委、省国土厅、

省环保厅、省住建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地热能清洁供暖规模化利用试点工作的通知》。 

 

三、 公司公告 

【银星能源】公司与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共同签署 《合作协议》。 

【桂东电力】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同意中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审查申请事项。 

【国投电力】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云南冶金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中闽能源】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2.52 亿元，同比增长 35.4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15.37 万元，同比增长 33.01%。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继续 向中国银行福州市鼓楼支行申请 8000 万元

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京能电力】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55.10 亿元，同比增长 9.1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8 亿元，同比增长 386.41%。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

请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皖能电力】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58.66 亿元，同比增长 9.39%；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 亿元，同比扭亏为盈。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

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安徽省皖能股份

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议案》。 

【天富能源】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23.00 亿元，同比增长 21.41%；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7.98 万元，同比下降 94.08%。 

【嘉泽新能】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选举陈波为董事长，续聘赵继伟为总经理，续聘韩晓东为常务

副总经理，续聘汪强为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续聘巨新团为副总经理，续聘安振民为财务总监，续

聘张建军为董事会秘书。 

【豫能控股】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44.34 亿元，同比增长 38.4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3.12 亿元，同比持续亏损。 

【韶能股份】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16.63 亿元，同比下降 7.68%；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 亿元，同比下降 36.69%。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

资子公司新丰旭能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增加注 册资本的议案》。 

【粤电力 A】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138.95 亿元，同比增长 12.19%；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9 亿元，同比增长 248.65%。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广东粤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融资租赁合作框 架协议〉的议案》、《关于投资广东粤电阳江沙

扒海上风电项目的议案》、《关于向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国有企业办社会职

能和“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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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电国际】公司募投项目 郴州市东江引水工程主体工程已完工，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组织试

通水。 

【乐山电力】公司与四川峨眉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签订 《重整意向投资协议》，拟参与峨电

股份及其所属关联公司的破产重整。 

【宝新能源】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19.59 亿元，同比增长 47.61%；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8 亿元，同比增长 82.54%。 

【长江电力】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192.10 亿元，同比下降 0.42%；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22 亿元，同比增长 5.15%。 

【岷江水电】公司收到阿坝州下庄电厂《关于协助办理无偿划转信息披露的函》，下庄电厂与阿坝 州

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近 日签署了《无偿划转协议》，协议约定下庄电厂通过无偿划转的方

式 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542.71 万股全部划转给阿坝州国投公司。本次权益变动后，下庄电厂不

再持有公司股份， 阿坝州国投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3965.4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7.87%。 

【广州发展】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122.99 亿元，同比增长 20.15%；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6 亿元，同比增长 21.82%。 

【桂冠电力】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47.52 亿元，同比增长 18.2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7 亿元，同比增长 81.22%。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聘请孙广春、曾浩担

任副总经理。 

【国电电力】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311.79 亿元，同比增长 8.4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95 亿元，同比增长 6.02%。 

【华银电力】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43.12 亿元，同比增长 30.61%；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1852.90 万元，同比持续亏损。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全资子公司以债转股形式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国投电力】公司完成对证监会关于公司配股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东旭蓝天】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35.68 亿元，同比增长 10.92%；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7 亿元，同比增长 769.56%。 

【申能股份】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179.93 亿元，同比增长 16.38%；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3 亿元，同比下降 5.65%。 

【湖北能源】公司收到证监会湖北监管局《关于对湖北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

决定》，要求公司就公司日常管理和财务系统未独立于控股股东、公司年报中关于独立性的披露不准

确的问题进行整改。 

【吉电股份】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35.27 亿元，同比增长 46.35%；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 亿元，同比增长 306.35%。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上海成瑞投资有限公司所属七家风电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泰合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诉讼案件诉中财产保全提供担 保的

议案》、《关于为吉林泰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的议案》、《关于终止广东省廉江市营仔镇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站综合开 发项目一期 30MWp 项目的议案》。 

【闽东电力】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2.03 亿元，同比下降 61.23%；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9335.35 万元，同比下降 260.66%。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由倪晓

睿任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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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水电】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64.70 亿元，同比下降 0.1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7 亿元，同比下降 42.89%。 

【甘肃电投】公司发布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就“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等媒体报道涉及公

司 在建神树水电站的相关新闻进行了核实。经核实，神树水电站目前确存在媒体报道中建筑垃圾和

生活垃圾 清理不彻底、大坝右肩部分山体剥离面治理、采石场部分山体剥离面和引水隧洞 1 号支

洞下方山体生态修复等尚未全部完成的情况。 

【甘肃电投】公司收到甘肃酒泉汇能风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转来的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应诉

通知书》,该院已受理天津鑫茂鑫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公司控股 股东所属全资子公司甘肃汇

能新能源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酒汇风电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湖北能源】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59.76 亿元，同比增长 4.8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3 亿元，同比增长 5.15%。 

【赣能股份】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总经 理的议案》、《审议通过公司关

于变更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放弃参股公司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涪陵电力】根据《重 庆市物价局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以及重庆市物价局政

策解释意见，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进行电价调整工作，预计减少公司 2018 年度销售收入 1325

万元。 

【长源电力】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28.90 亿元，同比增长 17.28%；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14.39 万元，同比扭亏为盈。 

【华电国际】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415.37 亿元，同比增长 13.34%；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6 亿元，同比扭亏为盈。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

金融融资工具的议案》。 

【乐山电力】公司控股子公司乐山沫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收到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结案通

知书》。沫江煤电收到沙湾区法院《民事裁定书》，沙湾区法院裁定受理乐山沫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的破产清算申请。公司与四川旅投锦江酒店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框架合作协议》。 

【国电电力】公司接到通知， 国家能源集团与国电集团已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收到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该局经审查后决定对本次合

并不予禁 止，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合并协议》约定的本次合并交割条件已全部满足。本次合

并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国家能源集团。 

【太阳能】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19.90 亿元，同比下降 13.85%；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1 亿元，同比增长 12.24%。 

【红阳能源】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36.95 亿元，同比下降 7.73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29.59万元，同比下降89.50%。公司发布2018 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完成发电量 15.7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18%；上网电量 13.8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29%；上

网电价均价 0.32 元/千瓦时。 

【福能股份】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38.36 亿元，同比增长 55.80%；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7 亿元，同比增长 37.85%。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申能股份】公司完成对证监会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回复。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申能（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出具了相关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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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电国际】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13.37 亿元，同比增长 14.30%；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93.02 万元，同比下降 9.30%。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完成

发电量 1.3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8.66%；售电量 18.5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31%。公司召开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郴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关于向

广发银行长沙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内蒙华电】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63.44 亿元，同比增长 22.69%；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3 亿元，同比下降 9.12%。 

【*ST 凯迪】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13.95 亿元，同比下降 37.35%；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9.61 亿元，同比下降 848.26%。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聘任高旸

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东旭蓝天】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向银

行申 请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海电力】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108.61 亿元，同比增长 18.85%；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8 亿元，同比下降 6.39%。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资

上海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

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实施募投项 目的议案》。 

【长江电力】2018 年 8 月 27 日，三峡金沙江川云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宜宾向家坝电厂作为售电方，

与购电方国家电网公司签订了《2018 年度向家 坝电站购售电合同》，2018 年度合同电量为 328.3 

亿千瓦时，其中合约电量上网电价 按照国家相关文件执行，为 300.6 元/兆瓦时。三峡金沙江川云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永善溪洛 渡电厂作为售电方，与购电方国家电网公司签订了《2018 年度溪洛 渡

左岸电站购售电合同》，2018 年度合同电量为 284.6 亿千瓦时，其中合约电量上网电价按照国家相

关文件执行，为 300.6 元/兆瓦时。 

【江苏新能】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7.47 亿元，同比增长 2.96%；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 亿元，同比下降 8.04%。公司发布 2018 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完成发电量 

12.91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2.28%；上网电量 12.25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2.61%。。公司召开董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周转资金暨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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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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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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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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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