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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情回顾：本周电力板块下跌 1.28%，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84%。各

子板块中涨幅最大的是光伏板块，上涨 0.68%；跌幅最大的是水电板块，

下跌 2.47%。本周涨幅前三的公司是桂东电力、长源电力、闽东电力；跌

幅前三的公司是华通热力、嘉泽新能、桂冠电力。 

 青海印发《建设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工作方案》，内陆核电再迎契机：1 月

3 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印发《青海省建设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工作方案

(2018—2020 年)》，方案指出：稳步推进核能供热及核电项目前期工作，

充分把握未来核电发展契机，利用“十三五”后两年核电项目“空档期”，

积极开展研究，做好规划、踏勘选址等前期工作，为全国内陆核电项目建

设积累工程技术经验。近期，以 2019 年初启动核能供热及核电建设项目

初步可行研究报告编制为工作目标，重点完成厂址踏勘报告、确定候选厂

址、启动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远期，以 2020 年底争取国家核准核

能供热及核电建设项目为目标，重点完成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

报告、项目申请报告。 

 新疆发布《新疆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方案》，松绑停缓建机组：1 月 3

日，新疆发布《新疆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方案》，确定了新疆信友能源奇

台 2×66 万千瓦电厂作为“疆内自用、兼顾外送”的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

源，拟从缓建项目名单中移出；潞安准东 2×66 万千瓦电厂作为“疆电外

送”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待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批准该项目从停

建项目名单中移出后，加快启动建设，力争 2019 年参与“疆电外送”。 

 投资建议：继宁夏之后，青海也将核电列入能源工作规划，内陆核电有望

获得突破性进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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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成为第 15 个公布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项目名单的省份，给 4

台共 264 万千瓦煤电停缓建机组松绑，这些通过列为应急调峰储备电源的

停缓建机组后续将作为新增产能陆续释放，可能影响存量火电机组的利用

小时。建议关注全国龙头华能国际、国电投旗下上海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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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小时下降；2)上网电价降低；3)煤炭价格上升；4)政策

推进滞后；5)降水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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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周观点 

1.1 行情回顾 

1 月 2 日-1 月 4 日，电力板块下跌 1.28%，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84%。各子板块中涨幅最大的

是光伏板块，上涨 0.68%；跌幅最大的是水电板块，下跌 2.47%。本周涨幅前三的公司是桂东电力、

长源电力、闽东电力；跌幅前三的公司是华通热力、嘉泽新能、桂冠电力。 

图表1 1 月 2 日-1 月 4 日，水电板块涨幅最大，光伏板块跌幅最大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2 1 月 2 日-1 月 4 日电力板块涨、跌幅前 10 个股 

涨幅榜 跌幅榜 

桂东电力 12.78% 华通热力 -6.84% 

长源电力 7.41% 嘉泽新能 -5.81% 

闽东电力 4.60% 桂冠电力 -4.63% 

建投能源 4.58% 华能国际 -3.79% 

惠天热电 3.91% 长江电力 -3.53% 

赣能股份 3.88% 川投能源 -3.46% 

穗恒运 A 3.75% *ST 凯迪 -3.31% 

三峡水利 3.69% 国投电力 -3.11% 

滨海能源 3.56% 粤电力 A -2.81% 

大连热电 3.41% 华电国际 -2.74%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1.2 行业观点 

 青海印发《建设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工作方案》，内陆核电再迎契机 

1 月 3 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印发《青海省建设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工作方案(2018—2020 年)》，方案

指出：稳步推进核能供热及核电项目前期工作，充分把握未来核电发展契机，利用“十三五”后两

年核电项目“空档期”，积极开展研究，做好规划、踏勘选址等前期工作，为全国内陆核电项目建设

积累工程技术经验。近期，以 2019 年初启动核能供热及核电建设项目初步可行研究报告编制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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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重点完成厂址踏勘报告、确定候选厂址、启动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远期，以 2020 年底

争取国家核准核能供热及核电建设项目为目标，重点完成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项

目申请报告。 

此次青海再次将核电厂址的准备工作列入 2019-2020 年的工作规划，是继宁夏之后第二个提出重启

内陆核电的省份。2018 年 10 月 15 日，宁夏发改委在印发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能源发展“十三五”

规划（修订本）》中提出，根据国家内陆核电发展政策，积极推进核电项目厂址普选论证及保护工作，

并将国电投宁夏核电一期项目列入“十三五”新能源重点前期项目列表。早在 2008 年，既已确定中

核的湖南桃花江核电站、中广核的湖北咸宁大畈核电站、国电投（原中电投）的江西彭泽帽子山核

电站为首批内陆核电站厂址，并开展了前期工作，规划堆型全部为当时中国全力引进的第三代核电

技术 AP1000。但此后因为福岛核事故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内陆核电的发展计划陷入长期停滞。虽

然目前全球范围内包括法国、美国等核电大国有较大比例的核电站位于内陆地区，但在国内现有的

政策规划下，内陆核电仍是被规避的议题。宁夏、青海先后启动核电项目的规划，体现了核电产业

对于地方政府的巨大吸引力，符合我们在《年度猜新/猜心系列报告之 2019 年电力行业十大猜想》

中提出的观点，内陆核电有望获得突破性进展。 

图表3 已开展前期工作的内陆核电项目 

运营商 地区 核电站 机组 堆型 
额定功率

（MWe） 
目前进度 技术类型 

中核 湖南益阳 桃花江 
1# AP1000 1250 前期工作 三代 

2# AP1000 1250 前期工作 三代 

中广核 湖北咸宁 大畈 
1# AP1000 1250 前期工作 三代 

2# AP1000 1250 前期工作 三代 

国电投 江西彭泽 彭泽 
1# AP1000 1250 前期工作 三代 

2# AP1000 1250 前期工作 三代 

资料来源：国家核安全局，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新疆发布《新疆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方案》，松绑停缓建机组 

1 月 3 日，新疆发布《新疆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方案》，确定了新疆信友能源奇台 2×66 万千瓦电

厂作为“疆内自用、兼顾外送”的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拟从缓建项目名单中移出；潞安准东 2

×66 万千瓦电厂作为“疆电外送”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待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批准该项目

从停建项目名单中移出后，加快启动建设，力争 2019 年参与“疆电外送”。 

2018 年 9 月 29 日，山东省发改委转发了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关于煤电应急调峰储备

电源管理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2018]1323 号）。意见提出，对电力系统备用容量偏小、供热缺

口较大、存在安全稳定运行风险的地区等，可以研究确定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确定后的项目移

出《关于印发 2017 年分省煤电停建和缓建项目名单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7]1727 号）中的停、

缓建机组清单，应急调峰储备电源总容量不应超过上一年度最大负荷的 2%。相关政策措施包括： 

 参照执行标杆电价：不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在应急保障期间所发电量参照当地本省（区、市）

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政策执行，已全部由市场形成上网电价的地区参照市场平均交易价格执

行； 

 优先考虑安排投产计划：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安排纳入本地区下一年度投产计划； 

 不纳入现役机组统计范围：属于未投入商业运行的煤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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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管理的指导意见》的规定，确定为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即可移

出 2017 年停建和缓建项目名单、且优先安排纳入下一年度投产计划，相当于给列入煤电去产能名单

的机组松绑。根据我们的统计，截至目前已有 15 个省公布了自己的纳入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项目

名单，共计 51 台机组、合计装机容量 3345 万千瓦，这些机组均有可能在 2019、2020 年正式商运。

而 2017 年全年燃煤机组新增装机容量为 3504 万千瓦、2018 年 1-11 月火电新增装机容量为 3017

万千瓦（包括燃气等其他类型火电机组），2017 年被暂缓商运的煤电新增产能将可能在接下来的两

年中释放出来。如果用电需求弱于预期，火电的利用小时将可能再次下滑。 

图表4 各省（区、市）纳入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项目名单 

地区 项目名称 机组数（台） 装机容量（万 kW） 

河北 
邯郸东郊热电 2 70 

曹妃甸电厂二期 1 100 

山西 

同煤阳高低热值煤电厂 2 70 

国际能源灵石启光低热值煤电厂 2 70 

山西临县霍州低热值煤电厂 2 70 

漳泽发电厂“上大压小”改扩建项目 2 200 

山东 

华能烟台八角电厂 2 134 

华电莱州电厂二期 1 100 

大唐东营电厂 1 100 

辽宁 

国电电力朝阳热电“上大压小”新建项目 1 35 

辽宁大唐国际沈抚连接带热电厂“上大压小”项目 2 70 

中电投本溪热电“上大压小”新建项目 2 70 

黑龙江 神华国能宝清电厂 2 120 

江苏 

江苏华电句容二期扩建项目 1 100 

国电宿迁新建燃煤发电项目 1 66 

中煤大屯热电“上大压小”新建项目 1 35 

浙江 

方家庄电厂 1 100 

大坝电厂四期 1 100 

大坝电厂四期 1 66 

福建 
华能罗源电厂 2 132 

华电邵武电厂三期 1 66 

河南 

濮阳龙丰热电 1 60 

周口隆达 1 60 

郑州新力 1 66 

焦作丹河 1 100 

大唐巩义 1 60 

四川 神华四川天明电厂 2 200 

甘肃 国电兰州热电“上大压小”异地扩建工程 2 70 

宁夏 大唐平罗电厂 1 66 

新疆 
信友能源奇台 2 132 

潞安准东 2 132 

广东 茂名博贺电厂 2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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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项目名称 机组数（台） 装机容量（万 kW） 

华电南雄“上大压小”热电联产项目 1 35 

陆丰甲湖湾电厂 1 100 

阳西电厂 1 124 

贵州 中电普安电厂 1 66 

合计 
 

51 3345 

资料来源：各省（区、市）发改委，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 行业动态 

2.1 政策要闻 

【青海印发《青海省建设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工作方案(2018—2020 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印发《青

海省建设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工作方案(2018—2020 年)》，方案指出：“十三五”期间不规划新增煤

电电源，停止万象铝镁热电联产项目建设，暂缓核准的神华格尔木火电厂建设，暂停民和热电联产

项目前期工作，延缓桥头铝电“上大压小”项目一台机组并网时间。将完成抽水蓄能选点规划修改、

上报工作，全力推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争取 2019 年选点规划批复，并启动哇让抽蓄电站前期工作。

稳步推进核能供热及核电项目前期工作，充分把握未来核电发展契机，利用“十三五”后两年核电

项目“空档期”，积极开展研究，做好规划、踏勘选址等前期工作，为全国内陆核电项目建设积累工

程技术经验。近期，以 2019 年初启动核能供热及核电建设项目初步可行研究报告编制为工作目标，

重点完成厂址踏勘报告、确定候选厂址、启动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远期，以 2020 年底争取国

家核准核能供热及核电建设项目为目标，重点完成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

报告。 

 

2.2 火电要闻 

【新疆发布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方案】新疆发布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方案，确定了新疆信友能

源奇台 2×66 万千瓦电厂作为“疆内自用、兼顾外送”的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拟从缓建项目名

单中移出；潞安准东 2×66 万千瓦电厂作为“疆电外送”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待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批准该项目从停建项目名单中移出后，加快启动建设，力争 2019 年参与“疆电外送”。 

【广东省公布 2018年第二批小火电机组关停名单】广东省公布 2018年第二批小火电机组关停名单，

含广州发电厂 0、1、2 号机，旺隆发电厂 1、2 号机，沙角 A 厂 1 号机，沙角 B 厂 2 号机共 7 台机

组，合计 90.5 万千瓦。 

 

2.3 核电要闻 

【中核与青海省政府、清华大学、国家电网签署青海省核能开发利用战略合作协议】12 月 29 日，

中核集团与青海省人民政府、清华大学、国家电网，在西宁签署青海省核能开发利用战略合作协议。 

 

2.4 新能源要闻 

【福建对《福建省海上风电项目竞争配置办法（试行）》公开征求意见】福建省发改委对《福建省海

上风电项目竞争配置办法（试行）》公开征求意见，《办法》指出，福建省海上风电竞争配置实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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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控制、产业带动、公开优选、电价竞争、政策延续原则，配置的海上风电项目原则上为纳入《福

建省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的 2019 年起新增核准的海上风电项目。已确定投资主体的海上风电项目

配置办法评分标准细则中，设备先进、技术方案两项分别占 20 分，且规定采用机型单机容量在 8

兆瓦及以上得 3 分，低于 8 兆瓦的机型不得分。申报电价占 40 分，且规定以福建省海上风电上网标

杆电价为基准价，电价等于基准价的得 30 分；上网电价降低 2 分/千瓦时及以内的，每降低 1 分/千

瓦时，得 4 分；上网电价降低 2 分/千瓦时以上，超出 2 分/千瓦时的部分，每降低 1 分/千瓦时，得

0.2 分。最高得 40 分。” 

【青海德令哈 50MW 塔式熔盐储能光热电站并网成功】12 月 30 日，青海中控太阳能德令哈 50MW

塔式熔盐储能光热电站一次并网成功，项目是国家首批光热发电示范项目之一，装机容量 50MW，

配置 7 小时熔盐储能系统，设计年发电量 1.46 亿 kWh。 

 

三、 公司公告 

【中广核电力】公司发布 2018 年第四季度运营简报，1 月至 12 月份总上网电量约为 1570.45 亿千

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 14.02%。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广核工程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广核集团转让

其所持有的上海中广核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价格 7.10 亿元，预期录得人民币 1.40

亿元盈利。 

【乐山电力】公司收到第二大股东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4.72%股权）的通

知，称中环集团于近日收到天津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重组天津中环电子信

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天津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中环集团 51%

的股权转让给天津津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华能水电】公司发布 2018 年全年发电量完成情况，2018 年全年完成发电量 817.22 亿千 瓦时，

同比增加 11.62%；上网电量 811.27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11.64%。 

【嘉泽新能】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泽华新能源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宁夏发改委出具的《自治区发展

改革委关于宁夏嘉泽红寺堡谭庄子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文件，同意建设宁夏嘉泽红寺堡谭庄子风

电项目，项目建设规模为 50MW，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3 亿元。 

【国投电力】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和公开发行可续

期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方

案的议案》。 

【长源电力】公司发布 2018 年第四季度电量完成情况，第四季度累计完成发电量 46.33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 43.65 亿千瓦时， 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33.67%和 34.06%。 

【福能股份】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福能海峡发电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福建省发改委出具的《关于

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 C 区项目 核准的批复》，同意其建设“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 C 区项目”，项

目建设规模为 498MW，主要建设 6MW 以上海上风力发电机组，项目总投资为 111.9 亿元。 

【东方能源】公司热力分公司因承接部分供热设施，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收到政府针对 

2015-2017 年老旧小区“一管到户”改造资金 1700 万元整，直接计入递延收益，未达到确认收入

的条件， 预计对公司 2018 年度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闽东电力】公司在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宁德市有信产权交易服务有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的东晟

公司 100%股权， 至挂牌公告期满交易未能征集到意向受让方，经公司研究，决定不再继续 开展

东晟公司 100%股权转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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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通热力】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赵一波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 50.00 万股股份被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 1.48%。本次股份质押后，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的数量为 2047.00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6.65%，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60.41%。 

【上海电力】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上电新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控股 80%的海南屯昌 50 兆瓦渔光

互补发电项目正式并网发电。公司投资的江苏如东H4#、浙能嵊泗2#等 4 个海上风电项目获得核 准

批复。 

【华能水电】公司所属黄登水电站 4 号机组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完成 72 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后正式进

入商业运行。至此，黄登水电站 4 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黄登水电站装机容量 190 万千瓦（4×47.5

万千瓦），设计多年平均发电量 85.7 亿千瓦时。 

【江苏新能】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能海力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收到江苏省发改委出具的《关于

江苏新能海力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江苏如东 H2#海上风电场工程核准的批复》，项目总装机规模 

350 兆瓦，总投资约为 64.00 亿元。 

【川投能源】公司决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对国电大渡河改按权益法核算，按照公司对国电大渡

河的持股比例确认 2018 年度投资收益约 1.40 亿元，经测算对公司合并报表的最终利润总额影响约

为 3.2 亿元。 

【长江电力】公司发布 2018 年发电量完成情况，长江上游溪洛渡水库来水总量约 1574 亿立方米，

较上年同期偏丰 13.21%，三峡水库来水总量约 4570 亿立方米，较上年同期偏丰 8.44%。公司 2018

年总发电量约 2154.82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加 2.18%。其中，三峡电 站完成发电量 1016.15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加 4.11%；葛洲坝电站完成发电量183.18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减少3.85%；

溪洛渡电 站完成发电量 624.69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加 1.76%；向家坝电站完成发电量 330.80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加 0.72%。 

【中国核电】公司发布 2018 年全年发电量完成情况及 2019 年发电计划，公司全年累计商运发电量

1178.4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97%。2019 年，公司全年发电量目标为 1400 亿千瓦时。 

【嘉泽新能】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四、 风险提示 

 利用小时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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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网电价降低 

下游用户侧降低销售电价的政策可能向上游发电侧传导，导致上网电价降低；随着电改的推进，电

力市场化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可能拉低平均上网电价。 

 煤炭价格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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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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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电煤价格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对于以煤机为主的火电

企业，燃料成本上升将减少利润。 

 政策推进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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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部分地区的电力供需目前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可能影响存量核电机组的电量消纳、以及新

建核电机组的开工建设。 

 降水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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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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