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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明确电力交易机构独立运行时间

表，“十四五”期内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的

电力交易组织体系 

——电力及公用事业周报 

 

 行业观点 1：我国明确电力交易机构独立运行时间表，“十四五”期内基

本建成全国统一的电力交易组织体系。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意见，加快推进电力交易机构独立运行。 2 月 24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推进电力交易机构独立规范

运行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意见要求加快推进电力交易机构独立规范运行，

进一步完善公开透明的电力市场交易平台，加快推进建立市场化电价形成

机制，建立电力运行风险防控机制，为逐步实现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电计

划全面放开创造条件。 

 意见提出目标，要求在 2025 年底前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的电力交易组织体

系。意见提出要在 2020 年底前，区域性交易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交易机构的股权结构进一步优化、交易规则有效衔接，与调度机构职能划

分清晰、业务配合有序。2022 年底前，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规范完

善市场框架、交易规则、交易品种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

交易机构相互融合，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的电力市场初步形成。2025 

年底前，基本建成主体规范、功能完备、品种齐全、高效协同、全国统一

的电力交易组织体系。 

 我们认为《意见》的出台是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必要举措。目前

我国电力市场正处于电力中长期交易规模不断扩大，电力现货市场试点进

入结算试运行的节点，发布《意见》对促进电力交易机构独立规范运行，

保障电力市场公平、高效和可持续发展，逐步实现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电

计划全部放开，具有重要作用。 

 行业观点 2：2023 年煤电规划建设预警结果仍不乐观，看好未来几年存

量机组产能利用率提升的机遇。 

 看好煤电装机增速放缓、产能利用率提升带来的业绩弹性。从 2023 年和

2022 年的预警结果来看，煤电产能过剩的局面并未明显改善，煤电装机

充裕度这一约束性指标将对未来几年的新增煤电规模形成有效指引。另

外，从经济性预警结果来看，在投资回报率没有明显边际改善的预期下，

新增煤电投资热度也难以提升。因此我们预计，十四五期间的煤电装机增

速将持续放缓；随着煤电新产能逐步刹车，在全社会用电量保持每年

4%-4.5%的增长预期下，煤电的利用小时数有望在中期维度步入上行区

间。当前，电力市场化交易的范围和比例进一步扩大，电力现货市场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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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初步成果，“基准+浮动”电价机制出台，预计“市场煤”和“计划电”

的长期错位将迎来修正，煤电将逐步回归公用事业属性，在点火价差趋稳

的预期下，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有望逐步释放显著的业绩弹性。 

 详细内容请见我们已发布的报告《2023 年煤电规划建设预警结果仍不乐

观，看好未来几年存量机组产能利用率提升的机遇》。 

 本周推荐标的：国投电力、长江电力、川投能源。 

 风险提示：煤价上涨或超预期；来水或不及预期；上网电价下降幅度或超

预期；弃风弃光或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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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的观点和推荐标的 

1.1 行业观点：我国明确电力交易机构独立运行时间表，“十四五”

期内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的电力交易组织体系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意见，加快推进电力交易机构独立运行。 2 月 24 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推进电力交易机构独立规范运行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意见要求加快推进电力交易机构独立规范运行，进一步完善公开透明的电力市场交易平

台，加快推进建立市场化电价形成机制，建立电力运行风险防控机制，为逐步实现经营

性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全面放开创造条件。 

意见提出目标，要求在 2025 年底前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的电力交易组织体系。意见提出要

在 2020 年底前，区域性交易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交易机构的股权结构进一步优

化、交易规则有效衔接，与调度机构职能划分清晰、业务配合有序。2022 年底前，各地

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规范完善市场框架、交易规则、交易品种等，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地区的交易机构相互融合，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的电力市场初步形成。2025 

年底前，基本建成主体规范、功能完备、品种齐全、高效协同、全国统一的电力交易组

织体系。 

意见内容主要包含 6 点：1）进一步厘清交易机构、市场管理委员会与调度机构的职能定

位和配合关系，使市场管理委员会更加独立于交易机构。2）完善电力交易规则制定程序，

明确政府部门、交易机构、市场管理委员会的相应职责。3）加快推进交易机构股份制改

造，2020 年上半年，北京、广州 2 家区域性交易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交易机构

中电网企业持股比例全部降至 80%以下，2020 年底前电网企业持股比例降至 50%以下。

4）规范交易机构的人员、资产和财务管理，明确与电网企业共用资产的交易机构原则上

不向市场主体收取费用，所需费用计入输配电环节成本并单列，由电网企业通过专项费

用支付。具备条件的交易机构经市场管理委员会同意，也可向市场主体合理收费，经费

收支情况应向市场主体公开。5）要求交易机构、调度机构共同做好电力市场交易组织实

施。要求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在各自经营范围内统一交易系

统平台，统一建设灾备系统，建立数据共享机制。6）加强专业化监管体系建设，发展第

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形成政府监管与外部监督密切配合的综合监管体系。 

我们认为《意见》的出台是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必要举措。目前我国电力市场正

处于电力中长期交易规模不断扩大，电力现货市场试点进入结算试运行的节点，发布《意

见》对促进电力交易机构独立规范运行，保障电力市场公平、高效和可持续发展，逐步

实现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全部放开，具有重要作用。 

1.2 行业观点 2：2023 年煤电规划建设预警结果仍不乐观，看好未

来几年存量机组产能利用率提升的机遇 

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3 年分省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结果。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的指标

体系主要有三项内容：1）煤电装机充裕度预警指标：约束性指标，体现当地煤电装机、

电力供应的冗余情况。2）资源约束指标：约束性指标，反映了在当地规划建设煤电项目

的可行性。3）煤电建设经济性预警指标：建议性指标，体现了建设省内自用煤电项目的

经济性，为规划建设煤电项目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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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指标评估结果对比（2023 年与 2022 年）显示：产能过剩并未改善。就 2023 年和 2022

年的整体预警情况来看，基于对未来 2 到 3 年的电力供需形势判断，煤电装机充裕度预

警状况并未缓解，供给冗余的状态略有加剧。基于对未来 2 到 3 年的煤电投资回报率判

断，经济性预警状况基本稳定，并未缓解。 

看好煤电装机增速放缓、产能利用率提升带来的业绩弹性。从 2023 年和 2022 年的预警

结果来看，煤电产能过剩的局面并未明显改善，煤电装机充裕度这一约束性指标将对未

来几年的新增煤电规模形成有效指引。另外，从经济性预警结果来看，在投资回报率没

有明显边际改善的预期下，新增煤电投资热度也难以提升。因此我们预计，十四五期间

的煤电装机增速将持续放缓；随着煤电新产能逐步刹车，在全社会用电量保持每年 4%-4.5%

的增长预期下，煤电的利用小时数有望在中期维度步入上行区间。当前，电力市场化交

易的范围和比例进一步扩大，电力现货市场试点取得初步成果，“基准+浮动”电价机制

出台，预计“市场煤”和“计划电”的长期错位将迎来修正，煤电将逐步回归公用事业

属性，在点火价差趋稳的预期下，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有望逐步释放显著的业绩弹性。 

详细内容请见我们已发布的报告《2023 年煤电规划建设预警结果仍不乐观，看好未来几

年存量机组产能利用率提升的机遇》。 

1.3 本周推荐标的 

本周推荐标的：国投电力、长江电力、川投能源。 

表 1：重点推荐公司盈利预测与估值表 

股票名称 收盘价 EPS（元） P/E 

 

2019/2/28 2019E 2020E 2019E 2020E 

国投电力 7.56 0.71 0.8 10.64 9.45 

长江电力 17.03 1.04 1.06 16.38 16.07 

川投能源 9.15 0.77 0.77 11.89 11.89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2. 市场回顾 

板块涨跌幅：本周上证综指下跌 5.2%、创业板指下跌 7.0%、万得全 A 下跌 5.4%。在公

用事业行业细分领域中，火电、水电、热电、新能源发电、燃气申万指数分别下跌 3.8%、

3.0%、6.0%、5.5%、6.9% 

图 1：大盘、创业板指本周涨跌幅  图 2：公用事业细分领域本周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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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个股涨幅前五：上海洗霸(+48.8%)、梅雁吉祥(+10.7%)、*ST 升达(+9.3%)、建投能源(+8.6%)、

豫金刚石(+8.1%) 

个股跌幅前五：神雾环保(-13.9%)、新能泰山(-11.8%)、聚光科技(-11.7%)、光正集团(-11.6%)、

华控赛格(-11.3%) 

图 3：本周个股涨幅前五的公司  图 4：本周个股跌幅前五的公司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3. 行业新闻动态 

1、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 沿海指数）2020.02.20-2020.02.27 

5500 大卡动力煤综合价为 558 元/吨，环比上升 0 元/吨，涨幅 0%。5500 大卡动力煤成交

价为 575 元/吨，环比下降 1 元/吨，降幅 0.2%；离岸价 558 元/吨，环比上涨 0 元/吨，涨

幅 0%。5000 大卡动力煤成交价 514 元/吨，环比下降 1 元/吨，降幅 0.2%；离岸价 500 元

/吨，环比上升 1 元/吨，涨幅 0.2%。 

http://dwz1.cc/j7tAH4iL 

2、湖南：发布污染防治攻坚战 2020 年度工作方案、“夏季攻势”清单、考核细则 

近日,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印发《湖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 2020 年度工作方案》《湖

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2020 年夏季攻势”任务清单》《湖南省 2020 年污染防治攻坚战考

核细则》。方案明确了湖南省在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具体工

作目标。 

http://dwz.date/BUS 

3、生态环境部：累计处置医疗废物近 10 万吨，武汉尚有 190 吨待处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生态环境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指导帮扶，抓

实抓细医疗废物、医疗废水环境监管“两个全覆盖”，确保疫情医疗废物、医疗废水得到

及时有效收集、转运、处理、处置。全国累计处置医疗废物近 10 万吨，武汉尚有 190 吨

待处理。99.2%的定点医院建有污水处理设施，发现的问题已全部整改。 

http://dwz.date/B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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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能源局公布 2023 年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 

为落实国家煤电发展政策提出的按年发布实施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的要求，增强电力、

热力供应保障能力，更好指导地方和发电企业按需有序核准、建设省内自用煤电项目，

国家能源局公布 2023 年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 

http://dwz.date/94S 

5、国际能源署：油气企业需走出“舒适圈” 投资氢能等“非核心”业务 

国际能源署（IEA）近日的发布报告《能源转型中的石油和天然气》指出，油气行业作为

一个整体，可以通过其工程能力、财务资源和项目管理专业知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报

告认为，能源转型需要油气企业的参与，面对减排的要求，油气企业应该走出“舒适圈”，

积极开拓氢能、可再生能源等“非核心”业务。 

http://dwz.date/BW8 

6、山东：关于启用山东省固体废物和危险化学品信息化智慧监管系统开展业务的通知 

为加强危险废物全过程动态管理，提高全省固体废物和危险化学品信息化监管水平，防

范环境风险，山东省省生态环境厅建设了山东省固体废物和危险化学品信息化智慧监管

系统、即日起正式启用 

http://dwz.date/BWU 

 

4. 上市公司动态 

表 2：公用事业上市公司重要动态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公告分类 具体内容 

黔源电力 002039.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1.74 亿元，同比下降 8.97%；

实现归母净利润 2.9 亿元，同比下降 21.09% 

绿茵生态 002887.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1 亿元，同比增长 39.6%；实

现归母净利润 2.1 亿元，同比增长 37.2% 

清新环境 002573.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业绩快报。2019 年公司实现收入 34.8 亿元，同比下降 14.8%；实现归母

净利润 4.5 亿元，同比下降 13.4% 

博世科 300422.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业绩快报。2019 年公司实现收入 32.4 亿元，同比增长 19.0%；实现归母

净利润 2.9 亿元，同比增长 21.4% 

中国广核 003816.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业绩快报。2019 年公司实现营收 608.8 亿元，同比增长 19.8%；实现归

母净利润 94.7 亿元，同比增长 8.8% 

沃施股份 300483.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业绩快报。2019 年公司实现营收 15.3 亿元，同比增长 354.6%；实现归

母净利润 7,400 万元，同比增长 1218.6% 

沃施股份 300483.SZ 公司公告 

公司发布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公司拟向 6 名认购人发行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30%的

股份，筹集资金 11.1 亿元，用于购买中海沃邦 10%的股权以及偿还借款、贷款和补充流

动资金 

旺能环境 002034.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业绩快报。2019 年实现营收 11.98 亿元，同比增长 43.17%；实现归母净

利润 4.20 亿元，同比增长 36.98% 

先河环保 300137.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业绩快报。2019 年实现营收 13.89 亿元，同比增长 1.06%；实现归母净

利润 2.64 亿元，同比增长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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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水源 300070.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业绩快报。2019 年实现营收 127.13 亿元，同比增长 10.38%；实现归母

净利润 13.93 亿元，同比增长 11.93% 

科融环境 300152.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业绩快报。2019 年实现营收 5.19 亿元，同比下降 1.43%；实现归母净利

润 0.36 亿元，同比增长 107.47% 

玉禾田 300815.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业绩快报。2019 年实现营收 35.95 亿元，同比增长 27.63%；实现归母净

利润 3.13 亿元，同比增长 71.45% 

富春环保 002479.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业绩快报。2019 年实现营收 41.21 亿元，同比增长 36.90%；实现归母净

利润 3.24 亿元，同比增长 158.14% 

华测检测 300012.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业绩快报。2019 年实现营收 31.79 亿元，同比增长 18.60%；实现归母

净利润 4.74 亿元，同比增长 75.48% 

梅雁吉祥 600868.SH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年报。2019 年公司实现营收 2.88 亿元，同比增长 29.38%；实现归母净

利润 0.57 亿元，同比增长 158.83% 

中电环保 300172.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03 亿元，同比增长 13.12%；

实现归母净利润 1.42 亿元，同比增长 16.02% 

光正集团 002524.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94 亿元，同比增长 10.13%；

实现归母净利润 0.81 亿元，同比增长 208.22% 

万邦达 300055.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2019 年公司实现总收入 9.96 亿元，同比下降 24.76%；实

现归母净利润 7,40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2.00% 

金固股份 002488.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19 年业绩快报。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1.22 亿元，同比降低 22.44%；实

现归母净利润 0.25 亿元，同比降低 85.05% 

中建环能 300425.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2.32 亿元，同比增长 3.88%；

实现归母净利润 1.59 亿元，同比增长 15.48% 

雪迪龙 002658.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43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 3.53%；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1.40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1.79% 

津膜科技 300334.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6.05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 11.83%；实现归母净利润-7.4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309.44% 

华通热力 002893.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28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 3.95%；实现归母净利润 0.51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8.56% 

新天科技 300259.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7.99%；实现归母净利润 2.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6.04% 

天能重工 300569.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6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76.83%；实现归母净利润 2.6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3.33% 

惠城环保 300779.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44 亿元，同比下降 0.02%；

实现归母净利润 4,292 万元，同比下降 32.67% 

迪森股份 300335.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4.58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 17.87%；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8,79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5.58% 

江苏国信 002608.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10.94 亿元，同比下降 2.11%；

实现归母净利润 23.89 亿元，同比下降 6.55% 

聚光科技 300203.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38.55 亿元，同比增长

0.79%；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0.36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93.95% 

中环装备 300140.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69 亿元，同比增长 40.69%；

实现归母净利润 3,26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47% 

永清环保 300187.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93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7.17%；实现归母净利润 6,46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8.77% 

瀚蓝环境 600323.SH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1.8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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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27.50%；实现归母净利润 8,9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56% 

巴安水务 300262.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 11.36 亿元，同比增长 2.90%；实

现归母净利润 0.88 亿元，同比下降 28.60% 

盛运环保 300090.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8 亿元，同比增长了

12.98%；实现归母净利润-9.0 亿元，去年同期为-31.12 亿元 

豫金刚石 300064.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76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1.33%；实现归母净利润 8,04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6.54% 

维尔利 300190.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9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30.54%；实现归母净利润 3.4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8.04% 

天壕环境 300332.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05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55%；实现归母净利润 4,39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7.98% 

兴源环境 300266.SZ 业绩快报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07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9.04%；实现归母净利润 4,080 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东方盛虹 000301.SZ 公司公告 
公司发布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四次修订稿)。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

象发行公司股票，发行股票数不超过总股本比例的 20%，募集资金不超过 50 亿元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5. 大宗交易 

表 3：公用事业公司大宗交易情况 

公司

简称 

公司代

码 

成交数量

（万股） 

成交价

格（元） 

成交金额

（万元） 
买入席位 卖出席位 

00087

5.SZ 

吉电股

份 
51 3.92 199.9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南大街证券营业部 
机构专用 

60001

1.SH 

华能国

际 
182.11 4.41 803.11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

东路罗湖商务中心证券营业部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民

路证券营业部 

60090

0.SH 

长江电

力 
15.8 17.23 272.2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公

司交易部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山

三路中华广场证券营业部 

00261

0.SZ 

爱康科

技 
30 1.59 47.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工农

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临潼路证券营业部 

00261

0.SZ 

爱康科

技 
30 1.55 46.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临潼路证券营业部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高淳

古檀大道证券营业部 

60032

3.SH 

瀚蓝环

境 
66 19.3 1273.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南海桂澜北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南海桂澜北路证券营业部 

60032

3.SH 

瀚蓝环

境 
55 19.3 1061.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南海桂澜北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南海桂澜北路证券营业部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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