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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Table_Summary] ⚫ 国家能源局发布电力供应保障通知。近日，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今冬明春能源电力供应、确保安全温暖过冬的

决策部署，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确保能源安全保供，确保人民群

众温暖过冬，同时强化市场监管，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国家能源

局发布《关于强化市场监管 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促进今冬明春电

力供应保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 近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国能源保供取得阶段性成效。今年以

来，随着疫情控制好转，我国经济持续恢复，能源需求快速增长，部

分地区能源供应紧张，个别地区出现了拉闸限电情况。针对上述情况，

国家迅速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当前，煤炭产能加快释放，增产增供

取得明显成效，日均产量维持较高水平，电煤库存可用天数提升，煤

炭价格高位回落，电力保供能力逐步增强。 

⚫ 长期来看，仍需加强市场监管，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虽然全国能

源保供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从长远来看，在既有电力系统条件下，亟

需建立优化配置资源、挖掘系统调节潜力的常态化市场机制，优先用

足用好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同时，依法依规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努力形成市场

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 《通知》重点内容包括“三作用”与“三加强”。《通知》明确了各派

出机构、电力调度机构、电力交易机构在今冬明春电力供应保障工作

中市场机制建设和市场监管方面的工作重点。“三作用”即发挥市场机

制作用；“三加强”是指从 3 个方面加强市场监管工作。“三作用”分

别从 3 个不同交易调度层级提出工作要求，简单来说就是“中长期保

供应稳定、辅助服务保安全运行、应急调度保突发处置”。 

⚫ 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发电企业成本传导及价值发现。而电力

辅助市场以及应急调度的重视及发展，将促进峰谷电价、分时电价及

电容电价的制度完善，进一步增强电价的弹性。我们维持对行业“看

好”的投资评级，推荐华能水电、川投能源、长江电力、华能国际电

力、大唐新能源等公司。 

⚫ 风险提示：碳中和政策落地不及预期；电力市场化改革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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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观点  

国家能源局发布电力供应保障通知。近日，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保障今冬明春能源电力供应、确保安全温暖过冬的决策部署，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

行，确保能源安全保供，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同时强化市场监管，有效发挥市场机

制作用，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强化市场监管 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促进今冬明春电

力供应保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近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国能源保供取得阶段性成效。今年以来，随着疫情

控制好转，我国经济持续恢复，能源需求快速增长，部分地区能源供应紧张。平稳度过

年初采暖季和夏季两个用能高峰后，进入 8 月，受南方地区来水偏枯和煤炭价格高企影

响，火电机组顶峰能力不足，南方区域 4 省（区）、蒙西实施有序用电措施。9 月以来，

全国临时检修机组容量增加，有序用电范围进一步扩大，个别地区出现了拉闸限电情况。

针对上述情况，国家迅速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当前，煤炭产能加快释放，增产增供取

得明显成效，日均产量维持较高水平，电煤库存可用天数提升，煤炭价格高位回落；电

力保供能力逐步增强，全国电力供需紧张形势已经有所缓解，未再出现拉闸限电现象。 

长期来看，仍需加强市场监管，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虽然全国能源保供取得阶

段性成效，但从长远来看，在既有电力系统条件下，亟需建立优化配置资源、挖掘系统

调节潜力的常态化市场机制，优先用足用好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依法依规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

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通知》重点内容包括“三作用”与“三加强”。《通知》明确了各派出机构、电力

调度机构、电力交易机构在今冬明春电力供应保障工作中市场机制建设和市场监管方面

的工作重点。“三作用”即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一是充分发挥电力中长期交易稳定作用；

二是更好发挥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调节作用；三是有效发挥紧急状态下跨省跨区支援作用。

“三作用”分别从 3 个不同交易调度层级提出工作要求，简单来说就是“中长期保供应

稳定、辅助服务保安全运行、应急调度保突发处置”。“三加强”是指从 3 个方面加强市

场监管工作，一是加强市场交易秩序监管，二是加强并网燃煤自备电厂监管，三是加强

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监管。 

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发电企业成本传导及价值发现。而电力辅助市场以及

应急调度的重视及发展，将促进峰谷电价、分时电价及电容电价的制度完善，进一步增

强电价的弹性。我们维持对行业“看好”的投资评级，推荐华能水电、川投能源、长江

电力、华能国际电力、大唐新能源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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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情表现  

本周沪深 300 涨幅为 0.03%，上证指数涨幅为 0.60%，深证成指涨幅为 0.32%，创

业板指涨幅为-0.33%，申万公用事业指数涨跌幅为 2.16%，公用事业板块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13%。过去一周，公用事业板块指数涨跌幅在申万 28 个一级子行业中排名第 6，

整体表现低于市场平均水平。 

本周申万一级 28 个子行业中 17 个上涨，11 个下跌。 

图 1：公用事业本周涨跌幅排名第 6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图 2：近一年公用事业走势图  图 3：近一年电力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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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电力板块涨幅前五的个股为：惠天热电、聆达股份、协鑫能科、宁波能源、

涪陵电力；电力板块跌幅前五的个股为：文山电力、桂东电力、芯能科技、银星能源、

华电能源。 

 

表 1：本周电力涨幅前五个股  表 2：本周电力跌幅前五个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年涨跌幅(%) 

000692.SZ 惠天热电 21.43 57.73 

300125.SZ 聆达股份 20.67 29.01 

002015.SZ 协鑫能科 19.81 166.37 

600982.SH 宁波能源 16.44 19.58 

600452.SH 涪陵电力 14.46 68.86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年涨跌幅(%) 

600995.SH 文山电力 -11.73 121.53 

600310.SH 桂东电力 -5.76 9.18 

603105.SH 芯能科技 -5.42 90.22 

000862.SZ 银星能源 -5.03 61.76 

600726.SH 华电能源 -4.44 16.67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截至 11 月 19 日，电力行业 PE（TTM）为 24.05 倍，PB 为 1.65 倍。 

 

图 4：近 1 年电力 PE 走势图  图 5：近 1 年电力 PB 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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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动态  

 

表 3：上市公司公告 

时间 公司简称 事件 

2021/11/16 川能动力 

2021 年 11 月 16 日，川能动力发布公告称， 2021 年 11 月 12 日，四川能投节能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川能环保）取得了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川市监成）登记内变

核字〔2021〕第 4968 号），四川能投持有的川能环保 51%的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已办理完毕。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川能环保 51%股权，川能环保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尚需向四川能投发行股份，就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办理股份登记和上市手续。 

2021/11/16 桂东电力 

2021 年 11 月 16 日，桂东电力发布公告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拟聘任黄维俭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总裁、拟聘任陆兵先

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裁、拟聘任庞厚生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任

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经了解，黄维俭先生、陆兵先生、庞厚生先

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 

2021/11/16 宁波能源 

宁波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与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以

下简称“宁波海曙区政府”）签订了《海曙龙观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合作意向书》。项目拟建设装

机容量约 150 万千瓦的抽水蓄能电站，投资估算约为 90 亿元人民币（项目装机容量和投资金额为

初定数，具体根据后续规划研究报告等支撑文件决定）。宁波海曙区政府负责协调下属相关单位，积

极争取项目的优惠条件和政策支持；协助公司做好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规划、预可研、可行性研

究等）；协助公司协调项目用地和报批等建设中的相关事项及项目所需的其他政策支持等。 

2021/11/16 晶科电力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晶坪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

坪电力”）近日就推进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工作与多地政府及企业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共

同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开发，预计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装机容量合计约 450 兆瓦。公

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协议签署的各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充分利

用在分布式光伏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技术优势，在整县推进领域形成高效的商业模式、独特的竞

争优势和良好的品牌价值。 

2021/11/19 粤电力 A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本期债券发行规

模为不超过 8 亿元（含 8 亿元），本期公司债券期限为 5 年期，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

平价发行。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票面利率将以公开方式向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

专业投资者进行询价，由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根据利率询价确定利率区间后，通过簿记建档方式确

定。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

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21/11/20 华电国际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内蒙古浩源煤炭有限公司（ “浩源公司” ）

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山东舜天矿业有限公司（ “舜天公司” ）已向法院提

出了浩源公司破产申请。本公司持有浩源公司 85%的股权，个人股东李俊治持有浩源公司 15%的股

权。在本公司合并报表层面，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浩源公司资产总额约 5.71 亿元，负债总额

约 15.27 亿元，资产负债率约 267.43%。截至目前，本公司向浩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本息余额、应收

往来款及应承担的连带债务共计约 4.27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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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1. 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投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级 

 

以报告发布后的 6 个月内的市场表现为比

较标准，报告发布日后的 6 个月内的公司

股价（或行业指数）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

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基准 

2.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 6 个月内的公司股价（或

行业指数）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基准 

 

  评级 说明 

股票投资评级 买入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 15％以上 

 增持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 5％-15%之间 

 中性 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5％-5％之间 

 减持 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看好 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中性 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 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