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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能行业用电增速同比提高；上半年火电利用
小时与上网电价同比保持平稳,但煤价反弹带
来成本快速上升压力，火电企业业绩下滑明显。
◎债市
2017 年全国发电企业发债规模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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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2017 年需重点关注两类企业，一是所在区
域需求不足的发电企业受煤价上涨的负面影
响；二是因地理位置等因素造成的燃料来源单
一的企业。
◎展望
预计下半年，火电企业上网电价上调有助
于改善火电企业上半年业绩，但交易电量占比
增加将抵消一小部分平均电价的提升；预计
2017 年全年，用电需求呈现前高后低态势，平
均利用小时数承压；火电行业基本面更多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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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展望

一、行业发展
2017年上半年，电力行业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同比有所提高；需求
端的拉动因素有所转变，制造业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速的拉动作用明显
2017 年 1～6 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2.95 万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6.3%，增速同比提高 3.6 个百分点。从拉动因素上看,制造业尤
其是传统高耗能产业是增速提高的最主要动力。这一点与 2016 年情
况有所不同，2016 年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
献率为 21.0%。具体来看，2017 年上半年，第二产业和制造业用电量
同比分别增长 6.1%和 7.0%，增速同比分别提高 5.6 和 7.3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13.7%，同比增长 9.3%；受上
年同期高基数以及一季度气温偏暖等因素影响，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
增长 4.5%，为近十年同期第二低增速。分行业看，1～6 月份，全国
制造业用电量 1.55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0%，增速比上年同期提
高 7.3 个百分点。其中，化学原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
冶炼和有色金属冶炼四大高载能行业用电量合计 8802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6.3%，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9.6 个百分点；合计用电量占全
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29.8%，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为 29.7%。
传统产业中的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纤
维制造业、木材加工及制品和家具制造业等 4 个行业用电量增速超过
10%。其中，有色金属冶炼行业用电增长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
率达 19.3%。代表工业转型方向、高技术制造比例较高的通用及专用
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用电量同比
分别增长 10.2%、9.7%和 7.6%；三个行业合计用电量比重(7.5%)比上
年同期提高 0.2 个百分点，成为电力消费结构调整的亮点。
从用电区域上看，2016 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全社会用电
量同比分别增长 5.9%、5.4%、3.7%和 2.7%，东、中部地区用电形势
相对较好，是全国用电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各地区分季度用电走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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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前低后高的趋势，2016 年下半年开始各地区用电均实现较为明
显的提高。分省份看，2017 年 1～6 月全国各省份全社会用电量均实
现正增长，其中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3%）的省份
有 14 个，依次为：西藏（21.9%）、宁夏（13.1%）、新疆（11.7%）、
贵州（11.1%）、陕西（10.8%）、山西（10.3%）、内蒙古（10.2%）、甘
肃（9.0%）、青海（8.6%）、云南（8.5%）
、山东（7.8%）、江西（7.2%）、
安徽（6.6%）、和浙江（6.5%）。
2017年上半年以来，全国电力装机容量同比有所增长；装机增速
总体略高于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同比基本持平
2016 年全国全口径发电量 5.99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2%；发
电设备利用小时 3785 小时、同比降低 203 小时。分电源类型看，
（1）
水电投资同比下降 22.4%，已连续四年下降，全国全口径水电发电量
同比增长 6.2%，受来水形势变化等因素影响，全年水电生产呈现前
高后低的特征。设备利用小时 3621 小时，比 2015 提高 31 小时，为
近 20 年来的年度第三高水平。
（2）2016 年，火电投资同比增长 0.9%，
其中煤电投资同比下降 4.7%，扭转了前两年煤电投资持续快速增长
的势头，2016 年底，
全国全口径火电装机 10.5 亿千瓦、同比增长 5.3%，
全口径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2.4%，自 2013 年以来首次实现正增长。
设备利用小时 4165 小时、比上年降低 199 小时。
（3）并网风电发电
量同比增长 30.1%，设备利用小时 1742 小时、同比提高 18 小时,但
西北、东北等地区弃风情况仍然突出。
（4）2016 年末全国核电装机
3364 万千瓦、同比增长 23.8%，发电量同比增长 24.4%；设备利用小
时 7042 小时、同比下降 361 小时，已连续 3 年下降。
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装机容量16.3亿千
瓦，同比增长6.9%，高于同期用电量增速0.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
回落4.4个百分点。其中，水电2.9亿千瓦、火电10.6亿千瓦、核电3473
万千瓦、并网风电1.5亿千瓦。2017年1～6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
均利用小时1790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7小时。全国火电设备平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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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时为2010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46小时；分省份看，全国共有12
个省份火电设备利用小时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江苏、河北、山东
和宁夏超过2400小时，云南、西藏分别仅为652和60小时；与上年同
期相比，全国共有21个省份火电利用小时数同比增加，湖南和江西增
加超过200小时，福建、广东、宁夏、陕西、贵州、浙江和青海增加
超过100小时，而海南、北京和重庆同比分别降低323、136和127小时。
同期，全国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1514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44
小时；在水电装机容量超过1000万千瓦的7个省份中，除云南同比增
加288小时外，其余省份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同比均有不同程度降
低，其中贵州和广西同比分别降低718和632小时，湖南和湖北同比分
别降低389和127小时。
行业盈利方面，2017年以来，火电利用小时与上网电价同比保持
平稳,但煤价反弹带来成本快速上升压力，火电企业业绩下滑明显
自 2015 年 4 月电价平均每度下调 2 分以后，2016 年 1 月发改委
再次下调全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约每度 3 分，之后至 2017 年 6 月，
上网电价政策保持平稳。
在成本端，动力煤、焦煤在 2016 年的煤炭限产政策等影响下，
市场供需情况自 2016 年有所扭转，电煤价格持续上涨，2016 年动力
煤现货涨幅超过 50%，截至 2016 年末，山西优混指数上升到 626 元/
吨。自 2017 上半年，煤炭价格继续位于高位，山西优混动力煤指数
最高在 2017 年 4 月 10 日达到 605 元/吨，最低值在 2017 年 6 月 20
日为 565 元/吨，截至 2017 年 6 月末，山西优混指数为 584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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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大公国际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7 年 1～4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2780.3 亿元，同比增长 24.4%，在 41 个工业大
类行业中，38 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由同期亏损转为盈利，但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 1170.4 亿元，同比下降 31.3%。2017 年
第一季度，火电行业营业收入 1658.0 亿元，同比增长 18.9%，水电
行业营业收入 115.7 元，同比增长 29.3%；火电行业一季度净利润 78.9
亿元，
同比下降 62.39%，水电行业净利润 39.2 亿元，同比增长 3.19%。
2017年上半年电力行业实现利润同比降幅较大，煤炭行业实现利
润同比增幅较大。1～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1849.9亿元，下降28.2%。按工业大
类划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41个行业中仅3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减
少，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利润总额为1476.8亿元，下降率最
大，同比下降34.6%。上半年全国煤炭供需平衡偏紧，各环节库存下
降，电煤价格高位上涨，煤电企业燃料成本大幅攀升，大部分发电集
团煤电板块持续整体亏损，是造成电力行业效益大幅下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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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市表现
2017年电力生产企业发债规模同比大幅下降，融资方式仍以短期
债券为主，公用事业类行业利差处于较低水平
2017 年以来，全国电电力生产企业仍保持了较高的负债水
平,2017 年 1～6 月电力生产企业发行债券金额总计 1,710 亿元，同
比减少 73.39%。从存量债务来看，截至 2017 年 7 月 23 日，存续期
电力生产企业存量债券规模为 11,462 亿元，其中一年以内到期的债
券为 496 亿元，约占存量债券 4.33%，短期内债务集中偿还的规模较
小。

图1

2016 年 1～6 月及 2017 年 1～6 月电力生产企业发行债券种类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国际

从债券发行品种来看，2017 年上半年，电力生产企业对流动性
需求较高，主要以短期融资工具为主。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占全部
债券的 77%，是最主要的债券品种，主要由于电力生产企业中级别较
高的大型国有企业及央企较多，融资能力强，通过滚动发行短期融资
工具使成本降低而近年来超短期融资券发行门槛有所放宽且发行程
序相对简化，因此成为越来越多电力生产企业青睐的品种,但长期来
看，短贷长用不利于债务结构的调整，且给企业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需
6 / 11

行业展望

持续关注;其次，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在债券品种中占比也相对较
高。截至 2017 年 7 月 23 日，超短融、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
债、公司债占存量债券规模比重分别为 15.40%、4.56%、31.50%、24.58%
和 17.30%，电力生产企业债券类型总体呈现多元化平衡发展。
从债券发行人来看，央企及地方国有企业仍是债券发行的主要组
成部分，其中五大电力集团及其子公司是债券发行的主力，占债券发
行总额的 75.67%，发债企业集中度很高。从存量债券来看，发行规
模排名靠前的分别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和中国华
电集团，五大集团均位居前列，存量债券规模达到 5,040.46 亿元，
占总存量债券的 43.98%。近年来，随着电力产能过剩情况日趋严重，
民营及地方国有企业对电力投资的热情度有所减弱，因此大型电源建
设项目主要集中于专业电力生产企业五大集团及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公司等，债券发行主体集中度也越来越高。
行业之间比较，公用事业行业利差持续在各行业中处于较低水平，
以最近数据来看 ,公用事业类行业利差为 28.17bp（2017 年 9 月 22
日）。分级别看，AAA、AA+、AA 级公用事业类行业利差分别为 3.36bp、
64.30bp、79.72bp。
电力生产行业内体现出小型电力生产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相对
狭窄，而规模较大的发电企业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和融资能力，整体
公用事业类行业利差处于较低水平。
电力生产行业财富创造能力较强，偿债来源相对稳定，主体信用
级别相对较高
从电力生产企业主体信用级别分布情况来看，由于我国电力生产
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很低，电力生产企业大部分为中央或者地方的国有
企业，以五大集团、五大集团下属子公司、省级或地方的电力能源投
资企业为主，因此自身的现金流获取能力比较稳定，融资能力很强，
并且能够获得较多的外部支持，主体信用级别相对较高。目前，电力
7 / 11

行业展望

生产行业整体债务偿还情况良好。
35
31
30
25
21

20

20
15
10
5
1
0
AAA
图2

AA+

AA

AA-

截至 2017 年 7 月 23 日存续电力生产企业主体信用级别分布（单位：支）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大公国际

从信用级别迁移情况来看，除去没有存续债券的企业，2016 年
电力生产企业整体信用级别变动不大。信用级别以 AAA 及 AA+为主，
其次为 AA。2017 年以来电力生产企业中联合电力主体信用级别下调，
主要由于受煤炭价格快速回升、电力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等因素的影响，
公司经营性业务利润大幅毁损，盈利能力大幅下降，且公司负债规模
不断提升，同时，受公司亏损扩大的影响，所有者权益不断下降，进
一步导致公司财务杠杆水平不断提升。此外，联合电力评级展望由负
面调整为稳定；保山电力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保山电力评级
展望调整主要是由于保山市电力改革的实施未来对公司业务结构和
资产规模产生重大影响，受地方政府价格管制影响，保山市电力销售
价格继续下降，使公司盈利能力继续下降。
表1

2017 年上半年电力生产企业主体信用级别迁移或展望调整情况
企业名称

最新主体信用等级/展望
级别/展望

评级时间

历史主体信用等级/展望
级别/展望

评级时间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AA+/稳定

2017.7.27

AAA/负面

2017.1.6

云南保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负面

2017.7.27

稳定

2016.6.28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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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注企业
对于原本就所在区域需求不足的发电企业来说，2017年煤价上涨
无疑是雪上加霜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下行、煤炭等能源材料价格持续下跌等因素影
响，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保持低速增长，部分经济指标负增长，2016
年山西省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3478小时，同比继续下降近300小时。
经济下行导致区域电力企业需求不足，在此基础上的煤价上行更对此
类企业来说是雪上加霜。以漳泽电力为例，装机规模位列山西省第一，
截至2016年末，可控装机容量758万千瓦，在山西省电力市场中具有
领先地位。与区域宏观经济一致，近年来下游需求不足导致公司营业
收入，2016年收入下降20%，尽管2016年煤价维持低位运行，公司发
电业务毛利率仅为15%，同比下滑11个百分点，2016年公司机组利用
小时数3455小时。2016年公司营业利润2.05亿，完全由投资收益（2.56
亿）贡献，净利1.38亿。2017年上半年，煤价快速上涨漳泽电力发电
业务毛利率下降至-2%，上半年净利润-7.38亿元，出现较为严重的亏
损。类似的企业还有格盟国际（2017年一季度净利仅为0.20亿元）、
甘电投（2017年一季度净利润-1.54亿元）。
对于煤炭来源较为单一的企业，燃料管理能力重点凸显，华电能
源因燃料受限将出现收入大幅下滑
华电能源电力装机规模位列黑龙江省第一，在黑龙江省电力市场
中具有领先地位，截至2016年末，公司总装机容量649.7万千瓦。
2014～2016年，受黑龙江省内火电装机持续增长以及用电需求不足等
因素影响，公司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分别为4,027小时、3,928小时和
3,796小时，利用小时数不断降低。2016年，公司收入86亿，毛利率
仅为12%，净利润1.72亿元，盈利水平较低。2017年8月，中国神华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哈尔乌素、宝日希勒露天矿暂时停减产，
表示与华电能源签订的2017年煤炭购销合同履行存在一定困难。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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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能源公告，预计2017年公司所属电厂燃煤将产生351万吨缺口，
该缺口若无法弥补将使公司少发电量约55亿千瓦时。

四、2017 年下半年展望
预计2017年下半年，火电企业上网电价上调有助于改善火电企业
上半年业绩，但交易电量占比增加将抵消少部分平均电价的提升
2017 年 6 月 16 日，发改委发布《关于取消、降低部分政府性基
金及附加合理调整电价结构的通知》，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取消向
发电企业征收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基金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标准各降低 25%，腾出的
电价空间用于提高燃煤电厂标杆上网电价。其中，工业结构调整专项
资金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征收，在下调燃煤上网电价（约 3 分/千瓦
时）时所设立的1，当时通过利用电价降价空间用以支持钢铁和煤炭
行业去产能，各地征收标准不同，山西、河南、山东、重庆、安徽等
地度电征收标准在 1 分钱以上，全国平均 0.76 分/千瓦时。该政策实
施后,相当于上调了约 1 分钱的上网电价。在目前煤价处于高位运行
的情况下，上网电价的提高将一定程度上改善火电企业的困难局面。
然而我们从微观层面的样本数据来看，2017 年上半年，尽管电
价政策未曾出现大的变化，但是主要企业的上网电价同比略有下降，
尽管下降幅度有所不同，但其原因大多是企业参与市场交易的电量占
比增加。因此，在火电行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发电企业参与市场竞
争意愿不断增强，我们预计交易电量占比增加因素将抵消一部分标杆
电价上调对于火电企业的有利影响。

2016 年下半年开始，去产能政策取得初步成效，钢铁、煤炭行业盈利状况得到改观，
专项资金的存在意义减少，专项资金取消后将让利于发电企业，相当于在销售电价不变
的情况下上调约 1 分钱的上网电价。
1

10 / 11

行业展望

预计2017年全年，用电需求呈现前高后低态势，平均利用小时数
维持不降的压力较大；火电行业基本面更多直接依赖于煤价走势
2017 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为 2.95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6.3%，是 2012 年以来同期最高增长水平，增速同比提高 3.6 个百
分点。用电量增速较快的原因，除了经济回暖外，还有上一年同期的
基数相对偏低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鉴于此，考虑到 2016 年下半年
高基数因素影响（2016 年下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7.2%，比上半年
增速 2.7%提高 4.5 个百分点），我们预计 2017 年下半年的用电量增
速难以达到上半年的快速增长水平，2017 年全年电力消费增速将呈
前高后低态势。从 2017 年 4 月份开始，第二产业用电量增速开始回
落，4 月份第二产业用电量累计增速为 6.9%，环比减少 0.7 个百分点，
5 月份第二产业用电量累计增速为 6.3%，
环比继续下降 0.6 个百分点。
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煤电供给侧改革目标，火电企业装机容量的有
序增长，预计 2017 年下半年利用小时数承压。基于上述结论，我们
认为 2017 年下半年火电企业的业绩完全取决于煤价的走势。
2017 年，电力生产行业资产负债率仍很高，截至 9 月末约 70%，
但是由于行业整体的债务规模仍然较大，短期盈利水平变动对行业整
体偿债能力的影响程度有限。另外，火电及水电行业的短期有息负债
规模仍然较大，对资金流动性需求较高，电力企业预计 2017 年，电
力生产企业仍然采取短债长用的融资方式来降低财务费用的压力，短
期流动性风险仍不容忽视。长期来看，电力生产行业作为我国重要的
基础行业之一，行业的收入水平将相对保持平稳，且电力生产企业融
资能力较强，仍能够为企业债务的偿还提供稳定的偿债来源，行业信
用风险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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