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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 

 本期新发 25只债券，共募集资金 433.80亿元。 

行业 

 中电联发布 2017 年前三季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

预测报告 

点评：2017 年煤电装机增速放缓，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数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仍旧处于历史低位。整体行业基本

面来看,在煤价持续高位背景下，煤电企业同时还面对着市

场化交易电量占比增加引起总体电价下降、以及清洁能源占

比增加挤占火电市场份额等困难局面，多重矛盾下，三季度

煤电企业经营将继续承压。 

 西北电网前三季度新能源发电量833.28亿千瓦时，

超过去年总量 

点评：2017 年以来西北地区的弃风、弃光现象有所改善，

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北区域在年初出台一系列关

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保障措施；二是清洁能源参与电力市场

交易比重增加；三是电网通道消纳能力的增强。清洁能源齐

电率改善与国家支持清洁能源整体思路一致。但与此对应的

是，西北地区火电企业经营难上加难。 

 广东省电力交易中心发布《广东省燃煤发电企业成

本分析》报告 

点评：广东省的电价水平在全国处于较高位置，这使得广东

电力企业在面临着煤价处于高位运行、全国电力企业亏损面

扩大的大背景下，仍处于盈利状态。广东省电力交易市场，

无论从规模还是形式上都处于全国示范行列，直接交易电量

占全省发电量占比在 10%以上。电力交易中心发布的此项分

析，有助于为区域内电力企业参与市场做决策支持。 

企业 

 无重大事项 

电力行业监测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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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25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433.80 亿元。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电力行业新发 25 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433.80 亿元。发行债券类别较为多元

化，但仍以超短期融资券为主。 

表 1  本期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只） 
行业 发行总额      发行数量 发行种类 

电力 433.80 25 中期票据、公司债、短期融资债券、超短期融资债券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 25支债券中，债券期限为 1年及以上债券数量为 11支，均为公募发行；

债券类别来看，超短期融资券有 14支，短期融资券 2支，中期票据 3 支，公司债 6支。 

表 2  本期新发债券信息（单位：亿元、年、%） 

债券简称 
发行

总额 

债券

期限 
发行票面利率 债券种类 

发行

方式 

债项

等级 
评级机构 

17 川水电 MTN001 10 5.00 5.39% 中期票据 公募 AA+ 中诚信国际 

G17 能源 1 5 5.00 5.7%+调整基点 公司债 公募 AA+ 大公 

17 电投 Y3 15 5.00 5.13% 公司债 公募 AAA 中诚信证评 

17 电投 Y2 15 5.00 5.14% 公司债 公募 AAA 中诚信证评 

17 华能 01 23 3.00 4.99% 公司债 公募 AAA 联合 

17 联合 04 8 3.00 7%+调整基点 公司债 公募 AA 中诚信证评 

17 大唐集 MTN003 50 3.00 5.18% 中期票据 公募 AAA 大公 

G17 三峡 3 20 3.00 4.68% 公司债 公募 AAA 中诚信证评 

17 华能集 MTN002 20 3.00 4.66% 中期票据 公募 AAA 联合 

17内蒙电投CP001 8 1.00 5.38% 短期融资券 公募 A-1 中诚信国际 

17华电江苏CP001 5 1.00 4.72% 短期融资券 公募 A-1 联合 

17 澜沧江 SCP008 20 0.74 4.78%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 - 

17新疆能化SCP002 4 0.74 5.30%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 - 

17新疆能化SCP001 1 0.74 5.60%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 - 

17 中电投 SCP029 15 0.74 4.49%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 - 

17 国电 SCP007 20 0.74 4.58%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 - 

17华电江苏SCP003 5 0.49 4.90%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 - 

17 澜沧江 SCP007 10 0.49 4.25%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17 华能 SCP007 40 0.49 4.10%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17 国电集 SCP011 20 0.49 4.12%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17 国电集 SCP013 20 0.41 4.12%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17 国电集 SCP012 20 0.36 4.12%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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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电投 SCP028 15 0.33 4.45%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17 中电投 SCP027 35 0.18 4.05%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17 华电 SCP016 30 0.11 4.05%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二、本期行业要闻 

要闻 1：中电联发布 2017 年前三季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 

2017年 9月底，全国全口径发电机装机容量为 17.2 亿千瓦左右，较 2012 年底净

增 5.7 亿千瓦。前三季度，“西电东送”输电规模接近 1.8 亿千瓦，较 2012 年增长 1

倍以上，全国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和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大幅提升，全国跨区送电

量同比增长 11.0%。电力结构及布局持续优化，风电、太阳能发电消纳问题有所缓解。

电源投资建设重点向非化石能源方向倾斜。截至今年 9 月底，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

机容量 6.5 亿千瓦左右，占总装机比重为 38%，比 2012 年底提高 9个百分点。前三季

度，东、中部地区新增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占比分别达到 62%和 82%；110 千伏及以

下电网投资占电网总投资比重达到 53.5%。电力企业多措并举有效促进新能源消纳，

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1386 小时、同比提高 135小时，太阳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923小时、同比提高 34小时。煤电投资大幅减少，煤电有序发展效果明显。今年前三

季度，煤电投资同比下降 30.5%，防范化解煤电过剩产能风险工作成效凸显；煤电设

备平均利用小时 3197 小时、同比提高 48小时。（资料来源：中电联） 

点评：2017 年煤电装机增速放缓，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仍旧处于历

史低位。整体行业基本面来看,在煤价持续高位背景下，煤电企业同时还面对着市场化交易电量

占比增加引起总体电价下降、以及清洁能源占比增加挤占火电市场份额等困难局面，多重矛盾下，

三季度煤电企业经营将继续承压。 

要闻 2：西北电网 1-9月新能源发电量 833.28 亿千瓦时，超过去年总量  

截至 9 月 30 日，2017 年西北五省（区）新能源年累计发电量达到 833.28 亿千瓦

时，超过 2016年新能源全年发电总量 811.81 亿千瓦时。西北电网全网新能源发电量同

比增长 38.2%，发电占比 19.2%，同比增长 4.3 个百分点，年累计弃电量 214.99 亿千瓦

时，同比下降 18.8%，年累计弃电率 20.5%，同比下降 10 个百分点。（资料来源：资料

来源：北极星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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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西北地区的弃风、弃光现象有所改善，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域一系列关于可再生

能源保障措施相关政策；二是清洁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比重增加；三是电网通道消纳能力的增

强。这与国家支持清洁能源整体思路趋势一致。但与此对应的是，西北地区火电企业经营难上加

难。 

要闻 3：《广东省燃煤发电企业成本分析》发布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日前发布了《广东省燃煤发电企业成本分析》，根据分析测算，

目前广东省沿海电厂的到厂耗用标煤平均单价为 900 元/吨，沿海地区 60 万及以上机组

的单位变动成本分别约为 260-280 厘/千瓦时，扣除燃煤机组单位固定成本，执行标杆

上网电价 453 厘/千瓦时的燃煤机组全电量可让利空间分别是 23-43 厘/千瓦时，按照

2018 年省内燃煤机组市场电占比 60%测算，沿海 60 万千瓦及以上等级燃煤机组折算至

市场电量可让利空间预计约为 40-70厘/千瓦时。（资料来源：北极星电力） 

点评：广东省的电价水平在全国处于较高位置，这使得 2017 年以来煤价处于高位运行、全国电

力企业亏损面扩大的情况下，广东电力企业仍处于盈利状态。广东省电力交易市场，无论从规模

还是形式上都处于全国示范行列，直接交易电量占全省发电量占比在 10%以上。电力交易中心发

布的此项分析，有助于为区域内电力企业参与市场做决策支持。 

三、本期企业动态 

弃风限电情况改善，中节能风电三季报利润增长；燃煤采购价

格升高，漳泽电力三季度业绩大幅亏损。 

表 4  本期企业动态情况 

要闻类别 公司简称 新闻内容 正面/负面/中性 

公司运营 中节能风电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17 年

三季度业绩快报公告》，2017年前三季度，公

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27.18%、营业

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105.29%、利润总额较上

年同期增长 60.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112.09%，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新增投产项目运营及公

司所在部分区域弃风限电情况较上年同期有

所改善。（资料来源：深圳证券交易所） 

正面 

信息披露 中节能发电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当年累计

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

告》，截至2017年9月30日，中节能风力发电股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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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年累计新增借

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20%。截至2017年9月30

日，公司借款余额为110.16亿元。2017年1-9

月,公司累计新增借款金额为22.10亿元。公告

称，上述新增借款主要用于项目建设及日常经

营，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资料来源：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 桂冠电力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公告》称，公

司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投集团”）计划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

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

6,063.37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0%，且任意连续 90 天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0%，

减持价格视市场情况确定。截至广投集团减持

期满，广投集团未减持公司股份，仍持有公司

无限受条件流通股 157,382.36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25.96%。（资料来源：上海证券交

易所） 

中性 

信息披露 漳泽电力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17 年三

季度亏损情况公告》，2017 年三季度利润总额

为-11.38 亿元，净利润为-12.10 亿元，归属

于母公司为-9.76 亿元，净利润亏损额超过公

司 2016 年度经审计后净资产的 10%。公告称

公司亏损主要原因为煤价上涨导致燃煤成本

增加，上半年新投光伏装机造成财务费用同比

升高及公司对参股公司的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资料来源：中国货币网） 

负面 

数据来源：国际金融报、每日经济新闻、证券时报，大公整理 

 

四、报告声明 

本报告分析及建议所依据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依据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已

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

建议。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券投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概不负

责。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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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大公资信银行业小组，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