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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监测月报

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二、本期行业要闻
三、本期发债企业动态

债市
 本期新发 12 只债券，共募集资金 247.00 亿元

行业
 2017 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6.6%

四、报告声明

点评：2017 年制造业尤其是高耗能产业发展提速、中西部
地区势头强劲，提振了全社会用电需求，电力供给侧改革初
见成效，装机规模增速明显放缓，供需状况区域平衡，造成
利用小时数总体持平。综合考虑，我们预计 2018 年全年用
电量增速将在 4.5%～5.5%区间；火电装机容量增速将进一
步放缓，预计 2018 年将继续维持供需总体平衡状态，利用
小时持平为大概率事件。

2018.1.01～2018.1.31

 国家发改委发布 2017 年我国电力市场建设成绩
点评：成绩单显示，交易电量规模及占比明显增加，是电力
市场化改革推进的表现，同时跨省跨区电力市场化交易有效
改善了三北地区弃风弃光现象。从电价角度考察，通过总结
大公样本数据后发现，尽管标杆电价有所上调，但是主要企
业的上网电价同比略有下降，其原因即交易电量因素。在此
基础上的 2018 年平均电价依然会受到交易电量冲击。

 火电板块陷入全面亏损，四大电企抱团上书降煤价
点评：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化加之季节性需求因素以及
运输成本上升，煤价不断攀升。从行业基本面来看，抱团上
书凸显出煤价走高情况下，电力企业火电板块持续亏损的现
状；从政策面来看，上书通过强调保供形势严峻，不仅希望
政策层面的煤价调控，更希望煤电联动的机制的尽快启动。

大公公用行业小组

企业

负责人：周雯
成

员：程碧珺

 阳光凯迪子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等
王振召

联系电话：010-51087768

点评：上市子公司凯迪生态继续停牌，事件仍然是凯迪生态
拟出售非生物质发电资产，此次交易标的资产范围尚未最终
确定，交易方式等事宜也在协商，大公将持续关注上述事件
的进展，并对阳光凯迪下属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可能产生的
后续影响，及时向市场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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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12 支债券，债项级别均在 AA+及以上，其中 11 支债券
主体级别为 AAA，新发债券全部为超短期融资券。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电力行业新发 12 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247.00 亿元，规模环比下降 18.31%。
发行债券全部为超短期融资券。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电力行业新发债券期限和级别方面，期限全部为一年以内，AAA 级发债主体
11 支，AA+级发债主体 1 支；利差走势方面，AAA 级、AA+和 AA 级级债券的平均利差较
12 月均明显有所收窄。

（三）信用级别变动
无。

二、本期行业要闻
要闻 1：2017 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6.6%
1 月 22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2017 年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2017 年，全社会用电
量 63,07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155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7.3%；第二产业用电量 44,413 亿千瓦时，增长 5.5%；第三产业用电量 8,814
亿千瓦时，增长 10.7%；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8695 亿千瓦时，增长 7.8%。2017 年，
全国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 3786 小时，同比减少 11 小
时。其中，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3579 小时，同比减少 40 小时；火电设备平均利
用小时为 4,209 小时，同比增加 23 小时。2017 年，全国电源新增生产能力（正式投
产）13,372 万千瓦，其中，水电 1,287 万千瓦，火电 4,578 万千瓦。（资料来源：国
家能源局）
点评：2017 年制造业尤其是高耗能产业发展提速、中西部地区势头强劲，提振了全社
会用电需求，电力供给侧改革初见成效，装机规模增速明显放缓，供需状况区域平衡，
造成利用小时数总体持平。综合考虑调结构、环保政策以及上年高基数的因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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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年用电量增速将难以达到 6.6%这样的高速增长水平，我们预计将在 4.5%～5.5%
区间；火电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火电装机总量控制政策持续进行，随着投资额度下降，
火电装机容量增速将进一步放缓，预计 2018 年将继续维持供需总体平衡状态，利用小
时持平为大概率事件。

要闻 2：国家发改委发布 2017 年我国电力市场建设成绩
1 月 22 日，国家发改委在 1 月定时定主题发布会上发布了 2017 年我国电力市场
建设成绩。2017 年，我国电力市场建设初具规模，交易电量累计 1.63 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45%，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 26%左右，同比提高 7 个百分点，为工商企业减
少电费支出 603 亿元。
（资料来源：北极星电力）
点评：成绩单显示，交易电量规模及占比明显增加，是电力市场化改革推进的表现，同
时跨省跨区电力市场化交易有效改善了三北地区弃风弃光现象。从电价角度考察，通过
总结大公样本数据，2017 年火电市场交易平均电价比平均上网电价低约 2~3 分/千瓦时，
市场化交易电量占总发电量约 25%~30%。尽管标杆电价有所上调，但是主要企业的上
网电价同比略有下降，其原因即交易电量因素，在此基础上的 2018 年平均电价依然会
受到交易电量冲击。

要闻 3：火电板块陷入全面亏损，四大电企抱团上书降煤价
1 月 22 日，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华电集团和国电投集团四大发电集团联合上书
发改委《关于当前电煤保供形势严峻的紧急报告》(以下简称紧急报告)，称 2017 年以
来，受需求超预期、产能置换滞后、入港汽车金运、铁路运力局部紧张等多重因素影
响，煤炭供需持续紧平衡，市场煤价高企，全年综合煤价绝大部分时间运行在 600 元/
吨以上的红色区域。CCI5500 动力煤价格指数全年平均值为 642 元/吨，同比大幅上涨
163 元/吨，
涨幅 34%。
高煤价导致五大发电集团煤电板块亏损 402 亿元，
亏损面达 60%。
紧急报告称，进入 2018 年以来，随着经济运行的企稳态势进一步巩固，水电出力回落，
供暖耗煤增加，再加上补充燃气供应不足，进一步增大了煤炭需求；受岁末年初煤矿
安全检查、房价等因素影响，煤炭产量有所下滑，市场有效供给减少，进口煤补充需
要较长周期，叠加春节房价、春运提留运力影响等因素，煤炭供给严重不足，电厂库
存快速大幅下降，保供风险急剧增大，煤价持续上涨。（资料来源：北极星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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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化加之季节性需求因素以及运输成本上升，煤价不断攀
升。从行业基本面来看，四大集团抱团上书凸显出煤价走高情况下，电力企业火电板块
持续亏损的现状；从政策面来看，上书通过强调保供形势严峻，不仅希望政策层面的煤
价调控，更期盼煤电联动的机制的尽快启动。

三、本期企业动态
阳光凯迪子公司凯迪生态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甘肃
电投神树水电站可继续建设；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业绩
预告扭亏为盈；国家能源集团吸收合并国电集团；华电能源对子公
司提供委托贷款等。
（一）资产重组
1、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负面）
子公司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生态”）因筹划重大事项，
股票自 2017 年 11 月 16 日开市起停牌，凯迪生态因筹划重大事项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
开市起继续停牌。根据《公告》，凯迪生态已与阳光凯迪签署重组框架协议，各方正在
就本次交易的核心条款进行进一步沟通，部分具体交易细节尚在商讨中，且仍存在变化
的可能。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较多、规模较大、较为复杂，相关各方仍在
就方案的具体内容积极磋商和论证，中介服务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等工作量
大，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凯迪生态申请延期复
牌。

2、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中性）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国电集团董事会作出决议，审议通过
国电集团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合并方案及双方拟签署的合并协议。国家能源集团拟吸收
合并国电集团,国电集团注销,国家能源集团作为合并后公司继续存续；自集团合并交割
日起,国电集团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由
存续公司国家能源集团承继及承接,国电集团的下属分支机构及国电集团持有的下属企
业股权或杈益归属于存续公司国家能源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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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经营
1、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正面）
公司发布业绩预告称，2017 年公司扭亏为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增加，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所属水电站所处部分河流流域来水情况好于上年，发电量相
应同比增加。同时，报告期风力发电量同比增加，公司财务费用等成本费用同比下降。

（三）信息披露
1、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正面）
根据《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电站关停退出整治方案》：经组织专家评估
论证，由于神树水电站枢纽和毛藏寺水库大坝合并建设，且工程建设已基本完成，具备
投产运行条件，工程继续建设利大于弊，对生态环境的进一步影响十分有限，可继续建
设，但须尽快处理好多处扰动地表的植被恢复问题。

2、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性）
公司决定对全资子公司——陈巴尔虎旗天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2.05 亿元委托
贷款，贷款期限为一年，年利率为 4.57%。上述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已经公司九
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在上述委托贷款业务发生前，公司累计委托贷款的余额为 3.5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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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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大公资信电力行业小组，且不得对
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