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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Profit] 基本状况 
上市公司数 157 

行业总市值(百万元) 1290116  

行业流通市值(百万元) 1042619  
 
[Table_QuotePic] 行业-市场走势对比 

 
公司持有该股票比例 

 

相关报告 

<<充电网两层防护技术体系发布，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2019.05.13 

<<2018&2019Q1 总结：板块量利开启

反转，产业拐点确立>>2019.05.06 

<<2018&2019Q1 总结：营收增长已至，

静待毛利拐点>>2019.05.06 
 

[Table_Finance] 简称 股价 

(元) 

EPS PE 评级 

2018 2019E 2020E 2021E 2018 2019E 2020E 2021E 

隆基股份 25.1

7 

0.71 1.05 1.28 1.57 35 24 20 16 买入 

通威股份 16.5

5 

0.52 0.78 0.95 1.13 32 21 17 15 买入 

阳光电源 10.7

8 

0.55 0.80 0.99 1.24 20 13 11 9 买入 

金雷股份 15.5

6 

0.49 0.73 1.33 1.57 32 21 12 10 增持 

日月股份 25.1

3 

0.70 1.21 1.81 2.19 36 21 14 11 买入 
 

注：日月股份业绩来自 wind一致预期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事件：2019 年 5 月 15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关

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简称《通知》），国务院

能源主管部门按省级行政区域确定消纳责任权重，包括总量消纳责任权重

和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责任主体为配售电公司和通过电力批发市场购电

的电力用户和拥有自备电厂的企业。 

点评如下： 

 1、 采用“消纳责任权重”替代 “配额”。《通知》采用“消纳责任权重”

替代了原文件中使用的“配额”，体现了各参与主体承担可再生能源电力消

纳责任的政策初衷。 

 2、售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协同承担消纳责任。《通知》指出承担消纳责任的

第一类市场主体为各类直接向电力用户供/售电的电网企业、独立售电公

司、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司（简称“配售电公司”，包括增量配电项

目公司）；第二类市场主体为通过电力批发市场购电的电力用户和拥有自备

电厂的企业。 

 3、国家能源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全国各省新能源发展目标。《通知》指出国

务院能源主管部门组织有关机构，按年度对各省级行政区域可再生能源电

力消纳责任权重进行统一测算，向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征求意见。这表明

在平价上网之后，各省的新能源发展目标主要由国家能源主管部门负责制

定。 

 4、多种鼓励和监督措施保障“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实施。《通知》中涉及

多种鼓励和监督措施保障“消纳责任权重”执行和落地，鼓励措施具体包

括： 

（1）省级主管部门层面：第一，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经济运行管理部

门对消纳责任权重进行确定，并制定消纳实施方案；第二，消纳实施方案

需获得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第三，各省级主管部门可以 2019年试考核，并

可以对消纳责任权重进行适度调整；第四、实际消纳高于激励性消纳责任

权重的区域予以鼓励；最后，对省级行政区域而言，超额完成消纳量不计

入“十三五”能耗考核。 

（2）责任主体层面：超额完成年度消纳量的市场主体可以出售“超额消纳

量”获取收益。 

监督措施具体包括： 

（1）省级主管部门层面：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派出监管机构负责监督，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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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报送各省级行政区域的消纳责任权重总体完成情况

专项监管报告。 

（2）责任主体层面：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经济运行管理部门负责督促

未履行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限期整改，对未按期完成整改的市场主体依法

依规予以处理，将其列入不良信用记录，予以联合惩戒。 

（3）两网层面：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派出监管机构负向国务院能源主管部

门报送各电网企业经营区的消纳责任权重总体完成情况专项监管报告。 

 5、消纳责任权重目标整体基本符合预期。跟 2018 年 11 月的第三次征求意

见稿相比，消纳目标整体变化不大，有以下几点细节差异：（1）增加了 2019

年各省的消纳责任权重；（2）吉林 2018 年激励性消纳责任权重由 16.0%增

加到 16.5%；（3）山东、甘肃、新疆下调了消纳责任权重。 

据我们测算，到 2020 年消纳空间至少约 1366 亿千瓦时，对应风电、光伏

2019-2020两年合计新增装机底线分别是 46.1GW、43.5GW： 

（1）2017 年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为 5025 亿千瓦时，扣除 2017

年 3046 亿千瓦时的风电和 1178 亿千瓦时的太阳能，其他非水可再生能源

发电 801 亿千瓦时； 

（2）2018 年风电发电量 3660 亿千瓦时、太阳能发电量 1775 亿千瓦时，

再考虑 800亿千瓦时其他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2018年非水电可再生能

源电力消纳量为 6235 亿千瓦时； 

（3）我们测算 2020 年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约为 7601亿千瓦时，

到 2020年消纳空间至少约 1366亿千瓦时，占 2018 年风光发电量的 25%； 

（4）以测算的消纳量以及 2018 年风光发展情景进行外推，意味着风电、

光伏 2019-2020 两年合计新增装机底线分别是 46.1GW、43.5GW（注：该风

光各自装机量可调，比如假设风电 30GW，光伏为 75.7GW）。 

 投资建议：内容基本符合预期，落地意义重大 

（1）长效机制落地：《通知》是新能源发展的长效机制，涉及方面众多，

在 2018年 3 月、9 月、11月连续进行了三轮征求意见，此次落地的意义重

大，中长期利好行业发展； 

（2）消纳保障：《通知》强调了新能源消纳的保障，可以改善运营企业的

经营情况，改善行业现金流、提高新能源发展热情； 

（3）装机底线：根据 2020 年的目标，我们测算风电、光伏 2019-2020 两

年合计新增装机底线分别是 46.1GW、43.5GW（注：该风光各自装机量可调，

比如假设风电 30.0GW，光伏为 75.7GW） 

（4）行业展望：在平价上网之后，对于各地政府来说，新能源发电不计入

能耗考核，对于运营商来说，新能源发电项目的收益率和现金流可以得到

保障，无论是主管部门还是投资主体来说，热情都很高涨； 

（5）重点推荐：1）光伏：隆基股份、通威股份、福斯特、阳光电源、正

泰电器、林洋能源等；2）风电：金雷风电、日月股份、天顺风能、金风科

技、泰胜风能、龙源电力、华能新能源等。 

 风险提示：新能源政策和装机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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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示意图 

 

来源：发改委、能源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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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正式稿和征求意见稿对比 

 

来源：发改委、能源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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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2020 年前各省消纳空间测算 

 

来源：发改委、能源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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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

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

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

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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