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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块表现 

代码 名称 收盘价 涨跌/% 代码  名称 收盘价 涨跌/% 

000300.SH 沪深 300 3649 -0.47 399001.SZ 深证成指 9041 -0.51 

000001.SH 上证综指 2892 -0.49 399006.SZ 创业板指 1489 -0.34 

川财指数 能源 1386 -0.50 川财指数 公用事业 2136 -0.21 

 

 指标跟踪 

品种 单位 数值 日变动 周变动 月变动 年变动 

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美元 6.90  0.00% 0.92% 2.73% 0.52% 

WTI 原油 美元/桶 62.99  -0.17% 1.96% 2.27% 38.96% 

Brent 原油 美元/桶 72.18  0.29% 1.32% 4.59% 38.28% 

价差：WTI-Brent 美元/桶 (9.19) 扩大 收窄 扩大 扩大 

NYMEX 天然气 美元/mmbtu 2.62  1.68% -1.32% -3.22% -20.76% 

动力煤 元/吨 627.60  0.00% 2.25% -2.09% 7.98% 

焦煤 元/吨 1355.50  0.00% 13.96% 7.71% -6.19% 

煤炭库存：6大发电集

团 
万吨 1578.63  -0.83% -0.50% 0.82% -0.20% 

库存可用天数 天 26.51  增加 增加 增加 增加 

数据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因时差原因，海外数据采用上一交易日数值。 

 

 川财观点 

【煤炭】动力煤供给释放平缓，短期价格弱稳。需求端，沿海电厂日耗煤小幅回

升，但电厂库存仍高位运行，电厂以消耗库存为主，伴有部分补库行为。供给端，

产地煤在供给增量有限、矿上库存偏低的背景下价格保持韧性，港口煤价格则在

下游库存较高、需求较差的影响下弱稳，煤价趋势性上涨机会或仍需等待电厂为

迎峰度夏而开展的集中补库。当前焦炭基本面偏紧。需求端，钢厂焦炭消耗量增

加，库存下降，补库意愿较为积极。焦炭供给端存在收紧预期，但当前督查对焦

炭生产影响仍相对较小。整体来看，焦炭供需趋紧，短期内焦炭价格仍将维持强

势。但当前港口焦炭库存仍相对较高，且多为前期高价资源，后续焦炭价格上行

将促使港口库存进入市场，此举或将促使焦炭价格高位波动，建议持续关注港口

焦炭库存释放情况。 

 

【石油化工】近期 EIA原油库存增加，美国石油钻机数减少，布伦特及 WTI原油

价格均上行，油价的地缘政治因素持续发酵，贴合我们月初观点。国际油价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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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短期走势具备较大不确定性，长期仍然处于上行趋势。一季度北美页岩油

产量增速下滑，而国内油服公司一季报的业绩表现亮眼，预计全年勘探开发投资

增速将保持在 20%，石化油服、中油工程、中海油服等公司的业绩有望率先回归景

气。近期恒力 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举行全面投产仪式，有望降低下游化

工企业成本，但我国原油进口的风险将进一步加大。 

 

 行业动态 

【原油】白俄罗斯国家能源公司负责人称：白俄罗斯将取消石油制品出口限制；

并将在 6月与俄罗斯讨论石油出口量问题。（Wind） 

 

【天然气】5 月 21 日，南京市发改委印发《关于调整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

有关事项的通知》。根据通知，今年 6 月 1 日起，南京市将调整民用管道天然气

销售价格，民用管道天然气第一阶梯销售价格上调 0.23 元/立方米。此次价格调

整，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作部署，落实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要求，按照南京市已

建立的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联动机制进行。（Wind） 

 

【煤炭】据山西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4 月份，山西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6.8%，其中，煤炭工业增加值增长 6%，煤层气采掘业增长 11.7%，炼焦工业下

降 1.6%，电力工业增长 6.4%，热力与燃气工业增长 22.8%。（Wind） 

 

【电力】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 2019年第一批平价上网项目名单。共有 16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能源主管部门向国家能源局报送了 2019 年第一批风电、光伏发电

平价上网项目名单，总装机规模 2076 万千瓦。（北极星电力网） 

 

 公司要闻 

中曼石油（603619）：中曼石油发布 2018年年度报告（更正），报告中指出： 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90亿元，其中来自海外项目的营业收入 10.83 亿元，

实现净利润 0.30亿元，同比下降 92.4%。 

 

佛燃股份（002911）：佛燃股份发布关于公司总裁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中指

出：公司总裁黄一村先生基于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于 2019年 5月 20日和 2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共增持

了公司股票 1.00万股。增持后的持股比例为 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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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OPEC 原油限产执行率下降，国际成品油需求大幅下滑；油气改革方案

未得到实质落实，电力需求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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