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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观察（201907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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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0 0.79 399001.SZ 深证成指 9266 0.99 

000001.SH 上证综指 2923 0.80 399006.SZ 创业板指 1554 1.22 

川财指数 能源 1329 0.63 川财指数 公用事业 2191 0.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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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  0.06% 0.27% -0.05% 0.33% 

WTI 原油 美元/桶 56.77  0.98% -4.72% 6.61% 25.24% 

Brent 原油 美元/桶 63.83  0.90% -3.99% 4.16% 22.28% 

价差：WTI-Brent 美元/桶 (7.06) 扩大 扩大 收窄 扩大 

NYMEX 天然气 美元/mmbtu 2.29  - -4.42% -4.98% -30.69% 

动力煤 元/吨 578.60  0.00% -1.09% -2.59% -0.45% 

焦煤 元/吨 1430.00  0.00% 0.42% 4.92% -1.04% 

煤炭库存：6大发电

集团 
万吨 1735.88  -0.99% -3.68% -2.62% 9.74% 

库存可用天数 天 23.77  减少 减少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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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梅雨季节结束叠加多地升温促使电厂耗煤回升。供给方面，动力煤

供需仍趋于宽松，电厂耗煤随着暑期到来虽有提升预期但受水电发力、特高压西

电东送等因素影响预计提升空间有限，同时电厂、港口高库存煤价的抑制仍存，

预计短期内煤价或以窄幅震荡为主。 

近期焦炭价格在主产地焦企厂内库存降低、太原二青会开幕在即、周边焦企环保

压力增加等多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上涨。近期焦炭供给收缩预期持续加强，中长期

山东省年内压减 1031 万吨焦化产能、河北省 2019-2020 年压减焦化产能 400 万

吨、徐州地区 2020 年之前压减 50%以上焦化产能将进一步促使焦炭供给收缩，焦

炭价格中枢或将上移。 

 

【石油化工】EIA 原油库存已经连续 5周下降，近期美国石油钻机下降，美元指

数上涨，石油产量的影响因素已在减弱，布伦特及 WTI 原油价格均大幅下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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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原油库存处于季节性下降趋势，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在上升，我们认为国际油

价仍处于波动上行阶段。 

中石油大港油田在国内首次实现陆相页岩油稳定开发，中石油吉木萨尔页岩油油

田进入开发建设阶段，按照发展规划 2021年原油产量将达 100 万吨，2025 年达

到 200 万吨，当前国内页岩油气行业得到明显发展，关注压裂设备及服务、深井

钻机设备及服务标的。 

 

❖ 行业动态 

【原油】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根据《石油价格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7月 23

日汽、柴油价格不作调整，未调金额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发改委表示，自

2019 年 7 月 9 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油价小幅波动，按现行国内

成品油价格机制测算，7月 23 日的前 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与 7月 9 日前 10 个工

作日平均价格相比，调价金额每吨不足 50元。根据《石油价格管理办法》第七条

规定，本次汽、柴油价格不作调整，未调金额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中国

能源网） 

 

【天然气】来自石油部石油规划和分析小组（PPAC）的数据显示，印度本月共进

口天然气 27.3亿立方米，比 2018 年 6月进口量增长了 4.9%。截至目前，财年累

计进口量已达 79.2 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的进口量高出 5.9%。6 月国内天然气

产量为 27.3 亿立方米，比 2018 年 6 月产量低 1.6%。本财年，天然气产量达到

80.1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下降 0.5%。（中国石化新闻网） 

 

【煤炭】7 月 23 日，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纪委书记、副秘书长张宏的主持及宣布

下，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主办，中国煤炭运销协会、日照市人民政府承办，日照市

贸促会、日照港集团、日照城市建设投资集团协办的 2019 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正

式开幕。（Wind） 

 

【电力】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官网消息，7 月 23 日 13 时 15 分，江苏电网调度

最高用电负荷达到 10510万千瓦，刷新去年 10288万千瓦的最高值。这是江苏电

网调度用电负荷年内第十一次刷新历史记录。它也因此成为国家电网系统内首个

用电负荷连续三年突破 1亿千瓦的省级电网。除江苏外，浙江、山东等地的用电

负荷也攀至新高。（北极星电力网） 

 

❖ 公司要闻 



  川财证券研究报告     

本报告由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编制 谨请参阅尾页的重要声明 

 
 

 3 / 4 

西昌电力（600505）：公布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度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390万元左右，较上年同期下降约 190%。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81万元左右，较上年同期下降

约 117%。 

 

ST云维（600725）：公布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暨控股股东变更的进展。本次

交易已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报送相关材料，正在履行经营者集中反

垄断审查程序，仍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确认后方可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协议转让的相关过户手续才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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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