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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报告

《电力设备新能源 2022 年 5 月投资策略-2021 年报及 2022 一季

报总结，开局整体向好，关注复产节奏》 ——2022-05-05

《新能源产业数据跟踪-海外光伏需求火热，疫情下出货有所滞

缓》 ——2022-04-27

《海上风电重大政策点评-稳增长重要抓手 2022 年海风招标有

望增 600%突破 20GW》 ——2022-04-11

《电力设备新能源2022年 4月投资策略-新能源车涨价不改高增

长趋势，光伏装机表现强劲》 ——2022-03-31

《新能源产业数据跟踪-光伏硅料小幅上涨，风电小时数同比下

降》 ——2022-03-30

我国用电需求稳步增长，能源转型电气化提速。2011-2021年，我国全社会

用电量保持平稳增长，年复合增长率5.3%。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带动用电持续

增长，新旧动能转换，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成为用电增长的

主要推动力量。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推动电力需求刚性增长。能源转型发展呈

现明显的电气化趋势，电能替代潜力巨大。根据中电联预测，到2025年，

电气化水平持续提升，电能占终端用能比重达到30%左右。预计到2025年、

2030年、203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分别达到9.5万亿千瓦时/11.3万亿

千瓦时/12.6万亿千瓦时，“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期间年复

合增长率将分别达到4.8%/3.5%/2.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大幅提升。2011-2021

年，我国全口径发电量年复合增长率5.5%，保持稳健增长。根据《“十四五”

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五年累计下降 18%。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39%

左右，电气化水平持续提升，电能占终端用能比重达到30%左右。根据中电

联预测，预计到2025、2030、2035年，我国总装机量达到29.0亿千瓦/38.5

亿千瓦/50.4亿千瓦，其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将达到15.1亿千瓦/22.7亿

千瓦/33.8亿千瓦，占比分别为52%/59%/67%。预计到2025年、2030年、2035

年，我国全口径发电量将分别达到9.5万亿千瓦时/11.6万亿千瓦时/13.8

万亿千瓦时，“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期间我国全口径发电量

年复合增长率将分别达到4.5%/4.0%/3.7%，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大幅提

升。

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选取中证全指样本股中的电力公用事业行业中

的52只股票，主要聚焦火电、水电、风电等行业优质龙头企业，以反映

该行业股票的整体表现。以 2020 年 1 月 1 日为起点，截至 2022 年 5 月

25 日，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年化收益率为 9.30%，显著高于上证

50 指数（-5.77%）、沪深 300 指数（-1.86%）、中证 500 指数（4.31%），

充分体现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迎双碳政策东风将逐步走强。随着

双碳目标的提出及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电力的商品化属性逐步提

升，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将有望进一步提升收益水平。

华泰柏瑞电力ETF投资价值：华泰柏瑞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交易代码：561560）是紧密跟踪中证全指电

力公用事业指数收益率的基金产品，布局电力产业核心资产，为投资者

提供一个管理透明且成本较低的标的指数投资工具，该基金的基金经理

为李沐阳先生。华泰柏瑞是国内首批 ETF 管理人，曾推出市场首只光伏

ETF（基金交易代码：515790）、首只 Smart Beta ETF（基金交易代码：

510880）、首只 T+0 跨市场 ETF（基金交易代码：510300），被动投资

领域累计获得 13 座金牛奖及 13 座金基金奖。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累加持有户数突破 190 万户，权益 ETF 规模超过 1000 亿元。

风险提示：电力市场化进程不及预期、电网建设不及预期、新能源发放不及

预期、政策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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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电气化提速，电力行业迎历史性机遇

我国用电需求稳步增长，能源转型电气化提速

2021 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8.3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5%，国内经济从疫情

中恢复发展叠加外贸出口复苏，用电量保持高增。2011-2021 年，我国全社会用

电量保持平稳增长，年复合增长率 5.3%。根据中电联预测，预计到 2025 年、2030

年、203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分别达到9.5万亿千瓦时/11.3万亿千瓦时/12.6

万亿千瓦时，“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期间年复合增长率将分别达

到 4.8%/3.5%/2.2%。

图1：我国历年全社会用电量及同比增速（万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中电联，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从用户类型来看，2021 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及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分

别占全社会用电量 1%/68%/17%/14%。

图2：2021 年全社会用电量结构（万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中电联，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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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带动用电持续增长，新旧动能转换，高技术及装备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成为用电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推动电

力需求刚性增长。能源转型发展呈现明显的电气化趋势，电能替代潜力巨大。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大幅提升

2021 年，全国全口径发电量为 8.5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7%，其中火电、水电、

风电、太阳能、核电发电量分别占比 67%/16%/8%/4%/5%，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快速

提升。2011-2021 年，我国全口径发电量年复合增长率 5.5%，保持稳健增长。

图3：我国历年全口径发电量及同比增速（万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4：我国历年分能源类型发电量（万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中电联，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根据《“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五年累计下降 18%。

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0%左右，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39%

左右，电气化水平持续提升，电能占终端用能比重达到 30%左右。根据中电联预

测，预计到 2025、2030、2035 年，我国总装机量达到 29.0 亿千瓦/38.5 亿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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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 亿千瓦，其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将达到 15.1 亿千瓦/22.7 亿千瓦/33.8

亿千瓦，占比分别为 52%/59%/67%。预计到 2025 年、2030 年、2035 年，我国全

口径发电量将分别达到 9.5 万亿千瓦时/11.6 万亿千瓦时/13.8 万亿千瓦时，“十

四五”、“十五五”、“十六五”期间我国全口径发电量年复合增长率将分别达

到 4.5%/4.0%/3.7%，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大幅提升。

图5：我国化石能源及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亿千瓦）

资料来源：中电联，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6：我国未来分能源类型发电量及年复合增速（万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中电联，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及预测

火电未来将由主体能源向支持性能源转型

根据《“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我国将统筹电力保供和减污降碳，根据

发展需要合理建设先进煤电，保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必需的合理裕度，加快推进

煤电由主体性电源向提供可靠容量、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的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

节性电源转型，充分发挥现有煤电机组应急调峰能力，有序推进支撑性、调节性

电源建设。根据中电联预测，预计到 2025、2030、2035 年，火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14.5 亿千瓦/15.7 亿千瓦/14.6 亿千瓦，占总装机比例分别为 50%/41%/29%。

CAGR=4.5%

CAGR=4.0%

CAGR=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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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年火电累计装机容量及占比（亿千瓦、%）

资料来源：中电联，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因地制宜开发水电

根据《“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我国将坚持生态优先、统筹考虑、适度

开发、确保底线，积极推进水电基地建设，推动金沙江上游、雅砻江中游、黄河

上游等河段水电项目开工建设；实施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等重大工程；实施

小水电清理整改，推进绿色改造和现代化提升；推动西南地区水电与风电、太阳

能发电协同互补。根据中电联预测，预计到 2025、2030、2035 年，水电装机容量

将达到 4.6 亿千瓦/5.6 亿千瓦/7.3 亿千瓦，占总装机比例分别为 16%/15%/14%。

图7：我国历年水电累计装机容量及占比（亿千瓦、%）

资料来源：中电联，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根据《“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我国将全面推进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大规

模开发和高质量发展，优先就地就近开发利用，加快负荷中心及周边地区分散式

风电和分布式光伏建设，推广应用低风速风电技术；在风能和太阳能资源禀赋较

好、建设条件优越、具备持续整装开发条件、符合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要求的地

区，有序推进风电和光伏发电集中式开发，加快推进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

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建设，积极推进黄河上游、新疆、冀北等多能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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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积极推动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等屋顶光伏开发利用，推广

光伏发电与建筑一体化应用；开展风电、光伏发电制氢示范；鼓励建设海上风电

基地，推进海上风电向深水远岸区域布局；积极发展太阳能热发电。

大型化、轻量化推动风电降本增效，海上风电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陆上风电方面，自 2009 年执行上网标杆电价以来发展迅速，部分地区陆上风电度

电成本已与煤电成本接近，具备平价上网条件。海上风电方面，因其离用电负荷

中心近、消纳条件较好、环境影响程度较低等优势受到市场认可，通过风机大型

化、叶片轻量化等方式实现了降本增效。根据中电联预测，预计到 2025、2030、

2035 年，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4.0 亿千瓦/6.0 亿千瓦/10.0 亿千瓦，占总装机比

例分别为 14%/16%/20%。

图8：我国历年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及占比（亿千瓦、%）

资料来源：中电联，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9：我国历年风电平准化度电成本（USD/KWh）

资料来源：IRENA，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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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驱动太阳能发电变革，分布式光伏需求高增

我国太阳能发电主要为光伏发电，在产业政策支持和全球市场需求的驱动下，我

国光伏产业链技术持续进步，已经形成了包含高纯多晶硅生产、拉棒/铸锭、硅片

生产、电池片生产、组件生产、光伏发电系统建造和运营等环节在内的完整产业

链，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较高的产业规模优势。随着产业政策调整的持续推动

及 PERC、TOPCon、HJT、IBC 等高效晶硅电池生产技术的应用，组件功率不断提高，

电站开发建设成本持续降低，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落后产能逐渐被淘汰，光伏

发电进入平价上网时代。根据中电联预测，预计到 2025、2030、2035 年，太阳能

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5.0 亿千瓦/9.0 亿千瓦/15.0 亿千瓦，占总装机比例分别为

17%/23%/30%。

图10：我国历年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及占比（亿千瓦、%）

资料来源：中电联，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11：我国历年光伏平准化度电成本（USD/KWh）

资料来源：IRENA，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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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

根据《“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我国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

推动沿海核电项目建设，保持平稳建设节奏，合理布局新增沿海核电项目。开展

核能综合利用示范，积极推动高温气冷堆、快堆、模块化小型堆、海上浮动堆等

先进堆型示范工程，推动核能在清洁供暖、工业供热、海水淡化等领域的综合利

用。切实做好核电厂址资源保护。根据中电联预测，预计到 2025、2030、2035

年，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0.7 亿千瓦/1.3 亿千瓦/1.8 亿千瓦，占总装机比例分别

为 2%/3%/4%。

图12：我国历年核电累计装机容量及占比（亿千瓦、%）

资料来源：中电联，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证券研究报告

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投资价值分析

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H30199.CSI）发布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该指数选

取中证全指样本股中的电力公用事业行业股票组成，以反映该行业股票的整体表

现。该指数的具体编制方法如下：

表1：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基本信息

指数名称 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 英文名称 CSI All Share Electric Utilities Index

指数代码 H30199.CSI 指数类型 股票类

基日 2004-12-31 发布日期 2013-07-15

基点 1000 发布机构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成分数量 52
收益处理
方式

价格指数

指数简介
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选取中证全指样本股中的电力公用事业行业股票组成，以反映该行业股票
的整体表现。

样本空间

及选样方

法

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以 200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日，基点为 1000 点，以中证全指指数样本股为
样本空间，具体选样空间方法如下：
（1）将样本空间证券按中证行业分类方法分类；
（2）电力公用事业行业内股票多于 50 只，因此分别按照股票的日均成交金额、日均总市值由高到低
排名，剔除成交金额排名后 10%、以及累积总市值占比达到 98%以后的股票，并且保持剔除后股票数量
不少于 50 只；行业内剩余股票构成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的样本股。

指数计算
及调整

报告期指数=报告期样本的调整市值/除数*1000
调整市值=∑(证券价格×调整股本数×权重因子)
定期调整：指数样本每半年调整一次，样本调整实施时间分别为每年 6 月和 12 月的第二个星期五的下
一个交易日；权重因子随样本定期调整而调整，调整时间与指数样本定期调整实施时间相同。在下一
个定期调整日前，权重因子一般固定不变。

资料来源：中证指数公司，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指数成分股分布

指数成分股主要分布于火电、水电、核电、太阳能等细分行业。中证全指电力公

用事业指数行业分布较为集中，从指数中信二级行业分布来看，发电及电网权重

占比为 76.9%，电源设备权重为 15.4%。从中信三级行业来看，火电、水电、风电、

太阳能、核电权重分别为 48.1%、13.5%、7.7%、5.8%、1.9%。

图13：指数二级行业权重分布（2022.5.25） 图14：指数三级行业权重分布（2022.5.25）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从个股来看，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主要聚焦火电、水电、风电等行业优质

龙头企业。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前二十大成分股主要为长江电力、中国核

电、三峡能源、中国广核以及华能国际等电力公用事业优质龙头公司。这些成分

股目前处于低估值区间，未来业绩确定性较高，成长空间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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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权重前二十成分股基本信息

代码 简称 中信三级行业 权重（%） 总市值(亿元)
自由流通市值

(亿元)
PE(TTM) PB(LF)

600900.SH 长江电力 水电 13.3 5180.6 2135.7 19.9 2.9

601985.SH 中国核电 核电 10.9 1323.2 532.3 14.3 1.7

600905.SH 三峡能源 其他发电 8.1 1711.5 512.6 26.2 2.5

003816.SZ 中国广核 其他发电 5.4 1403.9 175.9 13.8 1.4

600011.SH 华能国际 火电 5.2 1106.7 308.5 -8.0 2.0

600886.SH 国投电力 火电 4.7 757.3 238.8 33.7 1.6

600795.SH 国电电力 火电 4.4 595.7 263.9 -24.0 1.3

600674.SH 川投能源 水电 2.4 505.8 143.3 17.0 1.6

000591.SZ 太阳能 太阳能 2.3 215.3 140.6 19.6 1.5

600023.SH 浙能电力 火电 2.3 469.2 130.7 -36.2 0.7

600642.SH 申能股份 火电 2.2 267.2 89.3 28.1 0.9

600236.SH 桂冠电力 水电 2.2 475.3 76.8 27.9 3.1

600027.SH 华电国际 火电 2.0 375.1 108.5 -6.9 1.0

601016.SH 节能风电 风电 2.0 216.6 111.6 25.4 2.0

600863.SH 内蒙华电 火电 1.9 241.5 119.2 30.4 1.8

000027.SZ 深圳能源 火电 1.8 282.6 76.1 13.1 1.0

600025.SH 华能水电 水电 1.8 1225.8 122.6 20.8 2.4

000875.SZ 吉电股份 火电 1.7 187.8 123.9 43.8 1.8

601222.SH 林洋能源 太阳能 1.6 156.4 96.0 17.2 1.1

000690.SZ 宝新能源 火电 1.5 88.3 74.2 12.1 0.8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指数收益表现

双碳目标助力电力指数走强。长期来看，2013 年 7 月 15 日发布起至 2022 年 5 月

25 日期间，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年化收益 5.00%，略低于上证 50 指数

（6.14%）、沪深 300 指数（6.30%）、中证 500 指数（5.87%）。随着双碳目标的

提出及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电力的商品化属性逐步提升，中证全指电力公用

事业指数将有望进一步提升收益水平。

图15：2013 年以来各指数表现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注：为方便比较，取 2013 年 1 月 1日指数收盘价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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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来看，以 2020 年 1 月 1日为起点，截至 2022 年 5 月 25 日，中证全指电力公

用事业指数年化收益率为 9.30%，显著高于上证 50 指数（-5.77%）、沪深 300 指

数（-1.86%）、中证 500 指数（4.31%），充分体现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迎

双碳政策东风将逐步走强。

图16：2020 年以来各指数表现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注：为方便比较，取 2020 年 1 月 2日指数收盘价为 1）

盈利能力与估值水平

指数业绩增速高，预计将快速消化高估值。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业绩增速

较高，预计 2022-2024 年归母净利润增速为 238.3%/19.0%/12.4%。当前市盈率

68.7x，历史分位数为 100.0%，未来火电企业盈利边际改善叠加风电、光伏参与

市场化交易取得环境溢价，高增业绩有望快速消化当前估值。

图17：指数归母净利润及增速（亿元、%） 图18：各指数市盈率及分位点（2022.5.25）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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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股息率较高。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成分股的现金分红股息较高。近 12

个月股息率为 2.42%，低于上证 50 指数，高于沪深 300 指数及中证 500 指数。

图19：指数历史现金分红总额及股息率 图20：各指数近 12 个月股息率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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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柏瑞中电力 ETF（561560）

产品介绍

华泰柏瑞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交易代码：

561560）已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发行。

表3：华泰柏瑞电力 ETF561560 基本信息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 ETF 基金全称
华泰柏瑞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比较基准 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收益率 投资类型 股票型基金,被动指数型基金

投资风格 被动指数型 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表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产品费率

管理费率 0.50%行业平均 0.52%

托管费率 0.10%行业平均 0.11%

销售服务费率 -行业平均 0.28%

基金费率

条件 费率

金额<100 万 0.50%

100万≤金额<300万 0.30%

300万≤金额<500万 0.10%

500 万≤金额 1000 元/次

资料来源：Wind，基金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基金经理简介

该基金的基金经理为李沐阳先生。李沐阳先生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统计

学硕士专业，2017 年 8 月加入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指数投资部助理

研究员、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现任华泰柏瑞中证光伏产业 ETF 及联接基金、

中证动漫游戏 ETF、中证沪港深互联网 ETF 的基金经理。

基金管理人简介

华泰柏瑞基金 2004 年 11 月 18 日成立于上海,是一家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公

司股东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柏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拥丰富的公募基金产品，多只专户和 QFII 投顾账户。产品线覆盖 ETF、

主动量化、主动股票、混合、QDII、债券、货币等类型，能满足投资者不同需求。

华泰柏瑞已形成主动权益、量化投资、被动投资和固定收益四大优势板块。 旗下

拥有中长期业绩卓越的主动权益基金，行业领先、特色鲜明的 ETF 产品，业绩稳

健、风控严密的固定收益产品和布局完善、长期超额收益稳定的量化产品，以及

多只专户、QFII 投顾产品，致力于为广大机构和个人客户提供丰富的资产配置工

具与全方位的财富解决方案。

华泰柏瑞是国内首批 ETF 管理人，曾推出市场首只光伏 ETF（基金交易代码：

515790）、首只 Smart Beta ETF（基金交易代码：510880）等 ETF 产品，被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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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领域累计获得 13 座金牛奖及 13 座金基金奖。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累加持

有户数突破 190 万户，权益 ETF 规模超过 10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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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我国用电需求稳步增长，能源转型电气化提速。2011-2021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保

持平稳增长，年复合增长率5.3%。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带动用电持续增长，新旧动能转

换，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成为用电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新型城镇化

建设将推动电力需求刚性增长。能源转型发展呈现明显的电气化趋势，电能替代潜力

巨大。根据中电联预测，到2025年，电气化水平持续提升，电能占终端用能比重达到

30%左右。预计到2025年、2030年、203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分别达到9.5万亿

千瓦时/11.3万亿千瓦时/12.6万亿千瓦时，“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期

间年复合增长率将分别达到4.8%/3.5%/2.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大幅提升。2011-2021年，我

国全口径发电量年复合增长率5.5%，保持稳健增长。根据《“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

规划》，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五年累计下降 18%。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提高到20%左右，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39%左右，电气化水平持续提升，电能占

终端用能比重达到30%左右。根据中电联预测，预计到2025、2030、2035年，我国总

装机量达到29.0亿千瓦/38.5亿千瓦/50.4亿千瓦，其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将达到

15.1亿千瓦/22.7亿千瓦/33.8亿千瓦，占比分别为52%/59%/67%。预计到2025年、

2030年、2035年，我国全口径发电量将分别达到9.5万亿千瓦时/11.6万亿千瓦时/13.8

万亿千瓦时，“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期间我国全口径发电量年复合增

长率将分别达到4.5%/4.0%/3.7%，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大幅提升。

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选取中证全指样本股中的电力公用事业行业中的52只股

票，主要聚焦火电、水电、风电等行业优质龙头企业，以反映该行业股票的整体表

现。以 2020 年 1 月 1 日为起点，截至 2022 年 5 月 25 日，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

指数年化收益率为 9.30%，显著高于上证 50 指数（-5.77%）、沪深 300 指数

（-1.86%）、中证 500 指数（4.31%），充分体现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迎双

碳政策东风将逐步走强。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及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电力的

商品化属性逐步提升，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将有望进一步提升收益水平。

华泰柏瑞电力ETF投资价值：华泰柏瑞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交易代码：561560）是紧密跟踪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收

益率的基金产品，布局电力产业核心资产，为投资者提供一个管理透明且成本较

低的标的指数投资工具，该基金的基金经理为李沐阳先生。华泰柏瑞是国内首批

ETF 管理人，曾推出市场首只光伏 ETF（基金交易代码：515790）、首只 Smart Beta

ETF（基金交易代码：510880）、首只 T+0 跨市场 ETF（基金交易代码：510300），

被动投资领域累计获得 13 座金牛奖及 13 座金基金奖。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累加持有户数突破 190 万户，权益 ETF 规模超过 1000 亿元。

风险提示：电力市场化进程不及预期、电网建设不及预期、新能源发放不及预期、政

策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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