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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石油石化指数上涨 1.82%，储能指数上涨 3.66%。

本周石油石化指数上涨 1.82%，储能指数上涨 3.66%。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1.76%，深证成

指上涨 2.89%。石油石化指数上涨 1.82%，储能指数上涨 3.66%。从上市公司来看，石油

石化涨幅前五的分别是博汇股份（16.8%）、贝肯能源（7.5%）、宝莫股份（7.2%）、

宝利国际（6.2%）、中油工程（5.9%）；储能板块涨幅前五的分别是：孚能科技（13.5%）、

科士达（13.0%）、科华数据（12.0%），盛弘股份（10.1%），天赐材料（9.2%）。

 川财周观点

G7 俄油限价达成共识，原油价格回升。本周布伦特原油价格较上周上涨 1.80%，NYMEX

轻质原油本周价格上涨 4.95%，国际原油持续走高。国际原油价格支撑主要来自于欧佩

克+机制下，由沙特主导的 200 万桶/日的减产计划。另一方面，近期 G7 集团对俄罗斯

原油限价初步达成一致，导致市场对俄罗斯原油供应减少的担忧。国内原油企业在高油

价以及能源安全政策双重刺激下，业绩持续向好。

A股市场持续反弹，储能板块小幅上扬。本周 A股市场整体表现活跃，在市场整体情绪

带动下，储能板块小幅上扬。储能的长期驱动力仍然来自新能源建设中，为解决发电不

稳定问题，提升电力系统消纳能力而出现的配储需求。在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储能板

块长期向好。短期上，新型储能系统中相对较为成熟的锂电板块估值水平有所抬升，建

议关注市场风格变化，关注钠离子电池、液流电池等细分领域。

 行业动态

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西北电网灵活调节容量市场运营规则（征求

意见稿）》意见建议的通知各省（区）调及时将直调火电厂（企业）、新型储能、可调

节负荷的市场申报信息上报至西北网调。新型储能不分档申报，申报容量上限为额定容

量，申报价格区间为（0，100]元/（MW•日）。在常规电源计量关口内的储能视为发电

侧自身调节能力，与发电企业联合申报。新能源场站装设的储能，可以全部或部分容量

进行申报，在西北区域调峰容量交易中的出清容量，需全额参与省内调峰市场及西北省

间调峰市场。西北区域内火电厂（企业）、新型储能、可调节负荷，可报量报价参与西

北区域顶峰容量交易。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减排政策变动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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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川财周观点

本周石油石化指数上涨 1.82%，储能指数上涨 3.66%。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1.76%，深证

成指上涨 2.89%。石油石化指数上涨 1.82%，储能指数上涨 3.66%。从上市公司来看，石

油石化涨幅前五的分别是博汇股份（16.8%）、贝肯能源（7.5%）、宝莫股份（7.2%）、

宝利国际（6.2%）、中油工程（5.9%）；储能板块涨幅前五的分别是：孚能科技（13.5%）、

科士达（13.0%）、科华数据（12.0%），盛弘股份（10.1%），天赐材料（9.2%）。

G7 俄油限价达成共识，原油价格回升。本周布伦特原油价格较上周上涨 1.80%，NYMEX

轻质原油本周价格上涨 4.95%，国际原油持续走高。国际原油价格支撑主要来自于欧佩

克+机制下，由沙特主导的 200 万桶/日的减产计划。另一方面，近期 G7 集团对俄罗斯

原油限价初步达成一致，导致市场对俄罗斯原油供应减少的担忧。国内原油企业在高油

价以及能源安全政策双重刺激下，业绩持续向好。

A股市场持续反弹，储能板块小幅上扬。本周 A股市场整体表现活跃，在市场整体情绪

带动下，储能板块小幅上扬。储能的长期驱动力仍然来自新能源建设中，为解决发电不

稳定问题，提升电力系统消纳能力而出现的配储需求。在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储能板

块长期向好。短期上，新型储能系统中相对较为成熟的锂电板块估值水平有所抬升，建

议关注市场风格变化，关注钠离子电池、液流电池等细分领域。



川财证券研究报告

本报告由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编制 谨请参阅本页的重要声明

5/12

二、 行业指数、公司涨跌幅

本周表现：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1.76%，深证成指上涨 2.89%。石油石化指数上涨 1.82%，

储能指数上涨 3.66%。

图 1： 指数涨跌幅表现（单位：%）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2： 本周行业涨跌幅表现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从上市公司来看，石油石化涨幅前五的分别是博汇股份（16.8%）、贝肯能源（7.5%）、
宝莫股份（7.2%）、宝利国际（6.2%）、中油工程（5.9%）；板块后五位的分别是 ST
海越(-10.8%）、广汇能源（-4.2%）、中海油服（-2.3%）、宇新股份（-1.5%）、齐翔
腾达(-0.9%）。储能板块涨幅前五的分别是：孚能科技（13.5%）、科士达（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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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数据（12.0%），盛弘股份（10.1%），天赐材料（9.2%）；板块后五位的分别是：
欣旺达（0.6%）、保力新（1.1%）、德业股份（1.2%）、上能电气（1.4%）、骆驼股份
（1.5%）。

图 3： 石油石化个股涨跌幅排名（单位：%）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4： 储能个股涨跌幅排名（单位：%）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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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绿色能源相关数据跟踪

图 5： 三元前驱体价格变动 图 6： 磷酸铁锂电解液价格变动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表格 1：原油、天然气及美元指数周变化

序号 原油、天然气及美元指数 涨跌幅

1 ICE 布油 1.80%

2 NYMEX 轻质原油 4.95%

3 NYMEX 天然气 -8.53%

4 美元指数 -1.47%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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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业动态

表格 2. 石化储能行业动态

新型储能申报价格
最高 100 元/(MW•
日)！西北电网灵活
调节容量市场规则
征意见！

12 月 1 日，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西北电网
灵活调节容量市场运营规则（征求意见稿）》意见建议的通知各省
（区）调及时将直调火电厂（企业）、新型储能、可调节负荷的市
场申报信息上报至西北网调。新型储能不分档申报，申报容量上限
为额定容量，申报价格区间为（0，100]元/（MW•日）。在常规电
源计量关口内的储能视为发电侧自身调节能力，与发电企业联合申
报。新能源场站装设的储能，可以全部或部分容量进行申报，在西
北区域调峰容量交易中的出清容量，需全额参与省内调峰市场及西
北省间调峰市场。西北区域内火电厂（企业）、新型储能、可调节
负荷，可报量报价参与西北区域顶峰容量交易。

陕西：2023 年电力
交易划分 6-8 个峰
谷平时段 新能源
发电通过市场化方
式进行消纳

12 月 1 日，陕西发改委印发《陕西省 2023 年电力中长期市场化交
易实施方案》。其中提到，燃煤发电上网电量全部参与市场化交易。
鼓励新能源发电参与市场交易，原则上除优先发电之外的电量全部
进入市场，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消纳，新能源市场化方案另行印发。
燃煤发电与新能源发电之间暂不开展合同电量转让交易。结合陕西
电网现有峰平谷时段划分及新能源发电特性，2023 年年度交易暂
定按照每日 6 至 8 个时段划分，其中 2-6 月、9-11 月等常规月份
为 6个时段，其他月份考虑尖峰负荷因素，1、12 月为 7个时段，
7、8 月为 8 个时段。月度、月内交易时段划分根据现货市场运行
需要设置，力争达到 24 个时段。

12月 1日储能材料
价格：六氟磷酸锂
下跌 2500 元/吨！

12 月 1 日，六氟磷酸锂价格下跌 2500 元/吨。电解钴下跌 2500 元
/吨，钴粉下跌 1500 元/吨，硫酸钴、氯化钴下跌 500 元/吨，碳酸
钴下跌 1000 元/吨。三元前驱体 523 多晶/消费型、单晶/动力型、
三元前驱体 622 多晶/消费型下跌 1000 元/吨。三元前驱体 811 多
晶/动力型下跌 2000 元/吨。三元材料 523 单晶/动力型、三元材料
811多晶/动力型价格上涨2500元/吨。锰酸锂动力型价格下跌1500
元/吨。

ADNOC 计划到 2050
年实现零碳排放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周一在其董事会会议上宣
布，该公司已削减了未来 5年 1500 亿美元的预算，以争取到 2050
年实现净零碳排放，到 2027 年将其产能提高到 500 万桶。ADNOC
的 2050 年净零能源计划包括建立一个专注于新能源、作为过渡燃
料的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化学品的垂直平台。该公司还将把天然
气加工和液化天然气业务整合到一个名为 ADNOC gas 的新实体下，
该实体将于 2023 年在阿布扎比证券交易所(Abu Dhabi Securities
Exchange)上市持有少数股权。

卡塔尔与德国签署
15年 LNG供应协议

卡塔尔能源公司和康菲石油公司签署了两项买卖协议，从 2026 年
起向德国出口液化天然气，为期至少 15 年，这是卡塔尔北部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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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项目向欧洲达成的首个此类供应协议。卡塔尔能源首席执行官
Saad al-Kaabi 表示，该协议每年将向德国提供 200 万吨液化天然
气，从卡塔尔的拉斯拉凡(Ras Laffan)运往德国北部的布伦斯比特
尔(Brunsbuettel)液化天然气终端。

欧佩克 11 月份原
油产量日减 71 万
桶

路透社 11 月 30 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根据欧佩克+承诺的 11 月
份每日减产 200 万桶原油产量，以海湾成员国为首的欧佩克 11 月
份原油产量呈现较大幅度下降。 路透社调查报告显示，欧佩克
11 月份的原油日产量为 2901 万桶，比 10 月份的原油日产量低 71
万桶。在欧佩克+日减产 200 万桶原油产量的承诺中，10 个原先欧
佩克成员国将每天减产 127 万桶，11 月份原油产量比 10 至 11 月
份日减 72 万桶。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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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司公告

表格 3. 石化储能上市公司公告

比亚迪

公司发布 2022 年 11 月产销快报，公司 11 月新能源汽车产量为 23.01 万辆，
今年年内累计同比 218.74%，销量为 23.04 万辆，今年年内累计同比 219.38%。
公司 2022 年 11 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为 11.003GWh，
2022 年累计装机总量约为 78.684GWh。

天赐材料

公司发布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通过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共计 7,900,1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41%，最高成交价为 49.99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6.80 元/股，成交总金额约为 38,664 万元。

中曼石油

公司发布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中曼控股、朱逢学、共兴投资、共荣投资、
共远投资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 4,000,000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 8,0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中曼控股、朱逢学、
共兴投资、共荣投资、共远投资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 12,0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在减持期间，任意
连续 90 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任意
连续 90 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神开股份
公司发布关于获得政府财政补助的公告。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近期累计收到各
项政府补助合计509万元，占公司2021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的比例为11.85%。

资料来源：iF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经济恢复低于预期

减排政策变动风险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川财证券研究报告

本报告由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编制 谨请参阅本页的重要声明

11/12

川财证券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88 年 7 月,前身为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由四川省财

政出资兴办的证券公司,是全国首家由财政国债中介机构整体转制而成的专业证券公司。

经过三十余载的变革与成长,现今公司已发展成为由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等资本

和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共同持股的证券公司。公司一贯秉承诚实守信、专业运作、健康

发展的经营理念,矢志服务客户、服务社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公

司是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国债协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会员。

研究所

川财证券研究所目前下设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四个办公区域。团队成员主要来自国

内一流学府。致力于为金融机构、企业集团和政府部门提供专业的研究、咨询和调研服

务，以及投资综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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