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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件

张 玲

公司发布 2015 年年报，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70.06 亿元，同比
增长 5.6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3.32 亿元，
同比增长 0.51%，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5 亿元，同比增
长 57.52%，每股收益 0.62 亿元。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 元（含税）
。

2．我们的分析与判断
（一）清洁能源、电站服务占比逐步提升
2015 年公司实现电力业务收入 135.94 亿元，毛利率较 2014 年
提升 5.99 个百分点至 27.39%，其中清洁能源的电力业务占比逐渐
提升。截至 2015 年底，公司控股装机容量 9.36GW，其中煤电
6.48GW（69%）、气电 2.07GW（22%）
、风电 0.42GW（4.5%）
、光
伏 0.39GW（4%）
。在用电增速下滑、外来电增多、利用小时数下
滑的情况下，公司 2015 年 1-12 月完成合并口径发电量 352 亿度，
同比增长 9.86%，其中火电 346 亿度，风电 3.38 亿度，光伏 3.26
亿度。
2015 年公司实现热力业务收入 13.61 亿元，毛利率较 2014 年
提升 0.38 个百分点至 24.64%。公司 2015 年完成供热量 1388.56 万
吉焦，同比增长 24.43%，占上海市公共热力市场份额 56.3%，利润
同比增长 43.99%。
2015 年公司电站服务业务稳步开拓，实现 18.51 亿元收入，占
总收入比重超过 10%。

（二）向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企业转变
截至 2015 年底，公司发电业务涵盖上海（4.9292GW）、江
苏（1.4135GW）、浙江（0.8868GW）、安徽（1.544GW）、山东
（48MW）、河北(10MW)、湖北(40MW)、青海(99MW)、新疆
(150MW)、内蒙古(70MW)、宁夏(20M)等多个省份，并且公司
在海外已有控股投产日本 2.4MW 光伏项目、马耳他 149.8MW
火电项目，获得黑山 46MW 风电项目核准。日本、马耳他项目
均已实现盈利，公司正向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企业转变。

（三）一带一路、国企改革受益者
受益于煤炭价格和利率的持续下行，整个电力 2014-2015 年盈
利均实现较快增长。与市场观点不同，我们认为这两个因素将继续
指引行业 2016 年增长。对比华能国际、华电国际、长江电力，公
司增长点还包括新能源业务的拓展、一带一路和国企改革。

3．投资建议
我们预计 2016-2017 年公司每股收益分别为 0.77 元和 0.93 元，
维持“推荐”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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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
1、行业深度_特高压：穿透雾霾，特高压建设明显加
快，全球互联，打造电力版一带一路
2015.03.03
2、行业深度_能源互联网：未来能源互联网 2015.06.01
3、行业简评_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规划出台改善
弃风、弃光，刺激长远发展
2015.07.31
4、行业跟踪_特高压：上半年已开工两交两直，四方
股份首获直流订单
2015.08.16
5、行业简评_光伏：上半年光伏新增 7.7GW 装机，同
比增长 236%
2015.08.21
6、行业简评_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行业 8 月产量
点评：产量持续井喷，保持超高景气度 2015.09.10
7、行业深度_光热：光热产业正处于大爆发的前夜
2015.10.13
8、行业深度_电改：售电侧放开大幕开启 新市场主体
有望涌现
2015.10.19
9、行业跟踪_光热：示范项目即将落地 行业获实质性
进展
2015.11.17
10、行业简评_核电：年内已核准 8 台机组 核电建设
将加速进行
2015.12.18
11、行业简评_新能源：供给侧改革为清洁能源发展提
供不竭动力
2015.12.16
12、行业简评_核电：月内开工 3 台机组 核电巨头争
抢开工
2015.12.30
13、行业深度_核电：二代加谢幕三代成主流，核电建
设开启又一高峰
2015.12.23
14、行业深度_年度策略：经济新常态下改革催生新增
长方式
2015.12.27
15、行业深度_电池材料：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先锋，新
能源汽车持续高增长
2016.03.03
16、公司简评_上海电力：上海电力龙头，一带一路先
行者
2016.03.25
17、行业简评_核电：土俄关系紧张，中国或受益土耳
其核电全球招标
2016.03.28
18、公司简评_上海电力：土耳其访问大漕泾电力，推
进煤电等的能源合作
2016.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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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
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
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
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
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
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张玲，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证券分析师。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
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本人承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
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
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执业过程
中所掌握的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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