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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电力期货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电力期

货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电力期货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电力期货行业的现状、中国电力

期货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电力期货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电力期货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电力期货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电力期货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电力，与其他普通商品不同。在历史上，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电力系统只能以垄断

的方式运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现有的科技水平已经基本能够保证电力系统在自由的环境

下安全稳定的运行。为了提高电力系统的生产效率和降低电价，各国都希望通过建立电力市

场，打破电力工业的垄断状态，将自由竞争引入到电力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现有的电力市

场运行经验已经表明：在电力系统内引入竞争是可行的，电力系统能够实现在竞争环境下的

安全运行。而现货交易与期货交易的结合，成为平抑电力价格波动的重要手段。

     因为在以期货为主的新电力交易模式中，电力期货价格与电力现货价格能够实现统一，市

场参与者可以通过电力期货进行套期保值，避免了现有电力交易中电价剧烈波动对交易双方

的影响。以电力期货作为主要的交易方式，电力生产者能够确定稳定的生产计划，而电力消

费者能够保证稳定的电力供应。稳定的供求关系可以减弱市场参与者进行市场投机的动力，

有利于稳定电力现货市场中的价格，从而在新的电力交易模式下实现电价的稳定。同时，在

电价稳定的情况下，电力生产方也能够进行有效的系统规划，保证电力系统的稳定发展。

     而且，由于在期货市场中参与者可以自由地进行期货合约的买卖，对其期货头寸进行灵活

的调整，所以，在保证稳定供求关系的同时，交易双方都能够对生产、消费计划进行灵活的

调整，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更好地适应市场。

     由于在新的交易模式中，电力期货是主要的交易方式，因此，系统调度中心能够根据市场

中期货的交易量和期货价格，对未来的负荷分布和电价进行准确的预测。在此基础上，能够

进行有效的电力系统远期规划，保证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和电力的稳定供应，避免由于电力

系统规划方案缺陷导致的系统供求关系不相适应。

     2017年新投产四条输电线路，可减少年煤炭运输5700万吨；2018年预计投产5条线路，减少

年煤炭运输7千万吨。2017年前十个月发电量同比增长6.6%，基本持平上半年的6.8%。其中，

火电同比增长5.7%，较上半年7.2%的增速大幅降近2个百分点；其他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

增长25.7%，和上半年增速基本持平，主要的增速来自于光伏。前十个月分省的用电量情况，

用电量同比增长是6.5%，跟上半年持平。第二产业的用电量前十个月为5.7%，较上半年



的6.2%有所放缓；第二产业当中四大高耗能用电增速为4.4%，较上半年放缓2.2%，主要可能

是有色行业比较明显的有用电量放缓的下降。我国各个省级电力交易中心纷纷公布2018年电

力交易计划，从已经公布的七个省（直辖市）电力交易中心数据上看，2018年，电力直接交

易规模直逼6000亿千瓦时，交易规模已经远超2017年交易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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