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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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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应用，发输电设施自动化，电力计量仪表电力化，信息传输和电

力调度自动化，计算机辅助管理（CAM）和管理信息系统（MIS）等应用，电力市场瞬息万

变的即时交易成为可能，发电、输电、供电可以细分为三个独立的经营环节，在发电与输电

、输电与供电、供电与用户之间均改变成买卖关系，这三个交换双方都可以相互选择，从而

把竞争全面引进了电力交换之中。

 电力期货市场是指以特定的价格进行买卖，在将来某一特定时间开始交割并在特定时间段内

交割完毕，以电力期货合约形式进行交易的电力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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