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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旱情后续影响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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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研究

要点速览


由于极端天气的发生，最近中国一些地区采取限电措施并关闭部分航道，给企业盈利和包括锂
电池在内的供应链造成了压力。



高温对水稻等高耗水作物构成高风险，可能推动粮食价格上涨，打击国内消费。



为满足创纪录的电力需求，煤炭使用限制一度放松。所以，发展电力基础设施并大额投入清洁
能源领域，是提升中国电力系统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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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的中国充满了坎坷。西南地区持久严酷的高温和干旱重创水力发电，部分城市被迫采取限电措
施。停产给供应链造成压力，可能波及全球。这一切又恰逢中国经济大幅减速。决策者此前已开始力
推更可持续的清洁能源供应，而旱情的发生，足以证明此事何其紧迫。
一半以上国土高温少雨，导致工商业活动受挫。经过长时间的干旱，长江这一世界上最繁忙的通航水
道的水位正在下降，很多航道已经部分关闭。
四川盆地水库枯竭，让该省工业高度依赖的水力发电无法开足马力。四川贡献了全国 4%-5%的
GDP，是一些大型锂产品企业、科技硬件企业和汽车制造商的所在地。
由于电力供应不足，地方政府采取限电措施，控制工商业活动、减少公共设施用电、缩短商场营业时
间。目前电力供应出现了恢复迹象，但前期四川、重庆等工业重镇的停电措施可能已经干扰了生产，
放大了供应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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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高温天气正在中国主要农业带蔓延，可能导致作物歉收，特别是水稻、大豆等高耗水作物。现
存的灌溉设施无法解决供水不足的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秋粮占全年粮食产量的 70%以
上。如果食品价格上涨问题持续不解，那么国内消费就会受到压制。
暴雨不出意料地来了。虽然缓解了旱情，但也有可能形成旱涝急转，进一步打击工商业、增加保险理
赔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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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需求的日益增长和极端天气发生的可能性提升，中国提升其巨型电力系统的效率和充裕性更显紧
迫。此事依然任重道远。要做的事情包括大力发展新能源电力、西电东送、优化跨区跨省电网、提升
储能设施建设水平等。

陈雯雯

随着天气相关灾害越来越频繁，跨区域电力输送和新能源发电都能会受到更多干扰。长远来看，打造
更灵活、更智能化的电网将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资金。能源转型将需要考虑到各种气候情景，并顺应新
能源发电量占比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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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大规模的能源转型需多年才能实现，而在此之前，火力发电仍将是中国能源供应的支柱。决策者
汲取 2021 年年底寒潮期间煤炭供应不足、需求和价格大涨的教训，强调能源安全为重中之重，并抑
制煤价。但迄今煤价仍然高企。
为保障供应，2021 年短缺过后煤炭产能持续扩张。中国维持着较高的电煤自给率，同时也在推行电
煤长期合同、规范价格秩序。种种措施意味着今年冬天发生持续严重电荒的可能性不高。
中国定下了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的目标，但压减煤炭消耗的步伐或许暂时缓
和。2022 年 1-7 月煤炭产量同比增长 11.5%，但燃煤发电量略有下降，因为干旱发生之前水电供应
充沛。
标普所授评电力公用事业企业能够承受此次极端天气带来的压力。今年用电量的增长固然可能会放缓，
但仍可能接近 5%。
火力发电企业在 2022 年上半年继续录得亏损，原因是这些企业的成本传导能力受限。但随着上调电
价的灵活性增强，传导成本的能力仍有所提升，相比 2021 年至少还是降低了亏损。
另一个有利因素是政府继 2021 年年底煤价暴涨之后对价格的控制，以及为了煤炭保供而实施的规范
价格秩序、推广长协。新能源电力补贴等来自政府的财务援助，又给企业增加了一层缓冲。
过去一两个月水力发电量的暂时性大幅下降的影响可控。虽然中国的水力发电量位居全球第一，但水
电在全国发电总量中的占比不足 20%。
2021 年冬季寒潮期间，20 多个省份通过限电措施应对全国性的煤炭短缺。本轮限电则是与天气相关，
因此政策应对更多是在地方层面实施，由各地向工商业和居民配给用电量。但在电力供应受限的同时，
高温又导致电力需求创纪录，特别是空调用电。

工业活动放缓，食品价格抬升
近期电力短缺给工业活动造成的压力，是在疫情和楼市下行基础上的额外打击。对各行业的信用影响
总体可控，但压力并不均衡。下游制造业和高耗能行业的成本可能会因为干旱而增加，因为这些行业
要素成本更高、停产时间更久。
限电将拖累四川、江苏、安徽和浙江 8 月份的工业生产。四省共占全国 2021 年 GDP 接近 25%，是
中国工业供应链的重要环节。以往这些省份的富余电量会输送给东部地区，比如上海、杭州。这一景
象短时间内难以复现。2022 年 1-7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已从 2019 年全年的 5.7%
降至 3.5%。
农业活动也有可能受高温重创。由于农业投入要素和饲料成本高企，近几个月开始的食品价格上涨可
能会持续到年底。旱情对农业构成的风险是决策者面临的重要问题。由于旱情危及秋收，政府加大抗
旱减灾力度，采用了滴水灌溉、人工增雨、跨流域调水、提前收获等措施。
干旱天气下需要采用更昂贵的灌溉设施，再加上干旱对收成的影响，可能会引起粮食涨价。如果歉收
导致进口增加，风险还会外溢到国际市场。
为保秋收，中央政府近期紧急安排 100 亿元资金用于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抗旱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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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近几个月食品价格已经上涨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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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价格涨幅按车用燃料价格涨幅和公用事业价格涨幅 2：1 加权模拟。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标普全球经济研究。
版权 © 2022 Standard & Poor's Financial Services LLC。版权所有。

供应链可能受到波及
基准情景下，我们假定缺电对工商业活动的干扰将限于局部地区并且是暂时性的，影响的只是年产量
的很少一部分。许多企业都能够通过调用库存、提高其他地区产能利用率来填补产量缺口。
目前为止，受影响的企业主要位于水电依赖度最高的四川地区和重庆。而去年煤炭短缺导致工业用电
受限的时候，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停产。
但如果川渝形势的持续时间超出我们预期，那么就有可能给企业供应链带来挑战。锂产品供应受到的
影响可能尤其突出。四川占了全国锂化合物 20%-30%的产量，如果该省长期停产，则有可能推高锂
产品价格，压缩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下游制造企业的利润率。但江西、青海等地的锂产品产量有望
增加，从而缓和压力。
川渝地区长期停产还有可能削弱其他一些行业的零部件供应。该地区一共占全国汽车产量的 10%左
右，也是很多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所在地。同时，川渝也是科技硬件产品的重要制造中心。据估计，
该地约占全球“Wintel”（微软 Windows 操作系统+英特尔处理器）笔记本电脑供应的 70%左右。
如果长期缺电停电，整个科技产业供应链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我们预计气候变化将在中国企业战略中占据更加突出的位置。企业需要获取更加多样化的电力、重构
供应链、增加库存冗余，更好地应对天气事件对生产的干扰。如果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越来越频繁，
那么这些措施或将导致企业的成本和债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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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银行业的影响将集中在村镇层面
此次旱情不会对中国银行业产生很大影响。全行业贷款资产构成多元，农、渔、牧、林企业直接敞口
仅占 5%。但旱情的影响毕竟是在疫情和楼市下行影响之上的叠加，对银行业添加一定压力。
农业农村敞口最大的商业银行有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
农村信用社。除对农、林、牧、渔企业的敞口外，对农村社区的敞口主要为面向个体户和农村居民的
零售贷款。
受影响最严重的将是敞口高度集中在受灾地区的地方农村金融机构。全国性银行拥有广泛的地域和行
业覆盖，相对不容易受到影响。
和任何一个国家一样，如果中国的干旱和高温持久不退，那么就会对多个工商类行业产生更广泛的影
响，进而不可避免地削弱贷款质量。敞口集中在高耗水、高耗能行业的银行将面临最大的风险。
在上述极端情形下，部分金融机构可能需要股东或政府的支持。哪怕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严峻形
势下也会感到举步维艰。

农业保险市场将会扩容
在受灾省份农业险业务量大的财产保险公司将面临承保业绩的波动。如果旱情本身或其影响迟迟不见
消退，那么理赔数量或将增加。主要受影响省份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占 2021 年全
行业农险保费的 20%以上，占财险保费总额的 1.5%。六省 2021 年粮食产量 1.68 亿吨，占全国总产
量的 24.6%。
再保险需求将会随着自然灾害频率和烈度的增加而增加。四川还处于地震带上，更容易发生灾害。农
业原保险的快速增长也会推动再保需求增长。2022 年上半年农险保费同比增长 30%。
我们预计，在原保险机构采取措施化解风险的过程中，国内的再保险公司将会承担一部分赔付金额。
政府支持成立的中国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农再）管理着国内市场 20%的农业保险敞口，而
在中农再提供的保障范围之外，原保险机构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农业再保险需求。
农业保险将会继续快速增长，未来两年的增速可能将在 30%-50%，特别是考虑到中央政府增加了农
险保费补贴。我们认为近期旱情也会唤起农户购买保险的意识，而针对业务中断（如高温天气限电）
的保险产品也有可能迎来更多需求。

关键行动
今年的干旱波及北半球各地，不是中国一个国家面对的问题。这类天气是否会更加频繁地发生尚无定
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承受着气候变化造成的实际影响，成本
不断增加。2060 年碳中和目标涉及增强清洁能源的多样性，加快这方面进度是可持续地驱动产业和
经济前行的关键。

本报告不构成评级行动。
中文版本系根据英文版本翻译，若与原英文版本有任何分歧，概以英文版本为准。阅读英文版请点击：
https://www.capitaliq.com/CIQDotNet/CreditResearch/SPResearch.aspx?DocumentId=52591762&From=SNP_C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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