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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津冀治霾 

--从“强化措施”到“工作方案”，从限产到网格化监测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京津冀治霾：从“强化措施”到“工作方案”--更具体、严格。16 年《京

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2016~2017 年）》（强化措施）的目标：

京津冀 PM2.5--60、60、67μg/m3。措施方面：对污染物传输通道城

市工业企业实施生产调控。水泥、铸造、砖瓦窑行业除承担居民供

暖、协同处置城市垃圾和危险废物等保民生任务的生产线外，全部

停产；钢铁行业根据污染排放绩效水平进行排序，不能稳定达标排

放的实行停产。然而 16 年底-17 年初，冬季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指

数依然频频“爆表”。 

17 年 2 月《工作方案（意见稿）》新措施：限产+停产、运煤限制。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实施范围包括北京、天津等“2+26”城市）于近日发布。2017 年

冬季供暖季，16 年 AQI 持续“爆表”的地区，钢铁产能限产 50%；

电解铝厂限产 30%以上；氧化铝企业限产 50%左右；碳素企业达不

到特别排放限值的，全部停产，达到特别排放限值的，限产 50%；

医药、农药企业在冬季采暖季全部停产，由于民生等需求存在特殊

情况确需生产的，应报省级政府批准。” 

京津冀联防联控：网格化监测将受益。在各方推动下，京津冀地区

联防联控具体实施细则 17 年有望出台，激发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监

测网络的建设需求，传感器监测设备因成本/用电/占地等优势，可以

实现城市大面积布点，或与微型监测站设备进行组合布点，构建网

格化的大气监测体系，助力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的改善。 

 

雾霾治理进入精细化阶段，激发 200 亿元非电监测需求。随着去产

能、限产实施的难度和弊端加大，京津冀治霾将进入工业源的精细

化治理的新阶段，精细化治理是在企业正常运行基础上，减少大气

污染物的排放。为明确工业源治理对象，考核企业大气污染物减排

效果，精细化治理需要完善的工业污染源在线监测体系。按投资额

占营收的 1%比例测算，京津冀地区非电行业在线监测市场潜力为

200 亿元，其中钢铁行业为 124 亿元。 

 

推荐标的：1）先河环保：河北区位优势明显，大气网格化监测的领

导者；VOCs 亦有布局。2）雪迪龙：工业烟气监测的领军者，非电

监测打开增量市场；3）清新环境：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市占率第

一，非电领域技术储备完善，近期拟 1.28 亿元收购北京博惠通 80%

的股权，进入石化等非电行业烟气治理领域。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及地方政府执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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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rd] 涨跌幅（%） 1M 3M 12M 

绝对收益 3.38% -7.39% 5.30% 

相对收益 -0.28% -7.72%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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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京津冀治霾：从“强化措施”到“工作方案”--更具体、更严格 

16 年《强化措施》的目标：京津冀 PM2.5--60、60、67μg/m
3。2013-15 年之

间，作为我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京津冀地区空气治理见到成效--2015 年 PM2.5

平均浓度比 2013 年下降了 27.4%。 

2016 年 7 月，环保部会同京津冀三地政府发布《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

(2016-2017 年)》，提出京津冀三地 2017 年的大气治理目标：北京市 60μg/m
3（图 1）、

天津市 60μg/m
3、河北省 67μg/m

3；措施方面：对污染物传输通道城市工业企业实

施生产调控。水泥、铸造、砖瓦窑行业除承担居民供暖、协同处置城市垃圾和危险

废物等保民生任务的生产线外，全部停产；钢铁行业根据污染排放绩效水平进行排

序，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实行停产。然而 16 年底-17 年初，冬季京津冀地区空气质

量指数依然频频“爆表”。 

17 年 2 月《工作方案（意见稿）》新措施：限产+停产、运煤限制。在刚刚举办

过的地方两会上，京津冀三地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承诺要落实前期制定的行

动计划，完成 PM2.5 浓度规划目标。为达到预设目标，《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实施范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石家庄、

山东省济南、河南省郑州、山西省太原等“2+26”城市）于近日发布： 

2017 年冬季供暖季，AQI 持续“爆表”的石家庄、安阳、邯郸、唐山等市，2017

年冬季采暖季钢铁产能限产 50%。 

同时，《工作方案》要求，“冬季采暖季，电解铝厂限产 30%以上；氧化铝企业

限产 50%左右；碳素企业达不到特别排放限值的，全部停产，达到特别排放限值的，

限产 50%；医药、农药企业在冬季采暖季全部停产，由于民生等需求存在特殊情况

确需生产的，应报省级政府批准。”  

此外，为了严格控制机动车排放，《工作方案》还提出天津港禁止接收公路运

输煤炭的措施，要求在 7 月底之前，天津港不再转运煤炭，转由张唐铁路经唐山港

转运；9 月底前，天津和河北所有集疏港煤炭一律由铁路运输。 

比 16 年的强化措施，东北证券环保组的观点是：17 年严格、具体的限产和运

煤等手段，或可保证京津冀地区暂时完成 2017 年的考核目标；不过，对比京津冀

与珠三角经济带 PM2.5 月均浓度数据（图 2），可以看到，京津冀地区即使完成了

17 年的规划目标，其空气治理任务仍然严峻。另外，我们认为，北京对于河北等地

区的资金支持、环保技术支持和产业结构调整方为长效措施。 

图 1：北京市 PM2.5 月均浓度（μg/m
3，2013.06-2016.11）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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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京津冀与珠三角地区 PM2.5 月均浓度（μg/m
3，2013.06-2016.11）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2. 京津冀联防联控，大气网格化监测将受益 

联防联控：13 年的细则、15 年的协议、17 年的两会。 

早在 2013 年“大气十条”出台同年，国务院和环保部就意识到了京津冀地区

大气联防联控的重要性，专门制定《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实施细则》（细则），推动京津冀地区的联防联控。 

15 年 12 月，京津冀三地环保局签署《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率先突破合作框架

协议》，提出要统一规划、协同治理京津冀地区环境污染问题。 

在刚刚过去的 2017 地方两会上，三地代表委员们也都在提议加强京津冀地区

环境污染的联防联控。京津冀联防联控具体实施细则 2017 年有望正式出台，加快

京津冀治霾进程。 

 

表 1：京津冀地区 2017 年两会部分环保提案 

 简述 

北京市 建立专门的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组织机构；强化 PM2.5 监测，加强披露 

天津市 三地不仅要出重拳、用猛药，还要打组合拳、综合治理；解析雾霾污染源 

河北省 及时关停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积极引导企业进行升级改造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媒体报道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不仅可以打破三地大气监测及治理市场的区域

限制，而且也激发了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建设需求。在治霾攻坚战的下

一阶段，全面、及时的区域空气质量监测，将成为精细化治霾的重要前提。 

东北证券环保组认为：在区域大气监测网络构建中，大气网格化将是其重要的

实现形式。 

大气网格化监测采用传感器设备，相比于传统的监测站设备（100 万元/套左右），

传感器监测设备单品售价低，而且用电方便、易于安装、占地少，可以支持城市大

面积布点。至于其可能出现的数据漂移、失准问题，除技术方面持续改进外，可推

动采用国标监测方法的小型化设备与微型站设备进行组合布点，数据统一联动校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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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雾霾精细化治理，非电工业源监测/治理需求爆发 

根据大气污染产生的机理，京津冀地区从燃煤、机动车、工业源三个方面出发，

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大气治理措施。不过，受实施难度和地方官员 GDP 政绩观的影

响，前几年，除燃煤电厂改造落实比较好以外，地方政府主要采取的是淘汰燃煤小

锅炉、窑炉、老旧车辆、关停散乱污染企业等一刀切政策，空气质量改善效果有限。

目前，京津冀治霾已进入攻坚阶段，原来的去产能、限产措施的实施难度和弊端也

越来越大，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防治将进入工业源的精细化治理阶段。 

与第一阶段淘汰燃煤小锅炉、关停散乱高污染企业等一刀切措施不同，精细化

治理是在企业正常运行基础上，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为明确工业源治理对象，

考核企业大气污染物减排效果，精细化治理将激发工业污染源在线监测需求。 

表 2：京津冀地区大气治理采取的措施 

 采取的措施 

燃煤 淘汰燃煤小锅炉和窑炉；燃煤电厂改造；电气代煤；划定禁煤区；提高煤炭质量 

机动车 淘汰老旧车辆；提高燃油品质；严管重型柴油车；推广新能源汽车 

工业源 关停散乱污染企业（去产能）；限产；超低排放（脱硫脱硝除尘改造）； VOCs 治理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等 

非电工业源监测/治理需求爆发。从分行业收入水平来看，河北省钢铁企业的超

低排放市场潜力最大；电力行业由于前几年政府在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上已下了

一番功夫，治理空间不及石化和化工行业；尽管化工行业的整体营收略高于石化行

业，但对比图 3 和图 4 数据，可以看出化工行业单个企业的营收规模远低于石化行

业，企业治理的比例应低于石化行业，因此，可以判断石化行业大气治理的市场规

模要高于化工行业。综合来看，京津冀地区钢铁、石化、化工、有色等行业的污染

源在线监测和治理需求将会爆发，按投资额占营收的 1%比例测算，京津冀地区非

电行业在线监测市场潜力有 200 亿元，其中钢铁行业为 124 亿元。 

图 3：2015.01-10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重点控制行业营业收入（亿元）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其中：化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钢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电力-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水泥-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有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石化-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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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重点控制行业企业数（截止 2015.10）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4. 先河环保：网格化监测领导者，VOCs 治理加速推进 

先河环保是河北省唯一环保上市公司，主营空气质量在线监测系统产品、水质

在线监测系统、VOCs 治理等业务。公司深耕大气监测领域，2011~2015 年环境监

测系统业务收入 CAGR 高达 31.47%。根据公司发布的业绩预告，2016 年公司归母

净利为 1.04~1.17 亿元，同比增长 20%~35%。 

图 5：先河环保环境监测系统营收（亿元）  图 6：先河环保 2016 年半年报营收结构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河北区位优势明显：成立以来，先河环保专注于空气质量监测细分市场，常年

保持较高的市场份额。公司长期深耕于河北地区，项目经验丰富，与政府部门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政府客户资源丰富。根据中国采购招标网的初略统计，2016 年，

先河环保总共获得 3.96 亿元的订单，其中来自河北的政府订单额高达 1.62 亿元，

占公司总订单的 41%。 

先河环保是国内网格化监控的领导者：在业内率先推出国标方法与微型站设备

组合应用，保证了网格化监控系统数据的科学性。公司已完成 20 个城市 2000 个点

位的布设，16 年在河北地区网格化订单额为 1.16 亿元，占河北总订单的 72%，全

国订单的 30%左右。按衡水市 15 年 170 个点位 280 套设备 3000 多万元投资的标准

测算，河北地区网格化监控市场潜力约 39 亿元（河北市辖区 36 个、县级市 22 个、

县城 114 个，每个城市 150 个点位，单个点位投资 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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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先河环保 2016 年河北省订单统计 

时间 采购人 采购内容 金额（万元） 

2016/1/14 石家庄鹿泉区环保局 网格化精准监测 399  

2016/1/19 永年县环保局 空气监测站系统 58  

2016/3/1 磁县环保局 空气监测站系统 167  

2016/4/19 河北省环监站 水质自动站运营 288  

2016/5/5 正定县环保局 网格化监测系统 399  

2016/5/31 河北环境应急中心  空气监测站运行 105  

2016/6/2 石家庄桥西区环保局 网格化监控 651  

2016/6/3 栾城县环保局 网格化监控 270  

2016/6/21 赵县环保局 网格化监控 690  

2016/6/22 保定市环保局 网格化监控 8777  

2016/8/24 河北白沟新城环保局 空气监测站运营 19  

2016/9/6 元氏县环保局 网格化监控 471  

2016/9/21 河北渤海新区 精准监测设备与运营 2797  

2016/10/10 涿州市环保局 空气监测站运营 20  

2016/10/20 滦县环保局 空气质量监测设备 204  

2016/10/31 玉田县环保局 空气监测站房采购 25  

2016/11/7 新乐市环保局 监测设备及软件系统 517  

2016/11/8 任丘市环保局 空气监测系统运营 17  

2016/11/17 邯郸市经开区环保局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 118  

2016/11/18 邢台市环保局 空气质量监测站运行 98  

2016/11/25 定州市环保局 空气监测站运营 20  

2016/12/28 邯郸市复兴区环保局 空气监测站 118  

合计 22 个订单 16225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中国采购招标网 

VOCs 治理或加速：2015 年 9 月，公司公告签订河北雄县 18 亿元包装印刷产

业 VOCs 治理 PPP 项目框架协议，随着京津冀治霾的推进，该项目或将加速落实。

投资资金来源：股权融资（政府、公司、战略股东）+债权融资（政府背书）。参考

中山市 VOCs 治理模式：公司免费为排污企业安装设备，统一回收有机溶剂，进行

提纯资源化，或折价回售给排污企业（中山折价 60%），或外销后与排污企业分成；

按雄县 8 万吨 VOCs 排放量（提纯 80%）、5000 元/吨的售价（折价 60%）测算，公

司 VOCs 治理年营收或达 3.2 亿元。 

5. 雪迪龙：紧跟热点，工业烟气+VOCs 监测双驱动 

雪迪龙主营环境监测、工业过程分析、智慧环保等业务，是国内领先的环境监

测及分析仪器服务商，在电力行业烟气监测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2016 年，受电力

行业脱硫脱销市场进入平稳期，公司环境监测系统产品业务受到不利影响。2016 年

上半年，公司系统产品收入为 2.08 亿元，同比减少 24%。 

对于这种短期的下滑，我们认为不必担心，观点如下：1）如前所述，钢铁、

石化、化工、有色等非电领域的烟气监测需求即将爆发，为公司的烟气监测业务打

开更大的市场空间；2）公司积极把握市场趋势，2016 年 6 月 20 日，公司发布定增

预案，拟定增 6.79 亿元用于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综合项目（3 年建设，内部收益率

12%），定增 1.85 亿元用于 VOCs 监测系统生产线建设项目（2 年建设，内部收益率

11%），定增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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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雪迪龙环境监测系统营收（亿元）  图 8：雪迪龙 2016 年半年报营收结构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6. 清新环境：领先的烟气治理综合服务商 

清新环境主营燃煤电厂烟气脱硫脱硝及除尘装置的建造和运营，2016 年前三

季，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88 亿元，同比增长 58%；归母净利 4.98 亿元，同比增长

40%。目前，公司已成功实现全国 200 多台机组的超低排放改造，在全国火电烟气

治理领域排名前列 。根据中电联的统计，2015 年，公司新签烟气脱硫技改工程机

组容量为 33490MW，市场占有率第一，达到 29.61%。 

公司自主研发的单塔一体化脱硫除尘深度净化技术（SPC-3D）创新性强，目前

主要用于火电厂，并且在具备使用设备的条件下，可以适用于非电领域。此外，2017

年 1 月初，公司公告拟以 1.28 亿元现金收购北京博惠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0%的股

权，2019~2019 年的业绩承诺分别为 1700/2200/2860 万元。博惠通主营石化、电力

等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及锅炉减排业务，通过收购博惠通，公司将正式进入

石化行业烟气治理领域。 

图 9：2011~2015 年清新环境营业收入与归母净利（亿元）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表 4：2015 年清新环境火电厂烟气治理市场占比统计 

类别 机组容量（MW） 占比 市场排名 

签订合同的烟气脱硫新建工程  12360  22.80%  2  

投运的烟气脱硫新建工程  3420  18.80%  1  

签订合同的烟气脱硫技改工程  33490  29.60%  1  

投运的烟气脱硫技改工程  15640  23.9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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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签订合同的火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  22260  18.90%  2  

签订合同的管束式除尘  40175  98.40%  1  

累计投运的管束式除尘  29925  94.80%  1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中电联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10 / 10 

[Table_PageTop] 环保工程及服务/行业深度报告 
 

分析师简介： 

龚斯闻，电子信息工程学士，金融学硕士，2年实业软硬件开发经验，4年券商行业研

究经验，电力设备新能源小组组长。 

陈宇轩，美国南加州大学硕士，华中科技大学工学学士，美国NCEES注册电气工程师

FE，现任环保与公用事业分析师。  

孙春旭，上海交通大学工学硕士，现任环保与公用事业分析师。 

实习生王培亮对该报告有重要贡献。 

 

重要声明 

本报告由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制作并仅向本公司客户发布，本

公司不会因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

证。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不保证所包含的内

容和意见不发生变化。 

 

本报告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

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证券买卖建议。本公司及其雇员不承诺投

资者一定获利，不与投资者分享投资收益，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及其雇员对任何人

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 

 

本公司或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涉及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

易，并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不进行披露；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

务、财务顾问等相关服务。 

 

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

版、复制、发表或引用。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须在本公司允许的范

围内使用，并注明本报告的发布人和发布日期，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险。 

 

若本公司客户（以下称“该客户”）向第三方发送本报告，则由该客户独自为此发送行

为负责。提醒通过此途径获得本报告的投资者注意，本公司不对通过此种途径获得本

报告所引起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分析师声明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登

记为证券分析师。本报告遵循合规、客观、专业、审慎的制作原则，所采用数据、资

料的来源合法合规，文字阐述反映了作者的真实观点，报告结论未受任何第三方的授

意或影响，特此声明。 

投资评级说明 

股票 

投资 

评级 

说明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超越市场基准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超越市场基准 5%至 15%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介于市场基准-5%至 5%之间。 

减持 在未来 6个月内，股价涨幅落后市场基准 5%至 15%之间。 

卖出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幅落后市场基准 15%以上。 

行业 

投资 

评级 

说明 

优于大势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超越市场平均收益。 

同步大势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与市场平均收益持平。 

落后大势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落后于市场平均收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吉林省长春市 
自由大路1138号  
邮编：130021 

电话：4006000686  
传真：(0431)85680032  
网址：http://www.nesc.cn  

 
中国 北京市西城区 
锦什坊街28号  

恒奥中心D座  
邮编：100033 
电话：(010)63210800 

传真：(010)63210867 
 
中国 上海市浦东新区 

源深路305号  
邮编：200135 
电话：(021)20361009 

传真：(021)20361258 
  

中国 深圳南山区 

大冲商务中心1栋2号楼24D 
邮编：518000 

 

 

 机构销售 

 

华北地区 

销售总监 李航 

电话：(010) 63210896 

手机：136-5103-5643 

邮箱：lihang@nesc.cn 

 

华东地区 

销售总监 袁颖 

电话：(021) 20361100 

手机：136-2169-3507 

邮箱：yuanying@nesc.cn 

 

华南地区 

销售总监 邱晓星 

电话：（0755）33975865 

手机：186-6457-9712 

邮箱：qiuxx@nes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