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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 

[Table_BaseData] 股票家数 140 

行业总市值（亿元） 24,225.33 

流通市值（亿元） 23,430.20 

行业市盈率 TTM 26.14 

沪深 300 市盈率 TTM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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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市场回顾 

上周上证综指收于 3367.12 点，上涨 1.07%，沪深 300 指数收于 3830.54 点，
上涨 0.92%，创业板指收于 1865.25 点，上涨 2.89%，申万公用事业板块上涨
0.80%，四大子板块中电力板块上涨 1.32%、水务板块上涨 1.41%、燃气板块
上涨 0.37%、环保板块下跌 0.17%。 

 重要政策及事件 

1、环保部全面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近
日环保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总体部署、量化问责、
环保督察、商品价格与环保督察的关系、监管执法长效机制、湿法脱硫等问题
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同时，环保部印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
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强化督查方案、量化问责规定和巡查方案。三大
方案明确了 12 项重点任务和各城市“清单化”任务 233 项、重点问责对象以
及巡查工作任务，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全面推
进。 

2、中报披露完毕，环保板块业绩增长良好。我们重点跟踪的 69 家环保类上市
公司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 1063 亿元，同比增长 33.5%，增速同比提高 11.7 个
百分点；累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12 亿元，同比增长 31.2%，增速同比提高 4.9

个百分点，环保板块业绩增长良好。 

3、上半年全国市场化交易电量 6442 亿千瓦时。中电联发布消息，上半年全国
市场化交易电量 6442 亿千瓦时，交易电量占电网销售电量比重达到 21.7%。
跨省、跨区交易电量 1733 亿千瓦时，占全国市场化交易电量比重 26.9%。 

4、国务院批准国电、神华集团重组。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国电集团与中国
神华集团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神华集团更名为国家能
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重组后的母公司，吸收合并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同时，国电电力拟与中国神华以相关火电公司股权及资产共同组建合资公司。 

 本周观点 

环保板块：上周环保部就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方案发布配套政策，高压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治理，叠加 2017 年为“大
气十条”考核年，大气监测治理、煤改电、煤改气有望加速。同时，第四批环
保督察全面推进，环保高压预计成为常态，后续治理需求有望快速释放。此外，
上半年环保板块业绩增长良好，PPP 立法在即，看好环保行业长期发展。持续
看好京津冀大气监测及治理、水环境治理、土壤修复和危废处理板块。个股方
面，大气监测治理板块关注长青集团（002616）、清新环境（002573）、聚光
科技（300203）、盈峰环境（000967）等；水处理板块关注天翔环境（300362）、
兴蓉环境（000598）等；土壤修复板块关注高能环境（603588）等；检测板
块关注华测检测（300012）、苏交科（300284）等。本周重点关注兴蓉环境
（000598）、高能环境（603588）和盈峰环境（000967）。 

公用事业板块：1-7 月电力数据良好，大气治理压力下，北方及京津冀煤改气、
煤改电大势所趋，力度空前，看好电力、燃气板块，同时，国电、神华集团合
并再次提升五大发电集团整合预期，积极关注未来变数。个股建议关注水电龙
头长江电力（600900）、国投电力（600886）、川投能源（600674）；火电龙
头大唐发电（601991）、国电电力（600795）；以及京津冀煤改气标的百川能
源（600681）、迪森股份（300335）和金鸿能源（000669）。本周重点关注：
三峡水利（600116）、川投能源（600674）、迪森股份（300335）。 

风险提示：土壤修复行业发展不及预期风险，电改和煤改气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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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周行情回顾 

上周上证综指收于 3367.12点，上涨 1.07%，沪深 300指数收于 3830.54点，上涨 0.92%，

创业板指收于 1865.25 点，上涨 2.89%，申万公用事业板块上涨 0.80%，四大子板块中电力

板块上涨 1.32%、水务板块上涨 1.41%、燃气板块上涨 0.37%、环保板块下跌 0.17%。 

图 1：上周市场行情走势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图 2：上周申万一级分类行业及公用事业子板块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个股方面，涨幅前五分别为宝新能源（+13.08%）、长源电力（+11.50%）、国电电力

（+10.03%）、桂东电力（+8.14%）、哈投股份（+6.96%）。跌幅前五的分别为中再资环

（-3.67%）、三维丝（-3.25%）、启迪桑德（-3.15%）、环能科技（-2.96%）、百川能源（-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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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上周公用事业（申万）板块个股涨幅前十  图 4：上周公用事业（申万）板块个股跌幅前十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西南证券整理 

2 上周重要政策 

2.1 环保板块 

 环境保护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新闻发布会实录 

环境保护部 9月 1日上午召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新闻

发布会。发布会对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总体部署、量化问责、重点问责对象、环保督

察、商品价格与环保督察的关系、监管执法长效机制、湿法脱硫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http://www.mep.gov.cn/gkml/hbb/qt/201709/t20170901_420789.htm 

 环保部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强化督查方案》 

为进一步保障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环境空气质量，日前，环保部印发了《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强化督查方案》。此次督查的范围

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共 28 个城市，总体时间安排为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29 日。按照《攻坚方案》要求，《方案》梳理出 12 项重点任务和各城市“清单化”

任务 233 项，聚焦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并对督查重点内容进行了调整。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70831/847077.shtml 

 环保部联合六省市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攻坚行动量化问责规定》 

为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环保部会同北京

市、天津市、河北省等六省市联合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量化问责规定》。《规定》适用于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问责的重

点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同时还规定了量化问责的原则和具体事项。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70831/8470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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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部联合六省市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攻坚行动巡查方案》 

为督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到位，

确保完成《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确定的 2017-2018 年各项目标任务，环保部联合六省市

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巡查方案》。《方案》

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派驻巡查工作，强化巡查问题整改落实，加强地方各级协调沟通。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70831/847083.shtml 

 科技部印发《关于征集土壤污染防治先进技术装备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日前，科技部印发了《关于征集土壤污染防治

先进技术装备的通知》，组织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和装备申报工作，并对对申报范围和申报要

求进行了规定，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70828/845882.shtml 

 环保部发布《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石化工业》 

为完善排污许可技术支撑体系，指导和规范石化工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工作，日前，

环保部发布了《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石化工业》。标准规定了石化工业排污许可

证申请与核发的基本情况填报要求、许可排放限值确定、实际排放量核算、合规判定方法以

及自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与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等环境管理要求，提出了石化工业污染防

治可行技术要求。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70829/846271.shtml 

 环保部发布《关于生活垃圾焚烧企业“装、树、联”工作进展情况的通报》 

日前，环保部发布了《关于生活垃圾焚烧企业“装、树、联”工作进展情况的通报》对

垃圾焚烧企业的“装、树、联”完成情况进行了通报，具体如下：截至 8 月 23 日，全国 246

家已建成垃圾焚烧企业中，除去已关停、即将关停和半年内技改的 10 家企业，有 176 家全

部完成“装、树、联”工作，完成率 74.58%。其中，北京、天津、内蒙古、黑龙江、上海、

福建、贵州、宁夏等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垃圾焚烧企业已全部完成“装、树、

联”三项任务，安徽、山东、江苏、四川四省工作进度相对较快，安徽省完成 91.67%、山

东省完成 90.91%、江苏省完成 84.85%、四川省完成 80%。山西、辽宁、吉林、河南等省

垃圾焚烧企业“装、树、联”工作进度明显滞后，完成率不足 20%。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70831/846799.shtml 

 第四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进入下沉阶段，继续督促地方抓好边督边改工作 

第四批 8 个中央环境督查组于 2017 年 8 月 7 日至 8 月 15 日陆续对吉林、浙江、山东、

海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等省（区）实施督查进驻。截至 8 月 24 日，8 个督察组均

基本完成第一阶段省级层面督察任务，共收到群众举报 20343 件，受理有效举报 15813 件，

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督察地区交办转办 13826 件；各被督地区完成查处 4869 件，

其中立案处罚 2115 家，处罚金额 9449.24 万元；立案侦查 122 件，拘留 146 人；约谈 1113

人，问责 1797 人。目前，各督察组正在陆续开展下沉地市督察，并继续受理人民群众的环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70831/847083.shtml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70828/845882.shtml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70829/846271.shtml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70831/84679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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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信访举报。下沉地市督察时间 10 天左右，通过深入现场，重点调查核实省级层面督察聚

焦的突出环境问题，并抽查核实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或重复举报问题的查处整改情况。 

http://www.zhb.gov.cn/gkml/hbb/qt/201708/t20170825_420428.htm 

 环保部印发《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试行）》（征求意见

稿）    

为完善排污许可技术体系，近日，环保部印发《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

术规范（试行）》（征求意见稿）。标准规定了排污许可证环境管理台账的记录形式、记录内

容、记录频次和记录保存要求，以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分类、编制流程、编制内容、上报

频次要求。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70901/847144.shtml 

2.2 公用事业板块 

 两部门下发电力现货市场试点通知，广东山西等 8 地入选 

发改委、能源局 8 月 28 日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特

急文件，《通知》要求 2018 年底前启动电力现货市场试运行，积极推动与电力现货市场相适

应的电力中长期交易。结合各地电力供需形势、网源结构和市场化程度等条件，选择南方（以

广东起步）、蒙西、浙江、山西、山东、福建、四川、甘肃等 8 个地区作为第一批试点，加

快组织推动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工作。 

    http://www.china5e.com/news/news-1000851-1.html 

 国务院批准国电、神华集团重组。 

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与中国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神华集团更名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重组后的母

公司，吸收合并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国电电力拟与中国神华以相关火电公司股权及资产共同

组建合资公司。 

http://www.china5e.com/news/news-1000805-1.html 

 上半年全国市场化交易电量 6442 亿千瓦时 

    中电联消息，上半年，全国市场化交易电量 6442 亿千瓦时，交易电量占电网销售电量

比重达到 21.7%。跨省、跨区交易电量 1733 亿千瓦时，占全国市场化交易电量比重 26.9%。

分区域来看，南方、西北、华北、华东四个区域销售电量市场化率较高，均超过了 20%，其

中南方区域达到了 30%；华中区域低于全国水平只有 10%，但是重庆超过 30%。广东、江

苏、山东交易电量排前三，青海、蒙西、广东销售电量市场化率排前三。大型发电集团煤电

机组累计上网电量 10540 亿千瓦时，占其总上网电量的 73.2%;市场化交易电量 2936 亿千瓦

时，其中跨区、跨省送出交易电量为 294.11 亿千瓦时。煤电上网电量平均电价(计划与市场

电量综合平均电价)为 0.347 元/千瓦时，市场交易(含跨区跨省送出交易)平均电价 0.315 元/

千瓦时。 

http://www.china5e.com/news/news-1000625-1.html 

http://www.zhb.gov.cn/gkml/hbb/qt/201708/t20170825_420428.htm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70901/847144.shtml
http://www.china5e.com/news/news-1000851-1.html
http://www.china5e.com/news/news-1000805-1.html


 
公用事业行业周报（0828-0903）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5 

3 上周重点公司公告 

表 1：上周重点公司公告一览 

公司名称及证券代码 时间 公告内容 

兴蓉环境（000598） 2017.08.28 

1）公司发布 2017 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7.40 亿元，同比增长 20.55%；实现归母

净利润 4.54 亿元，同比下降 3.54%；2）与国投兴城签署温江排水基础设施 PPP 项目协议，

预计总投资 10.25 亿元，运营维护期 15 年；3）与阿坝国投签署合资协议，拟对阿坝存量供排

水和垃圾焚烧项目进行整合，并积极承揽新建项目。 

隆华节能（300263） 2017.08.28 
公司发布 2017 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61 亿元，同比增长 8.11%，实现归母净利润

2465.09 万元，同比增长 33.80%。 

渤海股份（000605） 2017.08.28 
公司发布 2017 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6.69 亿元，同比增长 80.09%，实现归母净利

润 2935.73 万元，同比增长 127.57%。 

巴安水务（300262） 2017.08.28 
公司发布 2017 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7.98 亿元，同比增长 49.38%，实现归母净利

润 1.20 亿元，同比增长 46.52%。 

天翔环境（300362） 2017.08.28 
公司发布 2017 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30 亿元，同比增长 35.74%，实现归母净利

润 2361.60 万元，同比增长 12.00%。 

国中水务（600187） 2017.08.28 
公司发布 2017 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06 亿元，同比增长 21.65%，实现归母净利

润 615.51 万元，同比下降 69.62%。 

聚光科技（300203） 2017.08.28 
公司发布 2017 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9.90 亿元，同比增长 35.70%，实现归母净利

润 1.01 亿元，同比增长 19.15%。 

博世科（300422） 2017.08.28 
公司发布 2017 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5.53 亿元，同比增长 96.17%，实现归母净利

润 5298.64 万元，同比增长 156.05%。 

迪森股份（300335） 2017.08.28 
公司发布 2017 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7.45 亿元，同比增长 116.10%，实现归母净利

润 8788.38 万元，同比增长 102.71%。 

兴源环境（300266） 2017.08.28 
与敖汉旗住建局签订敖汉旗城市综合体提升改造及生态保护环境 PPP 项目合同，项目资本金

6.81 亿元，占总投资 30%，兴源环境出资 6.13 亿元，占股 90%。 

科达洁能（600499） 2017.08.28 子公司科达锂业以 1.27 亿元人民币受让自然人钟永辉、钟永亮持有的蓝科锂业 4.24%的股份。 

长青集团（002616） 2017.08.29 

1）发布 2017 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1.73 亿元，同比下降 0.22%，实现归母净利

润 5005 万元，同比下降 21.47%；2）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 6 亿元固定资产贷款，期限不

超过 10 年，用于项目建设。 

首创股份（600008） 2017.08.29 
1）发布 2017 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8.97 亿元，同比增长 36.03%，实现归母净利

润 2.6 亿元，同比增长 1.09%；2）投资延津县供排水一体化等三个项目，预计总投资 25 亿元。 

菲达环保（600526） 2017.08.29 

1）发布 2017 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8.17 亿元，同比增长 14.04%，实现归母净

利润 3583 万元，同比增长 49.24%；2）公司向全资子公司诸暨华商增资 3972 万元，增资完

成后，诸暨华商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 

启迪桑德（000826） 2017.08.29 

1）发布 2017 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9.12 亿元，同比下降 14.63%，实现归母净

利润 4.93 亿元，同比增长 12.30%；2）公司投资 5833 万元设立天津启迪环科和咸宁桑德两个

项目公司，并向控股子公司楚雄东方增资 1250 万元。 

远达环保（600292） 2017.08.29 
发布 2017 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4.2 亿元，同比下降 12.29%，实现归母净利润

3014 万元，同比下降 48.36%。 

神雾节能（000820） 2017.08.29 
发布 2017 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84 亿元，同比增长 50.08%，实现归母净利润

2.08 亿元，同比增长 106.07%。 

海峡环保（603817） 2017.08.29 
发布 2017 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74 亿元，同比增长 7.37%，实现归母净利润

5277 万元，同比增长 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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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及证券代码 时间 公告内容 

钱江水利（600283） 2017.08.29 
发布 2017 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35 亿元，同比增长 15.37%，实现归母净利润

3112 万元，同比增长 829.88%。 

高能环境（603588） 2017.08.29 
发布 2017 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8.63 亿元，同比增长 58.58%，实现归母净利润

6602 万元，同比增长 76.86%。 

上海环境（601200） 2017.08.29 中标蒙城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 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3.14 亿元。 

格林美（002340） 2017.08.29 
下属公司无锡格林美与江苏天鹏签署动力电池材料战略供货协议，协议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华西能源（002630） 2017.08.29 
董事长兼控股股东黎仁超拟增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1%~5%，增持价格不高于 15 元/股，实施期

限为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 

聚光科技（300203） 2017.08.29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证监会核准批复。 

盈峰环境（000967） 2017.08.29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申请获得证监会审核通过。 

中国天楹（000035） 2017.08.30 
公司发布 2017 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5.42 亿元，同比增长 53.83%，实现归母净利

润 7211.26 万元，同比增长 0.19%。 

龙净环保（600388） 2017.08.30 
公司发布 2017 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9.58 亿元，同比增长 0.95%，实现归母净利

润 2.26 亿元，同比增长 14.66%。 

上海环境（601200） 2017.08.30 
公司发布 2017 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1.97 亿元，同比增长 9.25%，实现归母净利

润 2.99 亿元，同比增长 33.24%。 

长江电力（600900） 2017.08.30 
公司发布 2017 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92.9 亿元，同比下降 3.88%，实现归母净利

润 81.05 亿元，同比增长 7.34%。 

博世科（300422） 2017.08.30 
与中国中车、中铁一局市政环保公司组成联合体成交澄江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及人居环境提升

工程 PPP 项目，项目总投资约 22.1 亿元。 

津膜科技（300334） 2017.08.30 
与玖城环保签订《九江芳兰污水处理厂 MBR 设备采购及相关项目服务项目合同》为其提供相

关设备及服务，合同金额 6325.71 万元。                    

深圳能源（000027） 2017.08.30 
拟面向投资者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50 亿元的公司债券，所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固定资

产投资及补充营运资金。 

博世科（300422） 2017.08.31 
联合中标南宁市心圩江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PPP 项目，项目总投资额 26.32 亿元，项目资本金

8.38 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合计持股 19%。 

格林美（002340） 2017.08.31 
公司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面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

过 29.51 亿元，用于项目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西南证券整理 

4 本周投资观点 

环保板块：上周环保部就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发布

配套政策，高压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治理，叠加 2017 年为“大气十条”考核年，大

气监测治理、煤改电、煤改气有望加速。同时，第四批环保督察全面推进，环保高压预计成

为常态，后续治理需求有望快速释放。此外，上半年环保板块业绩增长良好，PPP 立法在即，

看好环保行业长期发展。持续看好京津冀大气监测及治理、水环境治理、土壤修复和危废处

理板块。个股方面，大气监测治理板块关注长青集团（002616）、清新环境（002573）、聚

光科技（300203）、盈峰环境（000967）等；水处理板块关注天翔环境（300362）、兴蓉环

境（000598）等；土壤修复板块关注高能环境（603588）等；检测板块关注华测检测（3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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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交科（300284）等。本周重点关注兴蓉环境（000598）、高能环境（603588）和盈峰环

境（000967）。 

公用事业板块：1-7 月电力数据良好，大气治理压力下，北方及京津冀煤改气、煤改电

大势所趋，力度空前，看好电力、燃气板块，同时，国电、神华集团合并再次提升五大发电

集团整合预期，积极关注未来变数。个股建议关注水电龙头长江电力（600900）、国投电力

（600886）、川投能源（600674）；火电龙头大唐发电（601991）、国电电力（600795）；以

及京津冀煤改气标的百川能源（600681）、迪森股份（300335）和金鸿能源（000669）本

周重点关注：三峡水利（600116）、川投能源（600674）、迪森股份（300335）。 

5 重点关注 

表 2：重点关注板块梳理 

板块 重点关注内容和逻辑 板块内重点关注标的 

大气治理板块 大气治理板块重点关注雾霾治理、大气监测标的 
长青集团（002616）、清新环境（002573）、

聚光科技（300203）、盈峰环境（000967）等 

水处理板块 

持续看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后带来的工业废水、市政污

水、水质监测和黑臭水体治理等板块的投资机会，关注有望带来新

增投资机会的农村污水处理板块 

碧水源（300070）、天翔环境（300362）、 

兴蓉环境（000598）、环能科技（300425）等 

固废板块 
持续看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后带来的土壤修复板块中

长期发展机会 
高能环境（603588）、博世科（300422） 

监测检测板块 
基于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治理必先监测检测的逻辑，持续看好环

境监测、第三方检测领域 

华测检测（300012）、苏交科（300284）、 

天瑞仪器（300165）等 

电改板块 关注电改政策落实情况和电改受益标的 三峡水利（600116） 

燃气板块 京津冀煤改气 
百川能源（600681）、迪森股份（300335）、

金鸿能源（000669） 

数据来源：西南证券 

表 3：本周重点关注标的及其投资逻辑 

公司名称及代码 推荐逻辑 

高能环境（603588） 

1、公司前期积累充足，订单逐步进入落地阶段，2017 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6602 万元，同比增长 76.9%，业

绩拐点确认。 

2、受益于“土十条”逐步落地，土壤修复行业加速发展，公司 2016 年新签土壤修复订单 13 亿元并稳步落实，近

期再次中标土壤修复大单，后续土壤修复业绩有望大幅增长。 

3、公司在危废处理和垃圾焚烧领域项目充足，有望在 2017 年集中释放业绩。 

兴蓉环境（000598） 

1、公司供排水业务基础扎实，随污水处理提标改造完成、后续水七厂二期 50 万吨/日供水设施投产、成都市人口增

长，公司供排水业务后续有望持续稳定增长。 

2、公司万兴 2400 吨/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已于 2017 年 1 月投产，隆丰 1500 吨/日垃圾处理项目预计年底投产，为

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3、公司新任董事长、总经理、董秘干劲十足，提出 2020 年再造一个新兴蓉的发展目标，二圈层、三圈层水务资产

整合、天府新区和空港新城建设等为公司发展目标提供了坚实支撑，后续积极变数较多，业绩弹性大。 

盈峰环境（000967） 
1、收购宇星科技（环境监测）、绿色东方（垃圾焚烧）、亮科环保（农村污水及生态修复）、明欢有限及大盛环球（市

政污水）等，综合性环保平台逐步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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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及代码 推荐逻辑 

2、业绩增长优良，2016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2.46 亿元，同比增长 119.26%，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

润 1.75 亿元，同比增长 48.01%。后续多点发力业绩高增长可期。 

3、实际控制人盈峰控股收购环保装备龙头中联重科环境产业公司 51%股权，有望产生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展。 

三峡水利（600116） 

1、公司集水力发、输、配、售电业务一体，拥有完整的发、供电网络，厂网合一，资质稀缺。 

2、公司业绩稳健，2017 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1.37 亿元，同比增长 16.1%。 

3、三峡集团近期再次增持，持股比例增长至 17.4%，彰显三峡集团在渝坚定布局和对公司的支持。目前三峡集团

在渝“四网融合”打造全新“三峡电网”持续推进，公司借助三峡集团支持和电力改革有望打破成长瓶颈，剑指国

内一流售电企业。 

4、若“四网融合”推进顺利，公司基本面重大改善，利润弹性显著，中短期看 3.3 亿元净利润，长期看 10 亿以上

利润空间。 

川投能源（600674） 

1、雅砻江中游水电有望于 2019 年首投，2021-2022 年集中投产，促进公司业绩再次大幅增长。 

2、2017 年 2 月发改委下发“关于征求 2017 年重点水电跨省区消纳工作方案意见的函”，优先发电权计划电量将保证

雅砻江水电 2017 年的电力消纳。 

3、公司 PE 估值仅为约 12 倍，为同类可比水电上市公司最低值，位于近 5 年历史地位，安全边际高。同时公司目

前股价对应股息率约为 3.1%，位于水电上市公司前列，分红丰厚。 

4、公司旗下存在众多优质资产，存在资产注入可能性。 

迪森股份（300335） 

1、京津冀煤改气提供业绩弹性，河北订单超预期；上半年壁挂炉销量达到去年全年的 84%，预计全年销量至少翻

倍。 

2、由生物质供能拓展至清洁煤、天然气供能，B 端运营业务增长启动。 

3、员工持股 1 号、2 号持股价 16.64、17.36 元/股，2016 年 1 月增发价 16.3 元/股，接近现价 17.28 元/股。 

4、半年报增速 70%~100%，总市值 62 亿元，17~18 年净利润 2.2/2.6 亿，28/24 倍。 

数据来源：西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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