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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 

[Table_BaseData] 股票家数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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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市场回顾 

上周上证综指收于 3462.08 点，下跌 2.70%，沪深 300 指数收于 4271.23.86 点，
下跌 2.51%，创业板指收于 1702.43 点，下跌 6.30%，申万公用事业板块下跌
6.59%，四大子板块中电力板块下跌 4.03%、水务板块下跌 7.65%、燃气板块下
跌 9.86%、环保板块下跌 9.94%。 

 重要政策及事件 

1、环境保护部召开 2018 年首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主要提问和回答包括，1）确
认“大气十条”目标全面实现；2）全面启动打赢蓝天保卫战作战计划，制定实施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计划，明确治理思路和具体任务，指导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出台大气污染防治配套实施；3）对监测数据造假坚持零容忍；
4）2017 年环保部初步建成了包含 38880 个点位的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5）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全国核发钢铁、水泥等 15 个行业排污许可证 2 万余张。 

2、环保部：不再新增农村煤改气可能是个人表态 仍将继续推进煤改气工作。针
对《河北：2018 年原则上不再新增农村煤改气和燃煤锅炉改气》的新闻，环保部
新闻发言人刘友宾表示，河北省对煤改气工作非常重视，“2018 年原则上不再新
增农村煤改气和燃煤锅炉改气”，可能是个人表态行为，未来，环保部仍将继续深
入实施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城市试点工程。 

3、中电联发布《2017-2018 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中电联预计
2018 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5.5%左右。全国新增装机容量将在 1.2 亿千瓦左右，
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 7000 万千瓦左右。预计 2018 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
量将达到 19.0 亿千瓦，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 7.6 亿千瓦、占总装机比重将上升至
40%左右。预计煤电装机容量 10.2 亿千瓦、占全国装机比重 53.6%，比 2017 年
底降低 1.5 个百分点。 

 本周观点 

环保板块：上周环保板块业绩预告披露完毕，业绩不及预期较为严重，市场反应
强烈，整体估值中枢持续下杀，短期静待情绪释放；目前“大气十条”目标全面
完成，未来三年大气治理规划正在制定中，非电领域大气治理提标及其配套政策
正逐步出台，蓝天保卫战仍将为环保治理重中之重。待市场稳定后，仍重点关注
非电领域大气治理，个股重点关注龙净环保、清新环境；自上而下梳理环保板块，
除非电领域大气治理外，关注 1）监测检测：环保治理监测检测先行，环保税征收
依据以自动监测为主，强化自动监测地位，推荐聚光科技；2）工业危废：关注东
江环保、金圆股份、雪浪环境、永清环保；3）流域治理、黑臭水治理持续发力，
PPP 政策倾斜民营企业，重点关注东方园林、博世科、京蓝科技等；自下而上推
荐内生良好，国改实质推进的兴蓉环境；环卫一体化设备和服务商龙马环卫；提
高关注 18 年有望出台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带来的土壤修复板块机会。本周重点
关注兴蓉环境、龙净环保和京蓝科技。 

公用事业板块：电力方面，2017 年发用电数据良好，电力供给侧改革、售电侧改
革持续推进，市场低迷下关注防御性水电龙头长江电力、国投电力、川投能源，
重点关注电改第一股三峡水利。燃气方面，受中亚管道等因素影响，短期燃气供
应紧缺，LNG 持续涨价，或对燃气板块有所催化，但考虑到年关将近，企业开工
率降低，近期燃气价格或将回落；长期上燃气消费量持续上行，行业景气度提升，
关注蓝焰控股、广汇能源、中天能源。同时，环保部表态持续推动煤改气，持续
关注迪森股份、百川燃气。本周重点关注：三峡水利和蓝焰控股。 

 风险提示：非电政策出台不及预期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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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2.08 点，下跌 2.70%，沪深 300 指数收于 4271.23.86 点，下跌

2.51%，创业板指收于 1702.43 点，下跌 6.30%，申万公用事业板块下跌 6.59%，四大子板

块中电力板块下跌4.03%、水务板块下跌7.65%、燃气板块下跌9.86%、环保板块下跌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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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前五分别为梅雁吉祥（+3.23%）、新能泰山（+2.26%）、长江电力（+0.75%）、

易世达（+0.04%）、中国天楹（+0.00%）。跌幅前五的分别为科融环境（-34.32%）、津膜科

技（-28.16%）、神雾节能（-26.49%）、清新环境（-26.31%）、神雾环保（-2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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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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部：不再新增农村煤改气可能是个人表态 仍将继续推进煤改气工作 

近日一则题为《河北：2018 年原则上不再新增农村煤改气和燃煤锅炉改气》的新闻引

发广泛关注。1 月 31 日，环保部例行发布会会后，环保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表示，据他了

解，河北省对煤改气工作非常重视，也曾经多次表态，一定会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开展这项

工作。刘友宾表示，新闻里说的“2018 年原则上不再新增农村煤改气和燃煤锅炉改气”，可

能是个人表态行为。不光是河北，未来，环保部仍将继续深入实施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城市试

点工程，以“2+26”城市电代煤、气代煤为重点，稳步推进清洁供暖。 

http://finance.ifeng.com/a/20180202/15965930_0.shtml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全面质量管理的意见》 

国务院《关于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全面质量管理的意见》出台，《意见》要求：

对涉及安全、健康、环保等方面的产品依法实施强制性认证。简化规范认证机构审批、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程序。培育发展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业。打破部门垄断和行业壁垒，鼓励和

支持社会力量开展检验检测认证业务。加快推进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整合，推动检验检测认证

机构转企改制，与政府部门彻底脱钩。有序开放检验检测认证市场，鼓励外资机构进入国内

检验检测认证市场。鼓励支持国内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拓展国际业务。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80129/877429.shtml 

 环保部：发布《关于生产和使用消耗臭氧层物质建设项目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除特殊用途外，我国已淘汰受控用途的哈龙、全氯氟烃、四氯化碳、甲

基氯仿和甲基溴等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正在逐步削减受控用途的含氢氯氟烃的生

产和使用。《通知》提出以下要求：1）禁止新建、扩建生产和使用作为制冷剂、发泡剂、灭

火剂、溶剂、清洗剂、加工助剂、气雾剂、土壤熏蒸剂等受控用途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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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2）改建、异址建设生产受控用途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建设项目，禁止增加消耗臭氧

层物质生产能力。3）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化工原料用途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建设项目，

生产的消耗臭氧层物质仅用于企业自身下游化工产品的专用原料用途，不得对外销售。4）

新建、改建、扩建副产四氯化碳的建设项目，应当配套建设四氯化碳处置设施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80129/877444.shtml 

 环保部：印发《国家环境保护环境与健康工作办法》 

为加强环境健康风险管理，推动保障公众健康理念融入环境保护政策，指导和规范环境

保护部门环境与健康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等法律法规和政策，环保部组织编制了《国家环境保护环境与健康工作办法(试行)》。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80130/877672.shtml 

 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开展“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清洁供热示范项目

建设的通知》 

1 月 30 日，全国“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产示范项目实施启动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公

开发布《关于开展“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清洁供热示范项目建设的通知》。示范项目

共 136 个涉及 20 个省，其中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 126 个、城镇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产

项目 8 个、沼气热电联产项目 2 个。新建项目 119 个，技术改造项目 17 个。总投资约 406

亿元，力争 2018 年底前建成(或完成技改)。示范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

清洁供热模式，构建就地收集原料、就地加工转化、就地消费的分布式清洁供热生产和消费

体系，为治理县域散煤开辟新路子。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80130/877766.shtml 

 环保部：发布《烟气循环流化床法烟气脱硫工程通用技术规范》等 3 项国家环境

保护标准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范相

关工业行业脱硫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防治环境污染，环保部批准《烟气循环流化床法烟气

脱硫工程通用技术规范》《石灰石/石灰-石膏湿法烟气脱硫工程通用技术规范》《氨法烟气脱

硫工程通用技术规范》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发布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80130/877822.shtml 

 工信部：发布《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17 年版） 

工信部发布《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17 年版）。其中包括大

气污染防治装备、污水处理及回收利用装备等多项环保装备。大气污染防治装备涉及干法烟

气脱硫除尘脱汞一体化装备、烟气治理装备等。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80131/878063.shtml 

 环保部：发布《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7 年版）》 

《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7 年版）》包括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和环境保护重点

设备名录两部分。《环境保护重点设备名录(2017 年版))包括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环境监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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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等五类，其中大气污染防治设备涉及氨法脱硫成套设备、石灰石法脱硫成套设备、SCR 脱

硝成套设备等。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80131/877838.shtml 

 住建部标准定额司：发布关于征求产品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函和《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征求意见稿）》 

根据《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 2014 年第一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综合

[2014]67 号）的要求，住建部标准定额司征求由北京市环境卫生设计科学研究所牵头起草的

产品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征求意见稿）》意见，并要求于 2018 年 3 月 4 日前将意

见和建议反馈第一起草单位北京市环境卫生设计科学研究所。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80201/878276.shtml 

 环保部：我国"大气十条"目标全面实现，三大区域 PM2.5 明显下降 

环保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介绍，2017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10 平均浓度比 2013

年下降 22.7%；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 PM2.5 平均浓度比 2013 年分别下降

39.6%、34.3%、27.7%；北京市 PM2.5 平均浓度从 2013 年的 89.5 微克／立方米降至 58

微克／立方米。“大气十条”提出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全面实现。我国的产业、能源和交通结

构调整取得重大突破，“大气十条”确定的 45 项重点工作任务全部按期完成。全国煤炭消费占

一次性能源消费的比重由 67.4%下降至 60%左右；燃煤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占煤电装机容

量 71%；10205 家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全部安装在线监测，实现 24 小时实时监管；淘汰黄标

车和老旧车 2000 多万辆。我国还建成国家空气质量监测网，重污染天气联合应对能力显著

提升。 

https://mp.weixin.qq.com/s/fg7eTWUWPChidTWTe-o9Qw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印发《污染地块勘探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增强污染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以及污染地块修复工作的科学性

和规范性，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组织制定本标准，首次发布。本标准规定了污染地块勘探

工作的策划、程序、方法实施、资料整理及环境保护和及环境保护和健康防护等内容。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80202/878655.shtml 

 环保部：发布《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现批准《船

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为国家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并由环保部与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按有关法律规定，该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该标准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GB3552-83）废止。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80202/8786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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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用事业板块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天然气进口税收优惠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 

液化天然气销售定价由此前 2016 年的 28.34 元/GJ 调整为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的

26.64 元/GJ，管道天然气 1.00 元/立方米的销售定价调整为 0.94 元/立方米。此次价格调整

意味着天然气进口退税范围有所扩大，享受增值税返还的门槛有所降低，利于提升天然气进

口积极性。 

http://www.mof.gov.cn/mofhome/guanshuisi/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01/t201

80130_2801159.html 

 电煤库存紧张，价格持续上涨：四大发电集团联名建议发改委调控 

近日，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华电集团和国电投集团四大发电集团联合向发改委提交《关

于当前电煤保供形势严峻的紧急报告》，提请国家发改委出手调控电煤。《报告》称，燃煤电

厂正面临全国性大范围的保供风险。目前，五大发电集团在东北、京津唐、山东、安徽、甘

肃、贵州、新疆、两湖一江、沿海等区域部分电厂库存可用天数已经低于 7 天的警戒水平，

尤其是东北、湖北、山东、安徽、甘肃、贵州等地区库存快速下降，部分电厂库存只可用 2-3

天。截至 1 月 18 日，全国统调电厂总库存 9924 万吨，相比 2017 年 1 月底(正值春节假期)

的库存低了 241 万吨。目前距离今年春节假期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报告》按照 1 月平均供、

耗差估算，今年春节前库存将降至 9000 万吨左右的水平。截至 1 月 22 日，环渤海港口 5500

大卡动力煤市场价格已涨至 740 元/吨左右，比 2017 年年初水平大幅上涨了 130 元/吨。《报

告》指出，高煤价已导致五大发电集团煤电板块亏损 402 亿元，亏损面达 60%左右，不少

燃煤火电厂资金链已经断裂，还有部分面临银行停贷、限贷的情况，可能出现无钱买煤的局

面。四大发电集团提请发改委尽快采取措施对煤价进行调控，让煤价整体回归绿色区间，从

资源和运力两方面进行大力协调和支持，确保不出现保供问题，缓解发电企业的经营困境。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19375-1.html 

 天津开发区南港工业区中石化 LNG 码头正式开放 

开放的一期项目液化天然气接收规模将达到每年 300 万吨，可转化成为 40 亿立方米的

天然气，相当于 1000 万户家庭一年的天然气使用量。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8/02/03/034987144.shtml 

 中亚管道输气量锐减近半，缺口约 3000 万方/日 

由于中亚供气国自身用气量上升，并且希望对输华天然气涨价，没有按计划执行与中石

油签订的天然气合同，1 月 30 日中亚管道来气从 1.2 亿立方米降至 0.7 亿立方米，同比减少

近一半。中石油发布《关于再次重申严格执行日指定计划的通知》，措辞严厉地指出“中亚

来气持续欠气 2000 万立方米/日，日均欠量达 3000 万立方米以上”。为全力维持管网安全运

行，中石油将严格按日指定计划控制供气，坚决采取到量关阀和控制销售措施。否则“接近

临界管存的中石油管道面临崩盘危险。 

http://gas.in-en.com/html/gas-27721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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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电联：电煤价格上涨，发电企业已最大限度力挺 

从中电联最新公布的公布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 沿海指数)数据来看，本期价

格较上期价格增长 0 元/吨到 18 元/吨。从第一期以来两个月的时间，电煤价格涨幅最高的达

61 元/吨。近日，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华电集团和国电投集团四大发电集团联合向发改委

提交《关于当前电煤保供形势严峻的紧急报告》。《报告》称，2017 年以来，受需求超预期、

产能置换落后、入岗汽车禁运、铁路运力局部紧张等多重因素影响，煤炭供需持续紧平衡，

市场煤价高企：目前环渤海港口 5500 大卡动力煤市场价格已上涨至 740 元/吨左右，比 2017

年年初水平上涨了 130 元/吨;而全年综合煤价绝大部分时间位于 600 元/吨以上的红色区域，

CCI5500 动力煤价格指数全年均值为 624 元/吨，同比上涨 34%。截至 1 月 30 日，沿海六

大重点电厂存煤总量为 887.7 万吨，日耗 81.2 万吨，库存可用天数约 11 天。部分省市电厂

机组面临断供停机的危险。为解决这一问题，叶春表示，发电企业已最大限度力挺，但解决

这一问题过程较复杂。因电煤产业链较长，需要政府、运输企业协同努力。国家宏观调控部

门已相继出台系列政策，签订长协、最高最低库存、煤电联营等已起到积极成效。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19824-1.html 

 中电联：预计 2018 年全国新增装机容量 1.2 亿千瓦左右 

中电联发布《2017-2018 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 6.3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6%，增速同比提高 1.6 个百分点。受到

2017 年高基数等因素影响，预计 2018 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约 5.5%左右。中电联预测显示，

2018 年全国新增装机容量 1.2 亿千瓦左右，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 7000 万千瓦左右。

预计 2018 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19.0 亿千瓦，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 7.6 亿千瓦，

占总装机的比重将上升至 40%左右。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1985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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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邦达（300055） 2018.01.29 
公司发布 2017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3.51 亿元－4.02 亿元，同比增长 33.84%

－53.29% 

华测检测（300012） 2018.01.29 公司发布 2017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22亿元－1.52亿元，同比增长 20%－50% 

科融环境（300152） 2018.01.29 公司更改 2017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0.51-0.56 亿元 

中电环保（300172） 2018.01.29 公司发布 2017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09 亿元－1.31 亿元，同比增长 0%－20% 

盛运环保（300090） 2018.01.29 
公司中标“厦门市东部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烟气净化系统设备及技术服务”项目，总额

0.99 亿元 

海峡环保（603817） 2018.01.29 公司联合中标“平潭坛南湾再生水厂（一期）工程 PPP 项目” 

铁汉生态（300197） 2018.01.29 
公司与吉林省龙井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项目拟投资总额 60 亿元，分三期建设，

一期于 2018 年启动 

兴源环境（300266） 2018.01.29 
公司参与设立的控股子公司巴东水务签订《巴东县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及市政基础设施改造与

完善 PPP 项目合同》，总额 12.24 亿元 

启迪桑德（000826） 2018.01.29 
公司联合中标“南宁市武鸣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总额 26.32 亿元，合同期限

17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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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及证券代码 时间 公告内容 

维尔利（300190） 2018.01.29 公司签订《泰国 onnut 区固体废物处置中心废弃物处理项目分包合同》，金额 2.03 亿元 

京蓝科技（000711） 2018.01.30 
公司发布 2017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2.8 亿元－3.3 亿元，同比增长 2235.49%

－2652.55% 

津膜科技（300334） 2018.01.30 

公司发布 2017 年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 0.5 亿元－0.55 亿元，主要系工程项目结

算周期较长、完工进度减缓导致污水处理工程收入下降及销售毛利下降、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所致 

隆华节能（300263） 2018.01.30 公司发布 2017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0.46-0.5 亿元，同比增长 200%－230% 

雪浪环境（300385） 2018.01.30 公司发布 2017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0.54亿元－0.79亿元，同比下降 10%－39% 

盛运环保（300090） 2018.01.30 公司发布 2017 年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 2.45 亿元－2.5 亿元 

兴源环境（300266） 2018.01.30 
1）公司发布 2017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4.15 亿元-4.7 亿元，同比增长 123.38%

－152.99%。2）控股股东兴源控股计划增持公司 2.1%股份 

维尔利（300190） 2018.01.30 
1）公司与华廷集团共同出资设立山西华维时代，公司出资 400 万持股 40％；2）公司发布

2017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3 亿元-1.58 亿元，同比增长 40%－70% 

清新环境（002573） 2018.01.30 公司修正 2017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6.33 亿元-8.56 亿元，同比变动-15%～15% 

天壕环境（600116） 2018.01.30 
公司发布 2017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 亿元－1.17 亿元，同比增长 71.31%－

100.44% 

神雾环保（603903） 2018.01.30 公司发布 2017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5.5 亿元－6.5 亿元，同比下降 8%－22% 

云投生态（002200） 2018.01.30 公司修正 2017 年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 3.5 亿元－3.9 亿元 

天翔环境（300362） 2018.01.30 公司发布 2017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0.67亿元－1.05亿元，同比下降 17%－47% 

首航节能（002665） 2018.01.30 公司修正 2017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0.93亿元－1.55亿元，同比下降 0%－40%。 

启迪桑德（000826） 2018.01.31 
公司中标“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表面处理中心 PPP 项目”，金额 10.6 亿元，合

作期 23 年，其中建设期 3 年。 

博世科（300422） 2018.01.31 公司联合中标“石首市乡镇生活污水处理 PPP 项目”，金额 2.83 亿元，合作期 30 年。 

盛运环保（300090） 2018.01.31 
1）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300 万元设立枣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公司 2）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000 万元在合肥投资设立环保科技公司 

美尚生态（300495） 2018.01.31 公司发布 2017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2.72 亿元-3.34 亿元，同比增长 30%-60% 

铁汉生态（300197） 2018.01.31 

1）公司签署《大埔县旅游产业道路改扩建 PPP 项目 PPP 项目合同》项目金额 19.68 亿元。

2）公司发布 2017 年第四季度经营情况，新签工程订单 30 个，金额 88.48 亿元；新签设计

订单 26 个，金额 0.22 亿元。公司四季度已公告进入公示期阶段，但尚未获取中标通知书的

项目共 2 个，合计金额 33.93 亿元 

金海环境（603311） 2018.01.3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合计增持公司 1.44%股份 

国祯环保（300388） 2018.02.01 

1）公司投资“长垣东区 PPP 项目”，出资 0.96 亿元，占比 40%；2）公司投资“长垣南区

PPP 项目”，出资 1.23 亿元，占比 40%；3）公司投资“亳州 PPP 项目”，出资 3 亿元，占

比 90%；4）公司投资“吴桥 PPP 项目”，出资 0.5 亿元；5）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景民钢铁

行业转型发展基金贰号，基金规模不超过 10.01 亿元，其中公司拟认缴基金份额不超过 2 亿

元。6）公司控股股东国祯集团已累计减持公司 0.62%股股份，减持后持股 37.58% 

科达洁能（600499） 2018.02.01 公司第二大股东新华联控股已累计增持公司 0.22%股股份，增持后持股 8.97% 

高能环境（603588） 2018.02.01 公司副总经理文爱国先生增持公司 10 万股股份，增持后持股 0.86% 

清新环境（002573） 2018.02.01 公司控股股东世纪地和计划增持公司 0.5%～2%的股份 

深圳能源（000027） 2018.02.02 
公司发布 2017 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营收 154.83 亿元，同比增长 36.80%；实现归母净利

润 7.8 亿元，同比下降 42.07% 

铁汉生态（300197） 2018.02.02 1）公司联合中标“渭南市华州区少华湖水利风景区 PPP 项目”，投资金额 20.76 亿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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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及证券代码 时间 公告内容 

公司中标“泉州芯谷”南安高新技术园区市政道路 PPP 项目包一，投资金额 11.7 亿元 

龙源技术（300105） 2018.02.02 公司 2016、2016 连续两年亏损，若 2017 年度审计报告确定为亏损，公司将被暂停上市 

科达洁能（600499） 2018.02.02 公司第二大股东新华联控股已累计增持公司 0.36%的股份，增持后持股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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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环保板块业绩预告披露完毕，业绩不及预期较为严重，市场反应强烈，

整体估值中枢持续下杀，短期静待情绪释放；目前“大气十条”目标全面完成，未来三年大

气治理规划正在制定中，非电领域大气治理提标及其配套政策正逐步出台，蓝天保卫战仍将

为环保治理重中之重。待市场稳定后，仍重点关注非电领域大气治理，个股重点关注龙净环

保、清新环境；自上而下梳理环保板块，除非电领域大气治理外，关注 1）监测检测：环保

治理监测检测先行，环保税征收依据以自动监测为主，强化自动监测地位，推荐聚光科技；

2）工业危废：关注东江环保、金圆股份、雪浪环境、永清环保；3）流域治理、黑臭水治理

持续发力，PPP 政策倾斜民营企业，重点关注东方园林、博世科、京蓝科技等；自下而上推

荐内生良好，国改实质推进的兴蓉环境；环卫一体化设备和服务商龙马环卫；提高关注 18

年有望出台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带来的土壤修复板块机会。本周重点关注兴蓉环境、龙净

环保和京蓝科技。 

公用事业板块：电力方面，2017 年发用电数据良好，电力供给侧改革、售电侧改革持

续推进，市场低迷下关注防御性水电龙头长江电力、国投电力、川投能源，重点关注电改第

一股三峡水利。燃气方面，受中亚管道等因素影响，短期燃气供应紧缺，LNG 持续涨价，或

对燃气板块有所催化，但考虑到年关将近，企业开工率降低，近期燃气价格或将回落；长期

上燃气消费量持续上行，行业景气度提升，关注蓝焰控股、广汇能源、中天能源。同时，环

保部表态将持续推动煤改气，持续关注迪森股份、百川燃气。本周重点关注：三峡水利和蓝

焰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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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电治理政策出台预期强 
长青集团（002616）、清新环境（002573）、

龙净环保（600388）等 

水处理板块 

持续看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后带来的流域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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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关注流域治理和工业水处理 

碧水源（300070）、天翔环境（300362）、博

世科（300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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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工业危废板块 

高能环境（603588）、金圆股份（000546）、

雪浪环境（30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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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光科技（300203）、天瑞仪器（300165）、盈

峰环境（000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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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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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重点关注内容和逻辑 板块内重点关注标的 

燃气板块 燃气消费需求持续提升，京津冀煤改气催化 
百川能源（600681）、迪森股份（300335）、

中天能源（600856）、蓝焰控股（00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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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净环保（600388） 

1、公司作为大气治理龙头，受益京津冀大气治理和钢铁排放提标带来的电力超净排放和非电领域提标改造机会。 

2、公司业绩稳健，连续多年稳步增长，2017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4.7 亿元，同比增长 9.59%；目前在手订

单超 181 亿元，后续业绩增长有保证。 

3、阳光集团高溢价入主，并计划 12 月内内继续增持 5-10 亿元，彰显未来发展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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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大股东兴蓉集团为 11 家成都市国企改革试点企业，公司存在国企改革预期。 

京蓝科技（000711） 

1、沐禾节水并表因素+业务顺利拓展，2017 年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 2.8-3.3 亿元，同比增长 2235%－2653%，业

绩高速增长。 

2、北方园林实现并表，未来资金+资源支持下，北方园林园林+流域治理订单有望快速增长。 

3、转型综合性生态服务企业顺利，大股东支持力度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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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40%-6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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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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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焰控股（000968） 

1、17 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3.17 亿元，同比增长 79.63%，业绩快速增长。 

2、煤改气进程支撑市场需求，公司拥有煤层气资源，充分受益。 

3、山西国改加快，公司受益国企改革。 

数据来源：西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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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在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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