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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超低排放落地，大气治理走向纵深 

——环保行业事件点评报告 
 

 

最近一年行业走势 

 

 

行业相对表现  
表现 1M 3M 12M 

环保工程及

服务Ⅲ (申

万) 

1.9  6.8  -22.9  

沪深 300 1.4  -4.2  15.3  
 
 

 

相关报告  
《环保及公用事业行业周报：关注黑臭水体与

危废，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加强》——

2018-05-14 

《环保行业事件点评报告：“清废行动 2018”

打响，危废投资机会凸显》——2018-05-10 

《环保行业 2017年报及2018年一季报总结：

整体盈利向好，板块迎来配置良机》——

2018-05-07 

《环保及公用事业行业周报：用电量增速有望

超预期，绿色供应链催生全产业链环保投资需

求》——2018-05-06 

《公用事业水环境投资策略报告：戴维斯双击

已到，水环境布局正当时》——2018-05-04  
 

事件： 

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征求《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提出实施钢铁企业超低排放

改造，新建（含搬迁）钢铁项目要全部达到超低排放水平，2025 年底前

全国具备改造条件的钢铁企业力争实现超低排放。 

投资要点： 

 钢铁行业成为继电力行业之后第二个实行超低排放的行业，大气治

理走向纵深。此次征求意见稿是对 2018 年两会中提到的“推动钢铁

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任务的落地，钢铁成为继电力之后第二个需

实现超低排放的行业。文件提出要重点推进粗钢产能 200 万吨及以

上钢铁企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到2025年底前完成改造9亿吨左右。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5 年粗钢产能及工信部公布的

2016-2017 年实际化解粗钢产能量计算，截至 2017 年底，我国粗钢

产能尚有 10.85 亿吨，9 亿吨的超低排放改造目标基本覆盖所有钢铁

产能。 

 排放标准“一步到位”，高效脱硫脱硝除尘设备是刚需。征求意见稿

中提出，烧结机头烟气、球团焙烧烟气在基准含氧量 16%条件下，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小时均值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

50 毫克/立方米，远超于 2017 年 6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钢铁烧结、

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

改单征求意见稿”）；其他污染源亦要求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50、

150 毫克/立方米，排放标准“一步到位”，这必然催生更高级别、更

加稳定的脱硫脱硝除尘设备。活性炭（焦）等多污染物协同处置技

术、低氮燃烧设施、高效袋式除尘设备的需求将得到释放。 

 分区域、分阶段循序渐进，市场空间逐步释放。现有钢铁企业改造

将分三个阶段进行，2018-2020 年 10 月底前，京津冀及周边、长三

角、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具备改造条件的钢铁企业基

本完成超低排放改造；2022 年底前珠三角、成渝、辽宁中部、武汉

及其周边、长株潭、乌昌等区域基本完成；2025 年底前全国具备改

造条件钢铁企业力争实现超低排放。分区域、分阶段进行显示钢铁

行业超低排放市场将稳步推进。我们按照生态环境部建议的“电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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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活性炭协同治理”工艺单位投资测算，仅完成 2017 年修改单征

求意见稿标准达标，钢铁行业整体改造空间就已超过 800 亿元，我

们认为超低排放改造市场空间会更大。进一步根据征求意见稿提出

的 2020 年前完成改造 4.8 亿吨、2022 年完成改造 5.8 亿吨、2025

年完成改造 9 亿吨的进度进行测算，暂以修改单征求意见稿提到的

一小时每百万立方米烟气量单位投资 1.2 亿元测算，2018-2020 年、

2020-2022 年、2023-2025 年钢铁烟气改造市场空间分别为 436 亿

元、91 亿元和 291 亿元。 

 多项政策支持，有助于提升钢企超低排放改造亿元。与推行电力行

业超低排放改造一样，此次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多项在财税、资金等

方面的支持政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电价支持政策，但对于逾期未

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钢铁企业，省级政府可以在现行电价基础上加

价不超过 0.1 元/千瓦时，相当于按期完成超低排放企业的间接竞争

力提升。在税收方面，全面或部分完成改造的企业，污染物排放浓

度低于排放标准 50%的，减按 50%征收环境保护税，并将落实环境

保护专用设备税收抵免优惠政策，减免绿色货运增值税。资金方面，

中央财政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将对改造快、规模大的省份适度倾

斜，钢企超低排放改造有望获得优惠信贷并可发行企业债券直接融

资。多项积极支持政策为钢企提供多重保障，有望提升其进行超低

排放改造的积极性，推进进度有所保证。 

 维持行业“推荐”评级：作为 2018 年两会提出的生态环保重点工作

之一，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终落地，预计征求意见稿之后正式文件有

望加速出台。我们测算钢铁行业整体超低排放改造市场空间超过 800

亿元，按照较低排放标准所需单位投资保守测算，2018-2020 年、

2020-2022 年、2022-2025 年钢铁烟气改造市场空间分别为 436 亿

元、91 亿元和 291 亿元，市场空间将稳步释放，对环保设备及工程

服务的需求亦将有望持续 7-8 年的时间，大气治理新空间开启，维

持行业“推荐”评级。 

 重点推荐个股：我们建议关注具备“活性焦干法烟气净化”技术研

发与储备的清新环境，已在钢铁行业有所布局、拥有烟气环保岛、

气力输送等全过程烟气处理能力的龙净环保，积极开拓冶金、石化

等行业烟气治理工程的德创环保。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达预期风险；政策执行不达预期风险；钢铁

企业业绩大幅波动造成超低排放改造进度不达预期风险；相关上市

公司业绩不达预期风险；大盘系统性风险。 

 

 

重点关注公司及盈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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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 股票 2018-05-15  EPS   PE  投资 

代码 名称 股价 2017 2018E 2019E 2017 2018E 2019E 评级 

002573.SZ 清新环境 15.04 0.72 0.88 1.11 20.89 17.09 13.55 买入 

600388.SH 龙净环保 14.95 0.68 0.76 0.84 25.53 19.76 17.84 未评级 

603177.SH 德创环保 17.51 0.19 - - 92.45 - - 未评级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国海证券研究所（注：龙净环保盈利预测取自万得一致预期，德创环保暂无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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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组介绍】  
  
谭倩，8 年行业研究经验，研究所副所长、首席分析师、电力设备新能源组长、环保公用事业组长、主管行业公司研

究，对内创新业务。水晶球分析师公用事业行业公募机构榜单 2016 年第三名、2014 年第五名，2013 年第四名。 

任春阳，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硕士，1 年证券行业经验，2016 年进入国海证券，从事环保行业上市公司研究。 

赵越，工程硕士，厦门大学经济学学士，3 年多元化央企战略研究与分析经验，2016 年进入国海证券，从事环保行业

及上市公司研究。  

【分析师承诺】 

 
谭倩，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

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

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国海证券投资评级标准】 

行业投资评级 

推荐：行业基本面向好，行业指数领先沪深 300 指数； 

中性：行业基本面稳定，行业指数跟随沪深 300 指数； 

回避：行业基本面向淡，行业指数落后沪深 300 指数。 

股票投资评级 

买入：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 20%以上； 

增持：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卖出：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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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应当认识到有关本报告的短信提示、电话推荐等只是研究观点的简要沟通，需以本公司的完整报告为准，本公司接

受客户的后续问询。 

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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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合法获得的相关内部外部

报告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其中的信息已做最新变更，也不保证相关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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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和征价。

本公司及其本公司员工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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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或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

报告中所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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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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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在决定投资前，如有需要，投资者务必向本公司或其他专业人士咨询并谨慎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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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投资者务必注意，其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本公司

员工或者关联机构无关。  

若本公司以外的其他机构（以下简称“该机构”）发送本报告，则由该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通过此途径获得本

报告的投资者应自行联系该机构以要求获悉更详细信息。本报告不构成本公司向该机构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 

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

亦不为该机构之客户因使用本报告或报告所载内容引起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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