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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行业证券研究报告 

评级：看好 

——环保行业周报（2018.7.2-2018.7.8） 

投资观点： 

7 月 3 日，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的总体思路、基本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提出了打赢蓝天

保卫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对此，我们有四点解读： 

（1）深化工业污染治理，钢铁行业先行开展超低排放改造。《行动计划》

要求重点区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全面

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推动实施钢铁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钢铁

超低排放改造有望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2）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中大型锅炉实施超净排放改造。重点区域

燃煤锅炉的淘汰力度更大，对燃气锅炉和生物质锅炉也提出更明确的要

求，我们认为工业锅炉治理市场将显著受益。 

（3）VOCs 污染物的重视程度提高，相关治理和监测市场有望提振。《行动

计划》提出重点区域 VOCs 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研究将 VOCs 纳入环境保护

税征收范围。随着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浓度得到一定控制，VOCs

有望成为防控的重点，相关治理需求将进一步释放。 

（4）随着监测网络不断完善，监测要求更为严格，大气监测需求将持续提

升。一方面，将加强区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建设，2020 年底前，东

部、中部区县和西部大气污染严重城市的区县实现监测站点全覆盖；另一

方面，将督促重点污染源企业安装烟气排放自动监控设施。 

本周，建议从三方面配置：1）“十三五”期间垃圾焚烧 CAGR 有望超 20%，

建议关注业绩高增长、现金流充裕标的伟明环保，稳定增长、低估值标的

瀚蓝环境；2）环卫市场化提速，推动订单放量，建议关注订单高增、现金

流稳健标的龙马环卫；3）监测板块，大气提标，环保机构垂直管理改革，

环保税、环保督查等制度提升监测景气度，建议关注龙头聚光科技。 

行情回顾：上周，首创环保板块下跌了 4.84%（流动市值加权），跑输上证

综指(-3.52%)和创业板指(-4.07%)。子版块涨跌幅分别为：大气+0.58%，

节能 -1.55%，监测 -1.78%，再生资源 -3.89%，固废 -6.19%，水处理 -

6.30%。个股涨幅前 5 名分别是：绿色动力+20.75%，三维丝+17.84%，科林

环保+13.67%，上海洗霸+9.20%，中电环保+8.53%；个股跌幅前 5 名分别

是：盛运环保-40.99%，兴源环境-40.97%，*ST 凯迪-22.44%，碧水源-

18.38%，中环环保-8.52%。 

风险提示：宏观风险，政策推进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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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投资观点 

1.1 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7月3日，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总体思路、基本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

提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行动计划》提出，

经过3年努力，大幅减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协同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进一步明显降低细颗粒物（PM2.5）浓度，明显减

少重污染天数，明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幸

福感。到202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比2015年下

降15%以上；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2015年下降18%

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0%，重度及

以上污染天数比率比2015年下降25%以上。 

深化工业污染治理，钢铁行业先行开展超低排放改造。《行动计

划》要求重点区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VOCs）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推动实施钢铁等行

业超低排放改造。钢铁超低排放改造有望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根

据2018年5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

案（征求意见稿）》，2020年10月底前，重点区域钢企基本完成

改造，2025年底前，全国具备改造条件的钢企力争实现超低排放。 

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中大型锅炉实施超净排放改造。《行

动计划》要求重点区域基本淘汰每小时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每

小时65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全部完成节能和超低排放改造，燃气

锅炉基本完成低氮改造，城市建成区生物质锅炉实施超低排放改

造。重点区域燃煤锅炉的淘汰力度更大，对燃气锅炉和生物质锅

炉也提出更明确的要求，我们认为工业锅炉治理市场将显著受益。 

VOCs污染物的重视程度提高，相关治理和监测市场有望提振。

《行动计划》提出重点区域VOCs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研究将VOCs

纳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制定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

刷等VOCs排放重点行业和油品储运销综合整治方案，2020年，

VOCs排放总量较2015年下降10%以上。随着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颗粒物浓度逐步得到控制，VOCs作为PM2.5和臭氧的前体物，有

望成为防控的重点，相关治理需求将进一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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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环境监测监控网络，强化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一方面，将

加强区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建设，2020年底前，东部、中

部区县和西部大气污染严重城市的区县实现监测站点全覆盖；另

一方面，督促重点污染源企业安装烟气排放自动监控设施，排气

口高度超过45米的高架源、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工业涂装等

VOCs排放重点源，均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2019年底前重点区

域基本完成，2020年底前全国基本完成。随着监测网络不断完善，

监测要求不断提升，大气监测需求将持续提升。 

1.2 投资建议 

长期来看，我国生态环境仍处于持续修复期，压力和任务仍较重，

生态环保领域是政府关注的重点，政策不断出台，因此行业发展

的空间和动力充足。后续我们更需关注地方政府去杠杆的节奏、

融资政策的变化、价格改革政策的落实等方面。 

本周，建议从三方面配置：1）“十三五”期间垃圾焚烧CAGR有

望超20%，建议关注业绩高增长、现金流充裕标的伟明环保，稳

定增长、低估值标的瀚蓝环境；2）环卫市场化提速，推动订单

放量，建议关注订单高增、现金流稳健标的龙马环卫；3）监测

板块，大气提标，环保机构垂直管理改革，环保税、环保督查等

制度提升监测景气度，建议关注龙头聚光科技。 

2 行情回顾  

上周，首创环保板块下跌了4.84%（流动市值加权），跑输上证

综指(-3.52%)和创业板指(-4.07%)。子版块涨跌幅分别为：大气

+0.58%，节能-1.55%，监测-1.78%，再生资源-3.89%，固废-

6.19%，水处理-6.30%。上周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大气板块跑赢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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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环保板块市场走势  图 2：总体及子版块周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研发部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研发部 

从个股来看，涨幅前5名分别是：绿色动力+20.75%，三维丝

+17.84%，科林环保+13.67%，上海洗霸+9.20%，中电环保+8.53%；

个股跌幅前5名分别是：盛运环保-40.99%，兴源环境-40.97%，

*ST凯迪-22.44%，碧水源-18.38%，中环环保-8.52%。盛运环保

受到期债务未能清偿、大股东质押股票跌破平仓线，银行账户被

冻结等一系列负面消息影响，股价大幅下挫。 

图 3： 周涨幅前 5的个股（%） 图 4：周跌幅前 5的个股 （%）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研发部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研发部 

估值方面，环保（中信）市盈率（TTM）均值为24.92倍，下跌了

6.47%，相对上证指数的估值溢价降至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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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环保板块估值情况（市盈率 TTM）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研发部 

3 行业新闻回顾 
 

分类 标题 内容 

大气 

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来源：中国政府网） 

7 月 3 日，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总体思路、基本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

提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行动计划》提出，经

过 3年努力，大幅减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协同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进一步明显降低细颗粒物（PM2.5）浓度，明显减少重污

染天数，明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幸福感。到

202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比 2015年下降 15%以

上；PM2.5 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 2015 年下降 18%以上，地

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8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

数比率比 2015年下降 25%以上。 

固废 

6 月固废市场：落地数量再

创新高，环卫项目占据半

壁江山 

 

（来源：E20 研究院） 

据中国固废网不完全统计，6 月落地的固废项目达 260个，项目个

数相比 5 月增加 60.5%，领域涉及环卫保洁（115个）、环卫一体

化（34个）、垃圾分类（34 个）、建筑垃圾（30 个）、垃圾处理

（24个）、土壤修复（8个）、餐厨垃圾（7个）、危险废物（6

个）以及综合处理（2个）。 

从区域上看，全国固废项目遍地开花，除青海、贵州、黑龙江、西

藏以及雄安新区外，全国其他区域均有固废项目落地。自 2018年 3

月起，河南开始大规模实施环卫市场化，本月共落地 26 个固废项

目。值得一提的是，6月还有两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分别落地越南

和印度尼西亚。 

环卫项目持续走热，占比过五成。继 5月落地的环卫保洁项目高达

75 个后，6月落地的环卫保洁项目更高达 115 个，占总落地项目数

量的近一半，市场普及也日趋广泛。广东落地 19个项目、河南落

地 11 个项目、安徽落地 10个项目，成为环卫保洁项目数量落地的

前三甲区域。 

光大国际斩获 13个项目，成为本月中标项目数量最多的企业，包

括 9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2 个餐厨垃圾处理项目、1个危废处理

项目和 1 个综合处理项目，涉及总金额高达 47.61 亿。另外还有启

迪桑德（12个），侨银环保（6个），龙马环卫（5个），永清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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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3 个），中国天楹（3个）中标项目数居前。 

水泥企业布局环保激发行

业新动能 

 

（来源：北极星固废网） 

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已建成水泥窑协同处置线约 80 条，占水

泥生产线比例 5%左右。其中，生活垃圾处置线 43条，年处置能力

约 500万吨；污泥处置线 24 条，年处置能力约 195万吨；具有水

泥窑协同处置危废资质的企业 30 家，核准年处置能力约 152万

吨；在建和拟建的水泥窑协同处置线还有 90多条。 

其他 

生态环境部举行 6月例行

新闻发布会 

 

（来源：生态环境部） 

6 月 29日，生态环境部举行 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

负责人通报了近期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进展，并回答了记者关注

的问题。主要内容涉及： 

近期生态环境部几项重点工作：1. 黑臭水体专项行动第一批督

查：现场督查发现 242 个未上报的黑臭水体，主要问题包括控源截

污不到位、底泥污染未得到有效解决、沿河倾倒垃圾问题突出等；

2.“绿盾 2018”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生态环境部已分 3

批下发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地的重点（疑

似）问题清单，主要包括违法建设采石场、工矿用地、能源设施以

及核心区缓冲区的旅游和水电设施等。 

清废行动主要成果：现场督查阶段共排查了 2796 个堆存点，发现

了 1308个问题。一是从堆存物质来看，最大比例的是生活垃圾和

建筑垃圾的混合物，总共发现了 848 个堆存点，占总量的 64.8%，

性质最严重的危险废物有 58 个，占了 4.4%。二是从地域来看，湖

北、江西相对比较多，1300多个问题当中湖北 386 个，江西 336

个，占总量的一半左右。三是有些堆存点数量相当巨大，超过 100

万吨的堆存点有好几处。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首创证券研发部 

4 公司公告回顾 

博世科：上半年业绩增长87.82%-117.08% 

博世科2018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50万元–

115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7.82%-117.08%，报告期内公司围

绕年度经营计划，稳步推进市场拓展、项目建设、技术研发、成

本管控等各项工作，环境实体业与环境服务业协同发展，全产业

链优势凸显，部分在手订单实现业绩转化，主营业务收入实现较

大幅度的增长，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将增加净利润约为290万元。 

上海洗霸：2018年上半年业绩同比增长50%到70% 

上海洗霸预计2018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300万元到485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446万元到1997

万元，同比增加50%到70%。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是国家行业

政策变化、公司的业务稳定增长及公司资金存款收益增长、本期

收到政府补助及公司资金理财收益增加等。 

津膜科技：2018年上半年业绩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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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400万元—600万元，较同期扭亏为

盈，报告期各项工程和销售业务推进正常，成本控制较为严格，

销售毛利率有所提高。全资子公司甘肃金桥水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并入利润表，盈利较为理想，其他子公司的经营业绩也较上

年同期有所增加，影响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约为253.25万元。 

中金环境：2018年上半年业绩同比增长25%-45% 

中金环境2018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2亿元-

3.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45%。与上年同期相比，环保咨

询与设计业务新增多地布局，已全面覆盖京津冀、广东、广西、

云南、河南、陕西、安徽等地，业务南北呼应，资源共享，对公

司业绩有积极影响；新增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金泰莱危废

处置业务市场开拓顺利，盈利情况较好，对业绩有较大贡献；制

造板块泵产品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带动业绩同步提升。 

碧水源：2018年上半年扣非业绩同比增长5%-35% 

碧水源2018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7亿元-

4.3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6.85%-18.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37亿元-4.33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5%-35%。随着公司签订的优质项目增多并逐步落地与实施，

2018年上半年销售收入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相应的业绩与效益保

持了较快增长。 

环能科技：2018年上半年业绩同比增长67.57%-94.17% 

2018年上半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00万元-730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7.57%-94.17%，业绩变动的原因：（1）

黑臭水体、海绵城市、绿色工业等以环保效果为导向的治理需求

持续释放；（2）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3）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坏账准备计提较去年同期下降。 

万邦达：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 

公司于2018年7月2日收到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杜政

修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苏国建先生、副总经理杨帅先生、财务

总监王晓红女士的通知，前述人员于2018年7月2日通过集中竞价

增持了本公司股份，增持均价11元/股，增持数量109.13万股，

增持金额1200.32万元，占公司总股份数的比例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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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园林：中标全域旅游项目，认购PPP项目私募投资基金 

东方园林中标那坡县全域旅游PPP项目，项目总投资6.16亿元，

建设内容包括景区的景观绿化提升和道路提升、隆平河及百办河

河道治理、者利河河道治理及景观提升、游客集散中心、城市品

牌营销等内容，合作期15年，采用BOT模式，社会资本方持股比

例70%。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6244万元认购中冶建信投资基金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管理的中冶建信鱼梁洲环岛景观带PPP项目私募投资基

金，占本基金总规模的50%。本基金主要通过股权形式投资于鱼

梁洲项目SPV公司，专项用于鱼梁洲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

维护。 

龙马环卫：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白云龙先生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

五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 

3.75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125%，且减持数量不超过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25%。 

龙净环保：大股东计划增持 

公司第一大股东龙净实业集团及其关联方拟通过其自身证券账户

或其成立信托计划等方式自公告之日起在6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

增持龙净环保股份不高于2138万股，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2%。 

汉威科技：收到政府补助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汉威智源及汉威公用下属子公司分别收到

了政府专项资金，共计1.81亿元。预计上述事项对公司2018年净

利润影响的金额约为300万元。 

绿色动力：投资登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BOT项目 

公司投资登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BOT项目，日处理生活垃圾总

规模为1050吨/天，其中一期700吨/天，二期350吨/天，主要焚

烧工艺为机械炉排炉技术，本项目总投资约为5.5亿元，一期投

资约为3.75亿元，2年建设期，商业运营期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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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明环保：签署奉新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公司签署《奉新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本项目包

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农林垃圾处理、餐余垃圾处理、污泥处

理和一般工业垃圾处理，总处理规模为900吨/日。一期总投资约

为2.30亿元，公司以自有资金不超过1亿元投资于本项目，特许

经营期限为30年（含建设期）。 

首创股份：中标淮安市淮安区黑臭水体综合整治PPP项目 

公司中标淮安市淮安区黑臭水体综合整治PPP项目，包含两个子

项目，子项目一:拟对辖区范围内市级核查确定的15条河流、排

沟以及3个湖、池塘进行综合整治，实施内源治理、控源截污、

护砌护坡、岸带绿化、生态修复、城区污水管网完善等工程；子

项目二:新建污水处理厂一座，暂采用倒置A2/O处理工艺，设计

规模为4万吨/日。合作期限为28年(其中建设期3年，运营期25

年)，动态总投资16.25亿元。 

5 风险提示 

宏观风险，政策推进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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