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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关注商业模式通顺、资本金内生能力强的运

营类龙头 

增持（维持） 

 

建议关注：国祯环保、瀚蓝环境，伟明环保、中金环境、东江环保，蓝焰
控股 

 核心观点：去杠杆，关注资本金生成能力！ 

 中报季：全行业受融资的影响已经在业绩得到体现（投资驱动前端利润
模式）目前运营类的公司业绩韧性较强。1、商业模式通顺，消费属性！
项目易获取贷款。发改委 943 文理顺付费机制，付费进一步传导至 to C，
to B。污水费已经征收，垃圾处理费按照当前政府付费标准分到每户月
11 元，按月可支配收入 3000 元、每户 2 人劳动力算，占比不到千分之
2。2、没有资本金内生问题。前期项目有充足资产沉淀，提供稳定现金
流入，支撑未来资本开支。资本金对外融资依赖度小，不受去杠杆影响。 

 我们从 2017 年建立行业首个基于宏观的研究框架“剪刀差”体系以来，
多次明确提出：从融资能力和财政支付两个痛点把握行业（其本质是订
单落地），并关注行业格局变化，一场供给侧改革！ 

 环保的投资逻辑链：行业政策－空间－订单－业绩。当前痛点在于订单
落地到业绩转化的确定性，主要影响因素有 3：1）项目质量，挂钩获
取贷款能力。2）资本金产生能力。资本金需求扩大是去杠杆趋势下的
必然，资本金产生看公司模式和能力。3）运营能力，挂钩长期份额竞
争力。 

 从模式上可以把环保公司分为三种。1）投资驱动工程利润。2）投资驱
动运营利润。3）提供设备工程服务。其中：模式 2 有运营资产积淀的
公司。经营现金流持续累积，支持再投资实现内生成长！危废作为景气
度不断提升的子行业，建议重点关注。模式 3 设备与解决方案公司。现
金流的优劣代表了公司的议价能力。 

 本周行业要闻：1）生态环境部通报 2018-2019 年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
强化督查工作进展；2）国务院办公厅成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
防治领导小组；3）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全面加强生态环保，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4）生态环境部与国家认监委：严打生态环境监测数据
弄虚作假；5）第十四届“中国机械工业百强、汽车工业三十强企业信息
发布会”召开，南方中金环境入榜 2017 年中国机械工业百强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政策推广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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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Yemei] 行业跟踪周报 
 

1.   最新观点 

1.1.   宏观视角理解行业本质，重视模式 2：运营现金流推动资本金增厚！ 

核心观点： 

 环保的投资逻辑链：行业政策－空间－订单－业绩。行业发展和公司业绩释放的痛点在

于订单落地到业绩转化。而市场担忧的融资问题，其实分为两点。1、资本金问题，2、贷款

问题。其中，资本金需求扩大是去杠杆趋势下的必然，资本金产生看公司模式和能力，而贷

款能力看项目质量为主。央行扩大 MLF 担保品范围，本质上是对绿色贷款，绿色债的一种预

期稳定。 

 我们从 2017 年建立行业首个基于宏观的研究框架“剪刀差”体系以来，多次明确提出：从

融资能力和财政支付两个痛点把握行业（其本质是订单落地），并关注行业格局变化，一场供

给侧改革！ 

 估值集体回落，有没有可以关注的方向？关注业绩确定性，可拆分为三要素 1、项目质量，

挂钩获取贷款能力。2、资本金产生能力。3、运营能力，挂钩长期份额竞争力。 

 目前哪些可以关注？从模式上可以把环保公司分为三种。1、投资驱动工程利润。2、投资

驱动运营利润。3、提供设备工程服务。其中： 

1）模式 2 公司若已经积淀了较为充实的运营资产，最符合三要素标准。怎么理解？1）项目

质量，运营项目收益率和付费模式通顺，水务 to c，垃圾部分 to c，危废 to b，环卫是降低存

量财政支出。2）资本金产生能力，随着运营期增加运营现金流不断增加。3）运营体系成熟，

未来按效付费，竞争力提升。 

2）本质上，资本金的充实度意味着不依赖外部融资的内生成长能力。模式 3 的公司，现金流

优质意味着对上下游议价能力的优势。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政策推广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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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Yemei] 行业跟踪周报 
 

2.   本周报告 

2.1.   公司点评：国祯环保——中报业绩超市场预期，资本金投入保障全年业

绩高增长 

投资要点： 

 事件：公司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2018 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1.24-1.42 亿，同比

增长 105%-135%。 

 工程+运营业务齐发力，中报业绩超市场预期：根据公司公告，伴随着在手项目稳步推进

与实施、水环境运营类项目运营规模增长，上半年运营服务收入与工程建造服务收入增长明显，

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1.24-1.42亿（非经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约110万元），同比增长105%-135%，

超出市场预期。根据公司 2017 年年报，运营收入为 9.63 亿，占比营收总额为 36.64%；贡献

毛利约为 3.76 亿，占比毛利总额为 57.49%，今年伴随在建项目（新建+改造，且地方政府均

有保底水量承诺）逐步投产，预计运营收入仍将实现稳定高速增长！根据我们的测算： 

 资本金投入有保障，项目推进和业绩释放可期：假设公司全年需完成 30 亿项目投资，资

本金占比为 25%，对应资本金投入为 7.5 亿元；工程项目以 EPC 为主，且按照项目进度付款，

因此假设工程项目资本金投入为 2 亿元，加总后资本金投入需求为 11 亿；2017 年公司经营性

净现金流为 3.82 亿，且截至 2018 年一季度末公司在手货币资金 7.64 亿，考虑到公司目前负债

以银行贷款为主，股权、ABS（在手大量污水处理厂项目）等其他融资手段尚未启用，资金层

面保障项目推进和业绩释放可期。 

 再次强调核心逻辑：在 PPP 公司普遍受到市场质疑的形势下，【国祯环保】作为稀缺民

营运营公司，核心竞争力彰显。1、自上而下：环保行业当前 2 痛点，融资和财政支付，融资

改善预期提升，选择项目确定性强，支付有保障的公司获得超额收益！国祯环保布局污水处理

与黑臭水布局领先，污水处理有现金流，黑臭水十条考核项目刚性。2、行业供给侧改革，运

营能力是核心竞争力之一。未来的市政环保 ppp 按效付费，公司运营实力雄厚经验丰富，受益

于市场格局改善。3、扩张痛点比拼资本实力。公司有运营现金流支撑，年报还原的真实现金

流净利润 1.5 倍以上，且具资产证券化多次发行的经验，现金流＊n 值得期待！结论：业务扎

实布局，现金流支撑发力，业绩三年复合增长 50%，2018 年 PE 为 18 倍。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 EPS 分别为 0.53、0.77、1.13 元，对应 PE

分比为 18、12、8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在手水厂建设进度不达预期、在手工程项目建设进度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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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Yemei] 行业跟踪周报 
 

2.2.   公司点评：高能环境——土壤修复订单加速落地，工程+运营全年业绩高

增长可期 

投资要点： 

 事件：公司公告，中标原民乐铬盐厂旧厂区铬污染场地及铬渣场土壤修复项目（第一标段），

中标金额为 1.13 亿元，工期为 407 天。 

 土壤修复订单加速落地，新签总额占比去年全年超过 60%：根据公司公告，中标原民乐

铬盐厂旧厂区铬污染场地及铬渣场土壤修复项目（第一标段），中标金额为 1.13 亿元，工期

为 407 天。根据我们的统计，今年以来仅公司公告的修复项目，合计金额已经达到 6.43 亿，

占比去年全年修复订单总额（10.45 亿）为 61.53%，考虑到以往下半年落地的项目金额占比全

年要达到三分之二，预计今年公司土壤修复订单总额有望超过 2016 年的峰值（15 亿左右）。

公司中报业绩预告显示，工程、运营业务齐发力，预计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1.40-1.60 亿，

同比增长 112%-142%，超出此前市场预期，在订单落地加速、订单总额有望超预期的形势下，

预计今年公司业绩增长将维持良好态势。 

 实际控制人数轮增持+承诺保底，彰显对公司发展十足信心：公司公告，实际控制人李卫

国先生拟对公司已经实施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产生亏损的部分进行保底，即到 2019 年 6 月 28

日，公司员工持有的通过激励计划买入并已经解锁的公司股票对应市值低于其买入该部分股票

总成本的差额部分，由实际控制人全额现金补偿，补偿资金来源于实际控制人的自有资金（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复权后 7.01 元/股、预留部分股权授予价格为复权后 8.30 元/

股）。2017 年底至今，实际控制人及公司高管团队累计增持 11 轮（实际控制人增持金额合计

0.62 亿），充分彰显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我们预测公司 2018-2020 年实现 EPS 0.44、0.51、0.66 元，对应 PE 

20、18、14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土壤修复项目拓展低于预期；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进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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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司点评：蓝焰控股——中报业绩符合预期，作为上游气源有望获益终

端提价 

投资要点： 

 事件：公司发布中期业绩预告，2018 年上半年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2.90-3.50 亿，同比增

长 16%-40%。2）北京市发改委发布《关于调整本市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自 7 月

10 日起，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上调 0.35 元/立方米，一般生活用气、壁挂炉采暖用气、

农村煤改气按照三档实施阶梯定价。 

 燃气销售+气井工程业务齐发力，中报业绩符合预期：根据公司公告，预计 2018 年上半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2.90-3.50 亿，同比增长 16%-40%，增长主要来自于燃气销售+气井工程：1）

煤层气市场整体表现良好，煤层气销售价格同比有所提升；2）公司的气井建造工程收入同比

亦有所增加；3）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强内部管控，积极采取措施强化成本控制，推动了主营业

务盈利水平的提升，总体来看，业绩增速符合市场预期。 

 北京市上调气价释放积极信号，公司作为上游气源标的有望获益：根据北京市发改委发布

的《关于调整本市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自 7 月 10 日起，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

价格上调 0.35 元/立方米，一般生活用气、壁挂炉采暖用气、农村煤改气按照三档实施阶梯定

价。 

1）此次终端提价是顺应此前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理顺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的通知》的要求，

自 6 月 10 日起实现居民与非居民用气价格机制衔接，今年上调幅度不超过 0.35 元/方，实现

了门站价到终端销售价的顺价过程。2）对一般市民家庭来说，此次气价调整总体影响不大。

按目前北京市普通居民用户一般生活用气每户每月 10.9 立方米的用气量测算，此次价格调整

后，每户每月平均大约要多花 3.8 元。同时，为减轻气价调整对居民分户自采暖用户的影响，

对于壁挂炉自采暖用户和农村“煤改气”用户，气价上调后，补贴标准也相应上调 0.35 元/方，

相当于与调价前相比并没有涨价。3）北京市率先进行终端气价调整具备显著示范意义，预计

后续全国范围内其他城市会陆续完成终端气价调整，受到天然气门站价格和终端价格上调的影

响，公司作为非常规天然气，也存在调价预期，目前煤层气销售价格主要由其与管网公司协商

确定，调价落实后预计公司今年有望迎来量价齐升的有利局面。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考虑到新区块投产和老区块增产进展存在不确定性，我们预计公司

18-20 年 EPS 分别为 0.67、0.80、0.99 元，对应 PE 分别为 16、13、11 倍，维持公司“买入”

评级。 

 风险提示：宏观层面：经济下行降低终端用户需求，煤层气销量增速不达预期；行业层面：

天然气价格下降导致煤层气售价降低；销售补贴及增值税退税政策发生变化；公司层面：管网

建设进度不达预期；气井工程业务进展不达预期；新区块获取进度慢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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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业要闻 

3.1 生态环境部通报 2018-2019 年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工作进展（生态环境部） 

7 月 9 日是 2018-2019 年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工作第二轮和第三轮的交接日，督

查组按照工作方案要求，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 个县（市、区）进行督查，发现涉气环境问

题 64 个。 

检查清单内涉气“散乱污”企业 1149 家，发现整改不到位问题 4 家，占比为 0.3%；发现清

单外涉气“散乱污”企业 2家。检查清单内应淘汰燃煤锅炉企业 321家，未发现拆除不到位问题；

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3 台。检查发现工业企业未安装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问题 7 个、工业

企业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问题 6 个、VOCs 整治不到位问题 12 个、工业粉尘无组织

排放问题 3 个、露天矿山未落实减尘抑尘措施问题 1 个、建筑工地扬尘管理问题 6 个、物料堆

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问题 16 个、其他涉气环境问题 4 个。 

3.2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通知：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北极星环保网）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出《关于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经验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单位认真组织好浙江经

验的学习推广工作，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打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仗。 

通知强调，要加快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各项措施，以村容村貌整治提升、生活垃圾

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为重点，制定计划，明确要

求，强化责任监督，确保任务落实。各省、区、市在出台省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后要

抓紧细化三年行动计划。 

3.3 国务院办公厅成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北极星环保网） 

为推动完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将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调整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其主

要职责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组织推进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统筹研究解决区域大气环境突出问题；研究确定区域大

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和重点任务，指导、督促、监督有关部门和地方落实，组织实施考评奖惩；

组织制定有利于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重大政策措施，研究审议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相关规划

等文件；研究确定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相关政策措施，组织实施重污染天气联合应对工作。 

3.4 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全面加强生态环保，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国大气网）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栗战书委员长所作的全

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执法检查组的工作，一致赞成执法检查报告，同意报告对贯彻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法、打赢蓝天

保卫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肩负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全面有效实施的光荣使命，要充分发

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以法律的武器治理污染，用法

治的力量保护生态环境，为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贡献。 

3.5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认监委：严打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中国水网）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认监委将联合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机动车检验机构等环境监测数据弄

虚作假行为进行联合打击。两部门将在全国抽取 100 家左右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和 100 家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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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机构开展专项检查。同时,生态环境部还将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一起联合打假。生态

环境部与国家认监委称,对此次检查发现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和人员存在监测不规范或弄虚作假

等违法违规情况的,视情形给予告诫、责令改正、责令整改、罚款或撤销资质认定证书等处理,

并共同通报检查结果。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予以处理。 

3.6 第十四届“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信息发布会”召开（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18 年 7 月 13 日，第十四届“中国机械工业百强、汽车工业三十强企业信息发布会”在山

东临沂市召开。会上公布了 2017 年中国机械工业营业收入百强企业名单，南方中金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获得殊荣，位列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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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重要公告 

表 1：公司重要公告 

类型 日期 公司 公告内容 

中标 

7.9 东方园林 

公司收到《成交通知书》，确认公司为大悟县高店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 PPP 项目（以

下简称"本项目"）的中标联合体（牵头人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

成员中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

80,188.29 万元；建设内容：本项目主要分为景观工程和水利工程。景观工程主要建

设都市休闲区、绿色乐居区、风情水街区、乡野田园区，水利工程分为防洪工程、

蓄水工程和水质维护工程；合作期限：15 年（其中建设期 3 年，运营维护期 12 年）；

本项目拟采用 BOT 模式；持股比例：政府方代表股权比例为 20%，社会资本方股权

比例为 80%。 

7.10 东方园林 

公司于近日收到河南省卢氏县水利局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卢氏县城区

水生态建设提升工程 PPP 项目的中标联合体。项目总投资 145,605.16 万元，总体合

作期限 18 年，项目整体建设期 4 年，采用"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维护移交一体化"

的运作方式，政府方代表股权比例为 10%，社会资本方股权比例为 90%。 

7.11 高能环境 

公司收到招标人民乐县土壤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

司为"原民乐铬盐厂旧厂区铬污染场地及铬渣场土壤修复项目"中标单位。中标金额

人民币 11250.6 万元。 

7.11 盛运环保 

公司已经与川能集团就公司部分项目建设问题与各当地政府协商，并就：宣城中科

环保电力有限公司项目、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项目、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

公司项目、海阳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项目签订相应协议。 

7.11 博天环境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联合体确定为中山市中心组团黑臭水体整治提升

工程 EPC+O 项目工程的中标人。中标价为 95,062.75 万元。施工图设计及建设周期

为 18 个月，运营期为 5 年。合作模式为 EPC+O 模式，即设计、采购、施工+运营。 

7.12 东方园林 

公司近日收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

公司为六盘水"216"开放式扶贫试验区钟山战区木果镇美丽乡村建设PPP项目的中标

联合体，联合体成员为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中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 152,797.22 万元，合作期限 12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运营维护期 10 年），

项目拟采用 BOT 的运作模式，政府方代表股权比例为 10%，社会资本方股权比例为

90%。 

7.12 京蓝科技 

公司下属公司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收到山东正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发出的

《中标通知书》，确定京蓝沐禾（联合体牵头人）与北京奥特美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体成员）组成的联合体为"东阿县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水肥一体化建设项

目（PPP）"的中标方。中标价格 55,000 万元；资本金收益率 7%；项目合作期限为

22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20 年。 

 

 

 

 

 

 

 

 

7.9 碧水源 

公司副董事长刘振国先生于 2018 年 7 月 5 日向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质押所持公司

股份的 105.18 万股。截至本公告日，刘振国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424,996,847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3.49%；其中本次质押股份 1,051,803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0.25%，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累计质押股份 84,821,125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的 19.96%，占公司总股本的 2.69%。 

7.9 东方园林 

公司控股股东何巧女女士将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1,510 万股公司股票进行质押。何

巧女女士共持有本公司 1,113,789,413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1.52%。截至公告

披露日，其所持有公司股票累计质押股份数为 785,959,379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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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 70.57%，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9.30%，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巧女女士和唐凯先生

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占其持股总数的 59.78%。 

7.9 碧水源 

公司控股股东文剑平先生将其于 2017 年 7 月 6 日办理的 3,800 万股质押股份办理了

解质押手续；并向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补充质押其所持公司股份 1,200 万股。

截至本公告日，文剑平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71,746.6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77%；

其中本次质押股份 1,200 万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1.67%，占公司总股本的

0.38%；累计质押股份 37,187.76 万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51.83%，占公司总股

本的 11.80%。 

7.9 润邦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近日将 2017 年 11 月 13 日质押的 78,000,000 股

公司股份和 2018 年 7 月 6 日质押的 5,000,000 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截至公

告披露日，威望实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92,303,8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47%。

威望实业已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 191,168,898 股，累计质押股份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28.43%，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65.40%。 

7.10 中环装备 

合计持股 5%以上一致行动人之一中科坤建于 2018 年 7 月 9 日，将持有的部分公司

限售股份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补充质押，将 200 万股补充质押给信达证券，

质押期限为 2018 年 7 月 9 日 

7.10 兴源环境 

公司控股股东兴源控股持有部分股份被补充质押，2018年 7月 6日，兴源控股将 1,000

万股（分 600 万股、400 万股两次）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7 月 9 日，兴源控股将 468.14

万股（分 312 万股、156.14 万股两次）质押给兴业证券，将 600 万股质押给中信证

券；本次质押合计 2,068.14 万股。截至公告披露日，兴源控股持有公司 35,851.673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38%；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250,115,064 股，占

兴源控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69.76%，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23.98%。 

7.10 格林美 

公司控股股东汇丰源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质押，将 3,930 万股质押给国

泰君安证券，质押开始日为 2018 年 7 月 6 日，到期日为 2019 年 7 月 5 日。截止本

公告日，汇丰源持有公司股票 4.745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 12.44%；累计质押股份数

为 2.587 亿股，占其所持股份的比例为 54.5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6.78%。 

7.10 中国天楹 

公司大股东南通乾创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将质押给中信证券的 2515 万股股票提前购

回并办理了解质押手续，质押开始日期为 2017 年 6 月 15 日。截至本公告日，南通

乾创共持有公司股份 39988.931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9.59%，所持股票均为无限售

流通股，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35072.993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95%。 

7.11 碧水源 

公司控股股东文剑平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将 2500 万股质押给中信

建投证券，占所持股比例为 3.48%。将 3900 万股质押给海通证券，占所持股比例为

5.44%。截至本公告日，文剑平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7.175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77%；其中本次质押股份 6400 万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8.92%，占公司总股

本的 2.03%；累计质押股份 4.36 亿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60.75%，占公司总股

本的 13.84%。 

7.11 格林美 

汇丰源于 2018 年 7 月 11 日将其持有的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

部分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办理了提前购回解除质押手续，质押开始日为 2017 年 7 月

24 日。本次解除质押 37,00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7.80%。本次解除质押

后，汇丰源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221,661,2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46.71%，占

公司总股本 5.81%。 

7.12 蒙草生态 
王召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 22,000,000 股股票补充质押给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9%；同时将其质押给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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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00,000 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延期购回手续，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6.32%。截

至本公告日，王召明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72,643,52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23%；

本次补充质押后，累计质押股份 223,570,000 股，占王召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9.99%，占公司总股本的 13.94%。 

7.12 新界泵业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佩华女士将其通过欧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部分

股份办理了股份质押，将 18,000,000 股公司股份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温岭支行，本次质押占其所持股份的 18.75%。截至本公告日，杨佩华女士通过欧豹

国际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96,00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8.63%，其所持有公司

股票累计质押股份数为 69,9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72.81%，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的 13.56%。 

7.12 兴源环境 

公司控股股东兴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2018 年 7 月 11 日将

4,376.7136 万股公司股份办理质押手续，本次质押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12.17%。截

至公告披露日，兴源控股持有公司 359,679,1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49%；所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293,882,200 股，占兴源控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81.71%，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28.18%。 

7.12 天壕环境 

公司控股股东天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2,223 股公

司股份办理了解质押，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12.99%；将其所持有的 2008 万股公司

股份质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质押占其所持股份的 11.73%。截

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天壕投资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171,126,166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9.44%；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62,489,997 股，占天壕投资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94.95%，占公司总股本的 18.46%。 

7.12 嘉化能源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将质押给中诚信托

5,196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解除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 3.50%；2018 年 7 月 11

日，嘉化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 7,50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北方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截止公告日，嘉化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01,389,604 股（其中 582,391,692

股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8,997,912 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限为自新增股份

登记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51%，嘉化集团、实际控制人管建忠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韩建红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27,765,1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29%。本次嘉化集团质押的 75,00 万股，占嘉化集团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12.47%，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5%。嘉化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

为 363,783,5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60.49%，占公司总股本的 24.51%。公

司实际控制人管建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韩建红女士合计持有公司 26,375,499 股，

均不存在质押的情况。 

7.13 碧水源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接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

副董事长刘振国先生的通知，获悉刘振国先生将所持有本公司的 2,180,556 股质押给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质押开始日为 2018 年 7 月 12 日，质押到期日为 2018 年 11

月 22 日。截至本公告日，刘振国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424,996,847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3.49%；其中本次质押股份 2,180,556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0.51%，占公

司总股本的 0.07%；累计质押股份 87,001,681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20.47%，

占公司总股本的 2.76%。 

7.13 国祯环保 

近日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安徽国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函告，获悉国祯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安徽国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将 8,640,000 股质押给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质押开始日为 2018 年 7 月 12 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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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到期日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祯集团持有公司股票

217,576,1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56%；其中质押本公司股份 174,401,739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31.71%。 

7.13 金圆股份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于今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函告，获悉

金圆控股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 1415.1 万股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质押开始日为 2018 年 07 月 12 日。截至公告披露日，金圆控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67,707,62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37.46%。金圆控股持有杭州开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1%股权并通过开源资产持有公司股份 407.4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57%。金圆控

股本次质押的股份数为 1415.1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1.98%）。截至目前，金圆控股

累计用于质押的股份合计 144,078,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20.16%。 

7.13 岳阳林纸 

2018 年 7 月 13 日，本公司收到泰格林纸通知，其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行营业部的 4,000万股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已于 2018 年 7月 12日完成

解质。泰格林纸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389,557,0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87%。上述

股份解质完成后，该公司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中剩余被质押股份 15,477 万股，占其持

股总数的 39.73%、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07%。 

7.13 润邦股份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函告，

获悉威望实业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将 2017 年 11 月 13 日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的 7800 万股中的部分股票提前解除质押。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为 250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37%。截至公告披露日，威望实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92,303,88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3.47%。威望实业已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 188,668,898

股，累计质押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28.06%，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64.55%。 

7.13 美尚生态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王迎燕女士的通知，获悉王迎燕女士

所持有本公司的 22,045,794 股已提前解除质押。截至公告披露日，王迎燕女士持有

公司股份 250,479,8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69%。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167,705,10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91%。 

7.13 美晨生态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张磊先生的通知，张磊先生将其

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办理了解除质押、质押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的业务。截至本

公告日，张磊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 388,203,5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72%，

其中，本次股票解除质押 74,339,9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9.15%，占公司

总股本的 5.12%；本次延期股份 20,826,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36%，占

公司总股本的 1.43%；本次补充质押股份 6,2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60%，占公司总股本的 0.43%。本次股票交易完成后，张磊先生处于质押状态的股

份共计 282,063,503 股，占张磊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72.66%，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19.41%。 

 

 

 

 

 

对外投资 

 

 

 

7.10 中原环保 

公司河北天辰、河南润安组成的联合体，投资建设内黄县流河沟及硝河水环境综合

治理工程 PPP 项目。预计总投资 76081.58 万元、合作期限为 17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15 年）。该项目采取政府付费回报机制，中标合理利润率 6.50%。项目

公司注册资本 16737.95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14227.258 万元，占股 85%。 

7.10 中原环保 

公司与河南青联组成的联合体，投资建设上蔡县杜一沟综合治理 PPP 项目。预计总

投资 85301.42 万元，合作期为 20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18 年），该项目采取

政府付费回报机制，中标合理利润率为 6.50%，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17063.39 万元，

其中我公司出资 15357.05 万元，占股 90%。 

7.10 创业环保 控股子公司贵州创业水务所在联合体于日前中标了施秉县县城及乡镇污水处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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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项目，与政府方出资代表联合出资在施秉县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金为 2,985.28 万元，其中政府方出资代表出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占股 3.35%；贵

州创业水务出资 2,856.43 万元，占股 95.68%。 

7.10 深圳能源 

公司拟与龙川县龙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平县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连平县鑫

业城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紫金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深

能河源电力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95%，投资建设河源电厂二期 2×100 万千瓦

燃煤机组扩建工程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899,339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

民币 179,867.80 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7.10 中原环保 
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郑东水务增资 16500 万元，增资完成后，郑东水

务的注册资本将由 3500 万元增加至 20000 万元，公司扔持有其 100%股权。 

7.10 创业环保 

碧水源、本公司、久安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天津市解放南路地区海绵城市建设 PPP

项目中标方。碧水源为联合体牵头人。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19,500 万元，占项目公司

30%股权。 

7.10 旺能环境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旺能环保有限公司为洛阳市餐厨废弃物处理工程 PPP 项目中标

人，该项目餐厨废弃物处理规模为 200 吨/日，报价为 200 元/吨。项目总投资约为

14,012.091 万元，合作模式为 BOT，特许经营年限为 21 年（含建设期，建设期最长

不超过 1 年）。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4670.697 万元，旺能环保以货币方式出资，占注

册资本 100%。 

7.11 中环环保 

2018 年 7 月 11 日，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议通过《关于增资庐江盛运环

保电力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2,100 万元向庐江盛运环保电力有限

公司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庐江电力 23.33%的股权，安徽盛运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庐江电力 76.67%的股权。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7.13 中金环境 

因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拟与沙河市城乡规划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正式

签订《沙河市故河道改造提升工程 PPP 项目合作协议》，现公司拟投资设立 PPP 项

目公司沙河市华帆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建设运行该项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27,496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营

业收入 7.20%。 

7.13 华西能源 

公司拟现金出资 1,990 万元与黔西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华西能航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 PPP 项目公司黔

西华西医疗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本次投资已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7.13 洪城水业 

2018 年 7 月 12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洪城水业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南昌市九

龙湖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情况。估算总投资 45,776.38 万元。 

融资融券 

7.10 博世科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 4.30 亿元，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共计 430 万张，按

面值平价发行。其中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159.91 万张，即 1.5991 亿元，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37.19%；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70.09 万张，即 2.7009 亿元，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62.81%。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为：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236.22 万张、网上投

资者放弃认购 33.87 万张。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以及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

无效认购的可转债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7.10 江南水务 

本公司的 A 股股票"江南水务"自 2018 年 5 月 29 日至 2018 年 7 月 10 日连续 30 个交

易日内有 30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可转债回售条款生效。本次回售价格为 103 元/张，回收期为 7 月 18 日至 24 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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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放日为 7 月 27 日。回售期内可转债停止转股。 

7.11 再升科技 

本次发行数量 114 万张，发行总额为 1.14 万元。按面值平价发行。向原 A 股股东优

先配售 5,281 手，即 528.1 万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63%。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

资者最终配售的再升转债为 98,909 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6.76%；主承销商包销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量为 9,810 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61%。 

7.12 江南水务 

公司的 A 股股票"江南水务"（股票代码：601199）自 2018 年 5 月 29 日至 2018 年 7

月 10 日连续 30 个交易日内有 30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根据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可转债回售条

款生效。回售申报期为 2018 年 7 月 18 日至 2018 年 7 月 24 日；回售价格 103 元人

民币/张（含当期利息）；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 2018 年 7 月 27 日。 

停复牌 

7.9 三聚环保 
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公司自 2018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二）开

市起停牌，并将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二）起复牌。 

7.9 清新环境 
因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司自 2018 年 6 月 19 日开市起停牌。目前相

关事项尚未完成，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二）开市起继续停牌。 

7.9 华西能源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6 月 19 日下午开市起停牌。目前相

关工作暂未完成，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二）开市起继续停牌。 

7.12 东方园林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关联方资产的各项

工作，深入地与潜在交易对手方沟通交易方案的设计，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股份或现

金支付比例，发行股份价格及数量，相关业绩承诺、股份锁定等。鉴于该事项尚存

在较大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7.12 盾安环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鉴于

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股

票将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7.12 永清环保 

截至本公告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在推进中，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

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07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开市起继续停牌。 

7.12 盈峰环境 
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且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7.13 盈峰环境 

由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量较大，相关工作难以在首次停牌后 2 个月内完成。为

确保本次交易事项的顺利进行，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2018 年 7 月 12 日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

案》。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7 月 18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承

诺原则上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 

股东增减

持 

7.11 美晨生态 

公司于 2018 年 07 月 11 日接到张磊先生的通知，获悉其通过深圳证交所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本次增持后，张磊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386,552,5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60%，通过西藏富美投资有限公司（张磊持股 72.1%）持有

公司股份、以及与其一致行动人李晓楠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57,775,247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31.50%。 

7.11 兴源环境 
本次增持前，兴源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358,270,2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35%。本

次增持后，兴源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359,679,1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49%。 

7.12 嘉化能源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年 7月 12日以竞价交易方式，8.754

元/股的价格，增持公司股份 1,000,000 股，增持比例为 0.07%。本次增持后，嘉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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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持有公司股份 601,389,604 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40.51%。 

7.13 美晨生态 

公司于 2018 年 07 月 13 日接到张磊先生的通知，获悉张磊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本次增持后，张磊先生直

接持有公司股票 388,203,5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72%,通过西藏富美投资有限公

司（张磊持股 72.1%）持有公司股份、以及与其一致行动人李晓楠女士合计持有公

司股票 459,426,2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62%。 

 

提供担保/

申请授信 

7.9 洪城水业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

行的 5,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87,350

万元(含本次担保)，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83,250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金额为 4,100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27.19%。

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7.9 菲达环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织金菲达绿色能源有限公司拟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向华融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融资 2 亿元，期限为 10 年。织金能源提供收费权质押、土地抵押，本公

司提供织金能源 70％股权质押并提供 2 亿元额度的连带责任担保。截至公告披露日，

不包括本次担保金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65,800 万元，其中，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60,800 万元，分别占公司 2017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7.73％、25.62％。 

7.9 雪浪环境 

公司向江苏银行无锡诚业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5 亿元，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流

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贸易融资、保函等业务，授信期限为 2

年。 

7.9 维尔利 

公司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汉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申请的人民币 2,000 万元的授信提供担保。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

61,810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的 17.12%，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本

次担保实施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63,810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末经审计

净资产的 17.68%，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违规担保、无逾期担保。 

7.10 深圳能源 

公司拟按股权比例为控股子公司丰达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80,000 万元

的贷款和保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份额为贷款和保函金额的 95%，公司担

保的贷款和保函本金总额不超过 76,000 万元。 

7.11 碧水源 

公司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碧水源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商河商通向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河县支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19 亿元的固定资产贷款，

提供 100%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13 年。 

7.11 碧水源 

公司拟为其参股公司新源水务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申请 2.8 亿元

的项目贷款，提供 37.5%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05 亿元，担保期

限为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年。 

7.11 碧水源 

公司拟为其全资子公司长泰碧水源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长泰支行申请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3.25 亿元的项目贷款提供 100%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自

协议生效之日起 16 年。 

7.11 盛运环保 
安徽盛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拟继续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申请 5000万元

综合授信。公司向其银行综合授信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11 盛运环保 

安徽盛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拟向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和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公司对安徽盛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向上述银行的融

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0 万元。 

7.13 华西能源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浙江华西铂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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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浙江华西铂瑞重工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

信提供总额不超过 12,000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58%。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一年。 

 

高管变更 

7.10 神雾环保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谢民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谢民女士

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经公司总经理提名，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罗湘楠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 

7.10 金圆股份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函颖女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王函颖女士

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王函颖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12 万股。王函颖女士承诺上述股份的变动将遵循

相关规定。 

 

 

 

签订合同 

7.9 三聚环保 

2018 年 6 月 22 日，公司参与设立的子公司遵义杭播源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遵义

市播州区水务局就《遵义市播州区城镇污水处理工程建设 PPP 项目》签订了合同，

本项目采购总投资额约为 91372.65 万元。 

7.10 中原环保 

新密市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由原定特许经营（BOT）模式改为 PPP 模式运作，预计总

投资 322,216 万元，其中政府投入 71,310 万元。合作期 30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运

营期 28 年。项目合理利润率为 6.8%.公司向项目公司新密水务增资 17500 万元，资

金为公司自有资金；新密财源城建向项目公司新密水务增资 2500 万元。增资完成后，

新密水务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50000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变为 95%。 

7.11 万邦达 
2018 年 7 月 7 日，公司与中蓝连海作为总承包联合体与航锦科技正式签订《1500m3/h

污水站提标改造工程总承包合同》，最终确定合同总价为 6,000.00 万元。 

7.11 岭南股份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和其全资子公司岭南园林设计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体为晋

江下游生态整治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的中标单位，与晋江市市政园林局签

署相关合同。总投资约为 71,284.5 万元，项目合作期限为 3 年。 

7.11 中环环保 

近日公司与庐江电力、盛运环保在合肥签订了《庐江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程

项目承包合同书》，合同暂定总金额为人民币 22,500 万元。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7.11 旺能环境 
洛阳市餐厨废弃物处理工程 PPP 项目，餐厨废弃物处理规模为 200 吨/日，项目总投

资约为 14,012.091 万元，合作模式为 BOT，特许经营年限为 21 年。 

7.12 岭南股份 

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岭南园林设计有限公司、深圳市广宁股

份有限公司及东莞信托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与尉氏县城市管理局就尉氏县"百城提

质"城市景观综合提升改造 PPP 项目签署了相关合同。项目总投资约为 78,007.42 万

元，合作期限 20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18 年。 

7.13 蒙草生态 
近日，公司与磴口县怡晨生态环境有限公司签署《磴口县生态 PPP 项目施工总承包

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94,076,863 元。 

7.13 蒙草生态 
近日，公司与巴彦淖尔市怡林生态环境有限公司签署了《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2017 年

绿化升级 PPP 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20,346,784 元。 

 

 

 

 

权益分派 

7.9 聚光科技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52,517,4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80 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 年 7 月 17 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 年 7 月 18 日。 

7.9 德创环保 

以公司总股本 202,00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税），共计派发

现金红利 20,200,000 元。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7 月 16 日，除权（息）日为 2018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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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先河环保 

本公司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4,439.53 万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并派 0.50 元现金。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7 月 16 日，除权除

息日为 2018 年 7 月 17 日。 

7.10 山大华特 

本公司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3,433.15 万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 2.50 元。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7 月 1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8 年

7 月 18 日。 

7.11 科林环保 

本公司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8,9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0.2 元人民币现金。股权登记日为：2018 年 7 月 18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8 年 7 月 19 日。 

7.12 上海环境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702,543,884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8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6,203,510.72 元（含税）。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7 月 18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8 年 7 月 19 日。 

业绩预告 

7.9 伟明环保 

公司披露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据公司初步统计，2018 年第二季度，公司及下属相

关子公司合计完成发电量 36,969.36 万度，上网电量 30,086.30 万度，平均上网电价

0.649 元/度，垃圾入库量 102.95 万吨。2018 年上半年，公司及下属相关子公司合计

完成累计发电量 73,435.90 万度，累计上网电量 60,054.37 万度，平均上网电价 0.647

元/度，累计完成已结算电量 47,551.56 万度，累计垃圾入库量 198.12 万吨。 

7.9 蓝焰控股 
公司发布 2018 半年度业绩预告。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000

万元 40%；基本每股收益 0.30 元 0.36 元。 

7.9 再升科技 
公司发布 2018半年度业绩预告。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365

万元至 7,815 万元，同比增加 65%到 75%。 

7.9 先河环保 
公司发布 2018 半年度业绩预告。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00

万元 70%。 

7.10 隆华节能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同向上升，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6,162.70 万元～

6,902.22 万元，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 150%～180%。 

7.10 梅安森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同向下降，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800 万元～130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63.92%～77.80%。 

7.11 苏交科 

2018 上半年预计盈利 16,671.29 万元～19,702.4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30%。

预计公司上半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 500.00 万元～700.00 万元，对净利润影响

较小。 

7.11 雪浪环境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同向上升，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4,174.08 万元～

5,081.4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5%～40%。 

7.11 国祯环保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同比上升，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12,428.51 万元～

14,247.32 万元，较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05%～135%，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

润的影响约 110 万元（上年同期非经常性损益为 397.30 万元）。 

7.11 维尔利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同向上升，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10,522 万元～

12,62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 50% 

7.11 兴源环境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同向下降，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12,100.00 万元～

19,800.0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3.78%～53.42%。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一定的政

府补贴收入，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预计为 628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384

万元有略微增加。 

7.11 亿利洁能 公司预计 2018 年上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3.01 亿元～3.66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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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增加 0.86 亿元到 1.51 亿元，同比增加 40.00%到 70.2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

母净利润为 3.34 亿元～3.99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 2.21 亿元到 2.86 亿元，

同比增加 195.58%到 253.10%。 

7.12 金圆股份 
公司上半年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6,300万元 119.45%；基本每股收益 0.2281元 0.2491

元。 

7.12 岳阳林纸 

公司预计 2018 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20,200 万元到 22,200

万元，同比增加248.31%到272.89%；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0,300

万元到 22,300 万元，同比增加 326.45%到 358.61%。 

7.12 宜宾纸业 

公司预计 2018 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约 0.86 亿元，同比增长

60%以上；非经常性损益金额约为 2.2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约

0.71 亿元。 

7.12 华测检测 
公司上半年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4,601.8 万元~5,801.9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5.01%～45%；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额为 2,760 万元。 

7.12 巴安水务 
公司上半年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1,986.57 万元~13,784.56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

长 10%~15%；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327.70 万元。 

7.12 盛运环保 

公司上半年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 8800 万元至 9300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259.19%~268.23%；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500 万元。业绩变动原

因为去年底以来，公司陷入较大债务危机，流动性严重不足，公司项目建设基本处

于停顿状态，营业收入大幅下降，而三项费用同步却有所增长。 

7.12 万邦达 
公司上半年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5,455.29 万元~16,703.81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

降 18.79%~24.86%；非经常性损益约为 205.57 万元，主要为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 

7.12 天壕环境 
公司上半年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3,450 万元~3,900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08.99%~136.24%；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影响约为 5,200 万元。 

7.13 迪森股份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同向上升，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8,788.38 万元 

7.13 三聚环保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同向上升，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121,298.54 万元

10.00%。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归母净利润的影响约为 1,500 万元至 1,600 万元。 

7.13 天翔环境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预计归母净利润为亏损 10,300 万元 26 万元。 

7.13 中电环保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同向上升，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6371.52 万元 30%，

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为 1358 万元。 

7.13 中环装备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为亏损，预计归母净利润为亏损：2300 万元 

7.13 天瑞仪器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同向下降，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2,322.71万元 45%，

预计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 1,250.00 万元左右。 

7.13 神雾环保 公司 2018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为亏损，预计归母净利润为亏损 16,000万元 145万元。 

7.13 世纪星源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扭亏为盈，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500 万元 0.0189

元。 

7.13 龙源技术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同向上升，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156 万元 50%，非

经常性损益金额为 925 万元。 

7.13 众合科技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扭亏为盈，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1,100 万元 0.029

元。 

7.13 *ST 凯迪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为亏损，预计归母净利润为亏损 58000 万元 0.18 元。 

7.13 神雾节能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为亏损，预计归母净利润为亏损 7200 万元至 8500 万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11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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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开尔新材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同向上升，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50 万元

0.188662.28%。 

7.13 中环环保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为同向上升、基本持平，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1,877.46 万元 30%，预计非经常性损益约为 184.50 万元。 

7.13 美尚生态 
公司2018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为同向上升，预计归母净利润盈利13842.77万元50%。

非经常性损益金额合计约 300 万元。 

7.13 依米康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为同向上升，预计归母净利润盈利 3,750.00 万元

81.89%。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金额预计为 468.55 万元，扣非归母净利润约为

3,281.453,781.45 万元。 

7.13 清水源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为同向上升，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10,895.31 万元

313.11%。预计非经常性损益为 101.34 万元。 

7.13 蒙草生态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为同向下降，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15,862.11 万元

60%。非经常性损益（税后）金额约为 969.84 万元。 

7.13 三维丝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为亏损，预计归母净利润为亏损 3,202.75 万

元―3,702.75万元，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额为 437 万元。 

7.13 永清环保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为同向下降，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1,158 万元

79.99%，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非经常性损益约为 100 万元。 

7.13 科融环境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为同向下降，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1,000 万元 60%，

本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790 万元。 

7.13 铁汉生态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为同向上升，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32,311 万元 

7.13 科林环保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调为盈利 2,800 万元 35.68%。因公司项目推进进度低

于预期，使得 2018 年上半年确认的营业收入金额受到一定影响。 

7.13 云投生态 
修正后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为亏损，预计归母净利润为亏损 19000 万元至

21000 万元。 

7.13 盾安环境 
修正后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预计业绩为同向下降，预计归母净利润为盈利 5,265.96

万元～7,240.70 万元，比上年同期变动 

股份回购 7.11 国中水务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回购股份的价

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4 元/股；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重大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其他 

7.9 三聚环保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近日完成其股权结构调整，海淀科技原

股东北京大行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持有海淀科技的股权比例 38.00%）、北京

二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持有海淀科技的股权比例为 22.00%）分别将其各自持有

的海淀科技部分股份分别转让给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原持有

海淀科技的股权比例为 40.00%）及新股东北京金种子创业谷科技孵化器中心。本次

转让完成后，海淀国投持有海淀科技的股权比例将增加至 49.00%，北京金种子创业

谷科技孵化器中心将持有海淀科技 2.00%的股权。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已于近日完成，

并已在登记机关办理完毕上述股权变更的登记手续，最终的股权交割已完成。 

7.10 三峡水利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下属及控股公司水电站累计完成发电量 3.7028 亿千瓦

时，同比下降 7.47%；累计完成上网电量 3.6705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7.82%。鱼背

山电厂、双河电厂、赶场电厂、长滩电厂及瀼渡电厂为公司自有电厂未核定上网电

价，其他电站发电上网均价为 0.4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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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中国天楹 

2018 年 7 月 9 日发布的成都万兴发电厂（二期）垃圾焚烧炉及配套设备采购/标段（第

二次）评标结果显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天楹环保能源成套设备有限公司被列为

该项目评标第一名，投标报价为 8500 万元。目前，该项目仅为评标结果公布，公司

尚未取得正式中标通知书。 

7.10 重庆水务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重庆市排水有限公司拟以人民币 7,113.39 万元收购本公司股东重

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所持重庆白含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此次股权收

购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7.10 深圳能源 

公司参股的创新投拟开展增资扩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58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公

司拟参与创新投的本次增资扩股，按现有持股比例认缴增资款不超过人民币

29,176.90 万元。 

7.10 联泰环保 

2018 年 5 月 12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收到污水处理服务收入的增值

税 70%部分退税款合计 22.39 万元、增值税 30%部分及附加税费的补贴部分退税款

合计 942.13 万元、其他与损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款合计 336.11 万元。总计收到增值税

退税和其他政府补助合计人民币 1,300.63 万元。 

7.11 盛运环保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相关银行贷款已经到期，公

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续

贷。安徽盛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为以上融资行为提供担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750 万元。 

7.11 湘潭电化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2015 年 7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股份数量为 1.16 亿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12.78%；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0 股。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

日为 2018 年 7 月 16 日。 

7.11 盛运环保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

公司参与竞拍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的 3 宗土地使

用权，上述三宗土地竞拍的起始价为人民币 8,649.97 万元。若公司本次竞拍成功，

将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7.12 盛运环保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签署《庐

江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同意中环环保以自有资金 2,100 万元人民币向

庐江电力增资，盛运环保放弃本次增资的认缴。本次增资完成后，庐江电力注册资

本增至 90,00 万元，中环环保将持有庐江电力 23.33%的股权，盛运环保持有庐江电

力 76.67%股权。同时双方签订《工程项目承包合同》，盛运环保将其持有的庐江盛

运全部股权 6,900 万元股权出质给中环环保。 

7.13 洪城水业 

公司股东开晓胜先生所持本公司股份新增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司法轮候冻

结，被执行司法轮候冻结状态的股份数超过其实际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截至本公

告日，开晓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共计 180,738,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3.69%。

其中累计质押的股份为共计 178,086,100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比例为 98.53%，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3.49%；累积被冻结股份共计 180,738,4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

份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13.69%。 

大宗交易 

7.10 三聚环保 以 22.00 元/股的价格成交 100 万股，成交额为 2200.00 万元。 

7.10 兴源环境 

以 9.56 元/股的价格成交共计 301.52 万股（分 45.46 万股、32.28 万股、63.10 万股、

160.68 万股四次），成交额为 2,882.57 万元(434.60 万元、308.60 万元、603.27 万元、

1,536.10 万元）。 

7.13 中国天楹 以 4.28 元/股的价格成交 100 万股，成交额为 428 万元。 

资料来源：WIND 资讯，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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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周大事提醒 

表 2：2018 年 7 月 15 日-2018 年 7 月 22 日大事提醒 

日期 证券简称 事件 

(07/16)周一 

兴源环境(300266) 申万行业变更 

嘉化能源(600273)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维尔利(300190)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隆华节能(300263)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同济科技(600846) 申万行业变更 

博天环境(603603) 分红派息 

德创环保(603177) 分红股权登记 

怡球资源(601388)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博天环境(603603) 分红除权 

中环装备(300140) 申万行业变更 

金圆股份(000546)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金圆股份(000546)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美丽生态(000010)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美丽生态(000010)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京蓝科技(000711) 申万行业变更 

易世达(300125) 申万行业变更 

先河环保(300137) 分红股权登记 

启迪桑德(000826)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云投生态(002200)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07/17)周二 

聚光科技(300203) 分红股权登记 

先河环保(300137) 红股上市 

德创环保(603177) 分红派息 

德创环保(603177) 分红除权 

先河环保(300137) 分红派息 

金圆股份(000546) 股东大会召开 

美丽生态(000010) 股东大会召开 

先河环保(300137) 分红除权 

山大华特(000915) 分红股权登记 

(07/18)周三 

嘉化能源(600273)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美尚生态(300495)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聚光科技(300203) 分红派息 

上海环境(601200) 分红股权登记 

绿城水务(601368)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嘉化能源(600273) 股东大会召开 

科林环保(002499) 分红股权登记 

山大华特(000915) 分红派息 

山大华特(000915) 分红除权 

聚光科技(300203) 分红除权 

中环装备(300140)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清新环境(002573) 复牌 

中金环境(300145)  分红除权 

(07/19)周四 

菲达环保(600526)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武汉控股(600168)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维尔利(300190)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绿城水务(601368)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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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环境(601200) 分红派息 

上海环境(601200) 分红除权 

绿城水务(601368) 股东大会召开 

中环装备(300140)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科林环保(002499) 分红除权 

云投生态(002200)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启迪桑德(000826)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科林环保(002499) 分红派息 

华西能源(002630) 复牌 

新界泵业(002532)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新界泵业(002532)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07/20)周五 

武汉控股(600168)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维尔利(300190) 股东大会召开 

武汉控股(600168) 股东大会召开 

天华院(600579)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天华院(600579) 股东大会召开 

启迪桑德(000826) 股东大会召开 

中国天楹(000035)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云投生态(002200) 股东大会召开 

中环装备(300140) 股东大会召开 

新界泵业(002532) 股东大会召开 

资料来源：WIND 资讯，东吴证券研究所 

 

 

6. 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政策推广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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