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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公用行业证券研究报告 

评级：看好 

——环保公用行业周报（2019.4.8-2019.4.14） 

一周投资观点： 

板块 2019Q1 业绩仍下滑。截至 4 月 16 日，首创环保公用板块 109 家公司

中，共有 54 家公司发布了 2019 年业绩相关公告（包括预告、快报），披

露率约 49.5%。已公告业绩公司的归母净利润中位数合计约 14.44 亿元，与

同口径去年归母净利润相比下降了 42.16%（同口径 2018Q1 业绩增长

3.80%），其中环保板块归母净利润合计 11.43 亿元，同比下降 41.06%，整

体业绩增速仍下滑，大范围的业绩改善尚待时日。 

子板块业绩分化明显，监测维持高景气。子板块中大气业绩增速最高，净

利润中位数 1.29 亿元，同比增长 1479%，主要由于科融环境和中环装备同

比扭亏为盈，剔除科融环境投资收益的影响，大气板块业绩同比增长

293%；其次是监测板块，净利润中位数 4.37 亿元，业绩同比增长 139%，监

测市场仍保持高景气；固废板块业绩增长稳定，整体业绩增长了 29%；水务

与水处理板块业绩下滑了 63%，主要受 PPP 监管趋严、融资等因素影响；神

雾节能与神雾环保流动性仍困难，节能板块整体亏损 5876万元。 

从个股来看，54 家公司中有 13 家业绩亏损（24%），13 家同比业绩下降

（24%），28 家同比业绩上升（52%）。业绩主要的增长区间仍在 0~20%之

间。 

环保行业投资策略：随着融资支持政策逐步落地，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落

实，环境治理需求端持续发力，板块基本面有望修复，持续看好环保行

业。建议关注瀚蓝环境、龙净环保、聚光科技。 

燃气行业投资策略：2019 年天然气需求端有望继续发力，供给端上游资源

开发潜力不断释放，中游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天然气价改逐步落地，向上

游延伸的公司更具议价能力，建议关注新天然气、蓝焰控股和深圳燃气。 

行情回顾：上周，环保公用板块整体下跌 1.28%，跑赢上证综指（-

1.78%），深证成指（-2.72%）和创业板指数（-4.59%）。子板块涨跌幅分

别为：大气+2.40%，监测+1.06%，固废-0.84%，燃气-1.63%，再生资源-

1.90%，水处理 -1.97%，节能-4.12%。涨幅居前的个股是：天瑞仪器

+19.02%，远达环保+18.48%，环能科技+15.27%，菲达环保+12.57%，伟明

环保+9.39%。 

风险提示：宏观风险，政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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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周投资观点 

1.1 一季报密集发布，监测仍维持高景气 

板块2019Q1业绩仍下滑。截至4月16日，首创环保公用板块109家

公司中，共有54家公司发布了2019年业绩相关公告（包括预告、

快报），披露率约49.5%。已公告业绩公司的归母净利润中位数

合计约14.44亿元，与同口径去年归母净利润相比下降了42.16%

（同口径2018Q1业绩增长3.80%），其中环保板块归母净利润合

计11.43亿元，同比下降41.06%，整体业绩增速仍下滑，大范围

的业绩改善尚待时日。 

子板块业绩分化明显，监测维持高景气。子板块中大气业绩增速

最高，净利润中位数1.29亿元，同比增长1479%，主要由于科融

环境和中环装备同比扭亏为盈，剔除科融环境投资收益的影响，

大气板块业绩同比增长293%；其次是监测板块，净利润中位数

4.37亿元，业绩同比增长139%，监测市场仍保持高景气；固废板

块业绩增长稳定，整体业绩增长了29%；水务与水处理板块业绩

下滑了63%，主要受PPP监管趋严、融资等因素影响；神雾节能与

神雾环保流动性仍困难，节能板块整体亏损5876万元。 

从个股来看，54家公司中有13家业绩亏损（24%），13家同比业

绩下降（24%），28家同比业绩上升（52%）。业绩主要的增长区

间仍在0~20%之间。 

图 1：个股归母净利润增速情况分布 

增速范围 所属领域 相关公司 

＞100% 

水务与水处理 南方汇通（119%~156%） 

固废 长青集团（100%~150%），中国天楹（203%~255%） 

监测 盈峰环境（154%~176%），理工环科（118%~168%） 

节能 隆华科技（90%~120%） 

50%~100% 
水务与水处理 环能科技（68%~98%），久吾高科（53%~79%），中山公用（45%~70%） 

固废 高能环境（77%），维尔利（40%~70%） 

20%~50% 

大气 远达环保（26%） 

水务与水处理 大禹节水（20%~50%），国祯环保（20%~40%） 

监测 聚光科技（25%~35%） 

0~20% 

水务与水处理 
博世科（15%~25%），京蓝科技（-12%~38%），中电环保（4%），鹏鹞环保

（0%~7%），中环环保（5%~30%） 

监测 先河环保（10%~30%），汉威科技（10%~30%） 

大气 雪浪环境（1%~30%） 

扭亏为盈 
大气 科融环境、中环装备 

监测 华测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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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 天壕环境 

燃气 大通燃气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研发部 

1.2 投资策略 

环保行业投资策略：我们认为随着融资政策逐步落地，税收优惠

政策进一步落实，环境治理需求端持续发力，板块基本面有望修

复，持续看好环保行业。建议关注（1）拥有优质运营资产、成

长有保证的瀚蓝环境;（2）聚焦打赢蓝天保卫战，非电烟气治理

市场将进一步开启，建议关注大气治理龙头龙净环保；（3）监

测领域杠杆低、景气度较高，建议关注龙头聚光科技。 

燃气行业投资投资策略：蓝天保卫战仍是重中之重，2019年天然

气需求端有望继续发力，供给端上游资源开发潜力不断释放，中

游基础设建设提速，天然气价改逐步落地，布局上游气源的公司

更具议价能力，建议关注向上游煤层气生产延伸的新天然气、蓝

焰控股和拥有LNG接收站的深圳燃气。 

2 一周行情回顾  

上周，环保公用板块整体下跌1.28%，跑赢上证综指（-1.78%），

深证成指（-2.72%）和创业板指数（-4.59%）。子板块中大气、

监测板块涨幅居前，子板块涨跌幅分别为：大气+2.40%，监测

+1.06%，固废-0.84%，燃气-1.63%，再生资源-1.90%，水处理-

1.97%，节能-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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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环保板块市场走势  图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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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瑞仪器+19.02%，远达环保

+18.48%，环能科技 +15.27%，菲达环保 +12.57%，伟明环保

+9.39%；涨跌幅后5名分别是：新界泵业-10.36%，神雾环保-

10.04%，三聚环保-8.50%，先河环保-8.48%，天壕环境-1.23%。 

图 4： 周涨幅前 5的个股（%） 图 5：周涨跌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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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44.76，环比上升

0.89%，对上证指数的估值溢价升至2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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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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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大气办印发《河北

省 2019年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工作方案》 

 

（来源：生态环境部） 

为做好 2019 年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打赢蓝天保卫战，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河

北省 2019年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定下目标，2019年全

省 PM2.5 平均浓度较 2018年下降 5%以上，达到 53微克/立方米。 

《方案》提出，着力打好去产能和退城搬迁、散煤整治和清洁替

代、机动车(船)污染防治、扬尘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工业污染深度

治理和重污染天气应对六大攻坚战，强化环境执法和监察督查，完

善考核奖惩和问责机制，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走深走实走细，确

保打赢蓝天保卫战。 

在化解过剩产能方面，要求 2019年压减退出钢铁产能 1400万吨、

水泥产能 100万吨、平板玻璃产能 660万重量箱、煤炭产能 1000

万吨、焦炭产能 300万吨；淘汰火电产能 50万千瓦（或调整为应

急电源）。健全省市县乡四级联动监管机制，实施 24小时远程监

控，坚决防止封停淘汰设备复产。 

在深化燃煤燃气锅炉综合整治方面，要求 2019 年底前，全省 35蒸

吨/小时以上燃煤锅炉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和烟羽治理，主要污

染物排放达到超低排放标准要求，安装大气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

并与省、市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城市主城区和县城禁止新建 35蒸

吨/小时以下生物质、燃油（醇基燃料）锅炉。 

在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方面，要求 2019年底前，石家庄、唐

山、邢台、邯郸等市辖，区符合条件的钢铁企业全部完成超低排放

改造，承德、张家口、秦皇岛、沧州市具备改造条件的 50％企业完

成超低排放改造。 

河北启动二季度大气环境

强化执法专项行动 

为巩固秋冬季大气环境执法专项行动成效，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决定自 4月 11日至 25日，在全省范围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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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生态环境部） 

织开展 2019 年二季度大气环境强化执法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期间，河北省将紧盯高排放、重污染涉气行业企业，对重

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开展执法检查，主要针对施工、物料

堆场、矿山和道路等扬尘管控情况，挥发性有物（VOCs）排放管控

情况，钢铁、焦化、电厂、水泥、玻璃、垃圾焚烧、新型建材、铸

造、炭素等物料大进大出行业企业扬尘管控和无组织排放情况，涉

气污染防治设施设置和整改运行情况，在线监测设施正常运行情

况，涉气污染物排放大户守法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全覆盖，对检查发

现的各类涉气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严查重处，确保减排实效。 

固废 

危废项目总投资约 98.95

亿元，浙江为“清废攻坚

战”谋篇布局 

 

（来源：46危废）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发布《浙江省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规

划修编(2019~2022 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直面

危废处理难题。未来三年，该省将分阶段新(扩)建 100个危险废物

利用处置设施建设项目，总计投资约 98.95 亿元，加快填平补齐现

有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缺口。 

按照《规划》设定目标，到 2022年末，浙江省拟新增危险废物总

利用处置能力约 347万吨/年，基本可达到浙江省政府关于危险废

物利用处置能力满足“危险废物不出市”的要求。 

燃气 

2019《BP 世界能源展望》

发布 

 

（来源：燃气在线） 

《BP世界能源展望》2019年中文版于 4月 9日发布，《展望》指

出，这一时期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需

要消费更多能源，同时需要更快地向低碳社会转型。 

《展望》认为，未来石油需求有所增长，随后逐渐趋于平稳；而全

球煤炭消耗量则大体持平。为满足 2040 年的石油需求，需要加大

对新油田的投资力度。如果未来投资被限制于开发现有油田并且没

有对新产区进行投资，全球产量将以年均 4.5%的速度衰减。为了填

补需求供给，石油行业未来 20 年还需数万亿美元的投资。 

《展望》指出，由于需求市场广阔、低成本供应充足和全球天然气

贸易活跃，未来天然气行业将获得强势增长。全球液化天然气

（LNG）交易量大增，促使市场更加一体化和市场化。LNG供应持续

增加，在全球天然气贸易中的占比不断提高，并在 2020 年末将超

过管道气。到 2040 年，LNG供应将占全球天然气总需求的 15%以

上，届时中国天然气半数进口增量将由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

管道气来满足，剩余增量来自 LNG。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首创证券研发部 

4 公司公告回顾 

迪森股份：2019年Q1业绩预计下降30%至50% 

公司发布 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3206.62–4489.2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0%至50%。业绩变动主

要原因如下：1、B端：公司顺利完成B端装备生产基地的搬迁工

作，受此影响，B端装备业务较去年同期有一定回落；2、C端：

由于受上年同期家用壁挂炉“煤改气”业务业绩基数较高的影响，

本报告期公司业绩存在回落压力。 

国祯环保：2019年Q1业绩预计增长20%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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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5445.17

万元-6352.7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到40%。报告期内公司积

极推进并实施在手订单，在手项目进度不断推进，运营规模持续

稳定增长。 

鹏鹞环保：2019年Q1业绩预计增长0.01%-6.55%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881–

52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01%-6.55%。公司营业收入增长70%

左右，主要为公司工程承包业务、设备制造业务、污泥处置业务

同比增长较为明显；但由于工程承包业务、污泥处置业务毛利率

降低，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差不大。 

先河环保：2019年Q1业绩预计增长10%-30%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2130万元

-252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30%。报告期公司积极进行市场

拓展，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稳步增长。 

津膜科技：2019年Q1业绩预计亏损2300-2500万元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亏损

2300-2500万元。业绩亏损主要由于部分工程项目施工进度减缓，

资金成本增加导致财务费用上升。 

华测检测：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4300-4800万元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预计4300万元至4800万元。业绩变动原因是公司主营业务收

入稳步增长，同时切实推进精细化管理，降本增效取得积极成效，

经营效益不断提升，规模效应逐步显现。 

远达环保：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5.77%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快报，预计实现营业收入9.67亿，同

比增长36.10%，实现归母净利润预计3011万元，同比增长25.77%。

受环保工程、除尘器销售等业务板块产值上升影响，公司营业收

入、利润总额及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均同比有所上升。 

三维丝：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1850.9－2350.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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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预计亏损1850.9－2350.9万元。子公司承接的工程项目尚未

通过验收，无法确认收入，导致出现经营亏损。 

万邦达：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18.80%-28.95%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预计6300-720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8.80%-28.95%。因全资子

公司吉林固废本年3月中旬完成二期项目环保验收，导致固废业

务收益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因原有工程项目进入收尾期，新签

工程项目尚处于项目前期，导致工程类收益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神雾环保：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同比亏损4730-5230万元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4730-5230万元。主要由于公司在建项目所在地气候严寒，

暂未开工，导致本期亏损。 

聚光科技：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同比上升25%至35%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预计4482.42–4841.01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25%至35%。2019年

1-3月，主要因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增长，主要产品毛利率稳中有

升，使得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南方汇通：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同比上升119.46%-156.04%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预计2400万元–2800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19.46%-156.04%。 

天瑞仪器：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5%-25%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预计1779.36-2253.8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25%。主要原因

是营业收入下降,减少利润。 

深圳燃气：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3.37%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收入为31.08亿元，

同比增长0.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8亿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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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吾高科：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52.55%-78.51%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预计470-55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2.55%-78.51%。业绩变动主

要原因是公司在生物医药、水务处理板块的业绩增长较多。 

巴安水务：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5%—15%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预计2507.84-3392.9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15%。公司处

于大力开拓海内外市场、整合优化组织体系、稳步推进战略发展

阶段，整体营业收入及归母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盛运环保：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6200-5700万元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6200万元-5700万元。2019年以来，公司经营状况继续恶化，

陷入较大债务危机，债务到期不能清偿，流动性严重不足，项目

建设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营业收入大幅下降，部分银行账户被冻

结，对生产经营产生较大影响。 

天壕环境：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300-800万元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0-800万元。业绩变动的原因是营业毛利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1）燃气板块提升了成本较低的煤层气采购量，板块毛利有所

增加；（2）部分运营的余热发电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运营情况有

所提升，售电量有所增长，节能环保板块毛利有所增加。 

碧水源：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下降60%~30%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86.19-10825.8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0%~30%。业绩变动主

要是因为在国家降杠杆化解金融风险及整顿PPP项目风险的背景

下，公司加强了对在手订单及新签订单风险管控力度，部分项目

推进速度放缓，部分项目收款速度放慢。 

三聚环保：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下降94.10%—9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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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0~350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4.10%—98.48%。受春节假期及

冬季施工期限制影响，部分化石能源产业综合服务及生态农业与

绿色能源服务的对外项目进度放缓，导致相应收入和利润下降。 

大禹节水：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增长20%～50%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27.67-6909.5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50%。公司加大市

场开发力度，业务量较去年呈现递增势头；在手工程项目部分开

工顺利，贡献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较多。 

雪浪环境：2018年归母净利润下降28.21%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9.60亿元，较去年同期

上涨17.32%，实现归母净利润为4332.04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8.21%，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南京雪浪金盈在2018年被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而其收购参股的南京卓越因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尚未正式开展运营；另一方面公司在收到因大丰诉讼案件

计提了相应的预计负债。 

雪浪环境：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增长1%—30%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87.85-2687.3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0%，主要由于报告

期内执行订单较去年同期增加。 

开能健康：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下降95.78%-97.89%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0-120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5.78%-97.89%，变动主要原因

系公司去年Q1确认了转让原能集团部分股权及根据公允价值对剩

余原能集团股权进行重新计量而产生的税后投资收益合计约2.81

亿元，剔除上述因素后，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预计同比增长超过100%。 

永清环保：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下降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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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7.04-1213.8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0%-50%，因期间费用较

去年同期有所增长，及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导致本报告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 

科融环境：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7800-8300万元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00-8300万元，业绩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主要原因为：1.

公司经营情况平稳向好，各项业务有序开展，并持续拓展新地区

订单；2.公司处置子公司增加本期投资收益9680万元。 

中金环境：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下降20%-40%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30-9773万元，业绩较上年同期下降20%-40%，主要原因为：1.

春节假期较往年早且公司放假时间较长，工程板块施工较往年晚，

结算周期延后，对公司第一季度生产经营影响较大；2.污水及污

泥处理板块资产增加，以上资产正逐步开始运营，折旧及摊销等

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多。 

兴源环境：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4800-5300万元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4800-5300万元，主要原因为：2018年公司承接的PPP项目融

资承压，报告期内融资压力并未好转，受此影响公司部分工程项

目进度推进依旧缓慢，对公司本报告期营业收入造成一定影响。

同时，受融资成本上升的影响，本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天翔环境：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1.18-1.23亿元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1.18-1.23亿元，业绩下降，系公司持续受到资金周转困难，

出现以下方面的情况，形成经营大幅度亏损与预计负债。 

环能科技：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增长68%-98%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7.19万元-2224.19万元，业绩同比增长68%-98%，本报告期取

得的增值税退税收益与上去同期相比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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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明环保：2018年实现归母净利润增长46.01% 

伟明环保发布2018年年报，实现营业收入15.47亿元，同比增长

50.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40亿元，同比增长

46.01%。 

高能环境：2018年、2019Q1业绩分别增长了69.12%、76.71% 

高能环境近期发布了2018年年报和2019年一季度报告。2018年实

现营业收入37.62亿元，同比增加63.20%；归母净利润3.25亿元，

同比增加69.12%。2019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84亿元，同比

增加36.83%；归母净利润0.55亿元，同比增加76.71%。 

中电环保：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增长0%-10%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6.59-1624.25万元，业绩同比增长0%-10%，公司2019年第一

季度经营业绩平稳增长，主要原因是水环境治理与固废资源利用

（特别是污泥耦合处理）业务利润实现增长。 

金鸿控股：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7000万元-8000万元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7000-8000万元，业绩同比下降181.11%-192.70%，主要由于

（1）天然气销售方面，公司采购部分高价气及LNG弥补缺口，致

使综合采购成本上升，同时折旧费用增加导致毛利率下降；（2）

工程安装方面，受房地产市场进一步调控及资金紧张等因素影响，

本期新增用户数量较上期大幅下降；（3）银行贷款利率上调，

及2015金鸿债和2016中期票据利率上调，导致本期财务费用增加。 

南京公用：2019年Q1预计归母净利润下降85.47%-88.89%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0-850万元，业绩同比下降85.47%-88.89%，主要由于上年同期

公司出售松芝股份股票，本报告期无此事项，且子公司南京港华

燃气有限公司成本增加，燃气销售毛利下降。 

华控赛格：2018年业绩亏损1.33亿，2019Q1亏损3000-2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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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2018年度业绩快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6亿元，较上

年同期减少50.14%；归母净利润-1.33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07.56%。主要原因为市场经济趋势下行，项目减少，导致收入

大幅减少；同比平均带息负债增加，导致期间费用增加。同时，

公司发布2019年Q1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3000万元至-250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05.62%-71.35%。 

大通燃气：2018年业绩亏损1.86亿，2019Q1盈利105-150万元 

公司发布2018年度业绩快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1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29.94%；归母净利润-1.86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70.02%。同时，公司发布2019年Q1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105万

元—15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8.28%—126.12%。 

ST节能：预计2018年业绩亏损7.5至6.92亿元 

公司发布2018年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2018年亏损7.50至6.92

亿元，本次业绩预告低于前次业绩预告预计的区间。 

中山公用：2018年业绩减少36.58%，2019Q1业绩增长45%-70% 

公司发布2018年度业绩快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37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15.74%；归母净利润6.86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6.58%。同时，公司发布2019年Q1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2.78-

3.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5%-70%，主要由于2019年Q1股票市

场呈量价齐升态势，广发证券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盈峰环境：2018业绩增长64.05%，2019Q1业绩增长18.51%-28.82% 

盈峰环境发布2018年年报，实现营业收入130.45亿元，同比增长

46.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9亿元，同比增长

64.05%。2019年Q1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2.30-2.50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18.51%-28.82%。 

国中水务：2018年业绩减少41.69% 

国中水务发布2018年年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8亿元，同比

6.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39.86万元，同比-

41.69%。 

中原环保：2018年业绩上升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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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环保发布2018年年报，本期实现营业收入10.27亿元，较去

年同期上升5.19%；实现归母净利润4.14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28.46%。 

陕天然气：2018年业绩同比增长2.21% 

公司发布2018年年报，实现营业收入89.99亿元，同比增长

17.75%，实现归属上市公司的净利润4.04亿元，同比增长2.21%。 

伟明环保：中标闽清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 

公司和浙江勤业建工联合体中标闽清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

目，中标投资额2.5亿元，日焚烧处理生活垃圾600吨，分两期建

设，一期300t/d，规划二期增加300t/d焚烧线，本项目有助于增

加公司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规模，拓展福建省固废处理市场。 

绿色动力：拟投资靖西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公司拟投资靖西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生活垃圾处理总规模

为1200吨/天，其中为一期800吨/天，二期为400吨/天，主要焚

烧工艺为机械炉排炉技术。本项目总投资约为5.2亿元，一期投

资约为3.5亿元。 

5 风险提示 

宏观风险，政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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