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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规范政府投资项目，深圳推行垃圾分类奖励 

机制 
增持（维持） 

 建议关注：维尔利，聚光科技，国祯环保，中再资环，瀚蓝环境，中
金环境，东江环保，金圆股份，光大国际，海螺创业，龙净环保，新
天然气，蓝焰控股 

核心观点 
 垃圾分类新政带来边际增量，厨余处理市场广阔。住建部发布《关

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要
求到 2020 年全国 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到 2022年，各地级城市至少有 1个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到
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通
知明确厨余垃圾单独清运、单独处理，利好 1）厨余垃圾处理：按
厨余垃圾占生活垃圾 56%估算，在中性情景下（垃圾分类完成率
50%），厨余垃圾总投资额市场空间 1915 亿，按厨余垃圾处理设备
占总投资额的 38%计算，对应市场空间为 728亿；2）环卫服务：预
计厨余垃圾清运服务和垃圾分类终端运营服务增量市场空间合计为
497 亿元/年。近日，《深圳市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实施方案
（2019-2021）》（征求意见稿）提出，深圳将连续 3 年每年安排
补助资金 9375 万元用于生活垃圾分类方面激励。包括个人、家庭
和小区。我们在《一件小事？垃圾分类产业的大机遇》深度报告中
梳理了各地的垃圾分类政策，后续还将密切关注地方政策进展。 

 行业本质看政府投入力度。融资能否落地取决于项目风险收益比。
财政部 PPP 新规核心聚焦规范化，符合要求的存量项目（尤其是使
用者付费为主的运营类项目）纳入预算。《政府投资条例》7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条例》的主要内容包括：1、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
施工单位垫资建设。2、不得随意压缩工期。3、及时竣工决算。我
们认为，明确合规项目的政府支付责任，明确中央资金支持，有望
稳定行业空间和回报预期，使资本流入得到根本改善。 

 长期以来，“壁垒”是环保行业的痛点。经过调研和数据分析佐证，
我们认为中再资环是再生资源行业中被低估的龙头，核心预期差有 2
点。1）行业预期差：废弃电子产品报废量被低估，从静态拆解量/销
量可看 4 年 5 倍空间，比消费品更稳定。2）公司预期差：凭借渠道
资金优势带来的强大成本控制力，年报实际利润率高于同行 14pct，
补贴标准动态调整且差异化趋势下龙头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当前产
能利用率不足 60%业绩弹性大。 

 抛开博弈，聚焦“增长的确定性”。长期寻找行业持续增长，商业模
式通顺，现金流内生或融资能力强的标的，结合公司治理与战略清晰
度。环保：1，监测行业趋势持续成长：聚光科技，先河环保。2，水
处理：国资牵头长江经济带项目，融资痛点被解决，格局转向比拼经
营能力，打开未来成长空间。近期定增核准通过，关注资本金生成与
模式成熟的重点区域：国祯环保。3，危废：关注龙头的治理改善，
水泥窑行业放量：东江环保，海螺创业，金圆股份。4，再生资源 4
年 5倍空间，龙头公司渠道资金优势凸显，外延扩张切入危废领域、
改善现金流：中再资环。5，垃圾焚烧：关注行业格局和项目放量周
期：光大国际，瀚蓝环境，旺能环境。6，燃气：着眼量增是根本：
新天然气，蓝焰控股。 

 最新研究：新、旧固废法对比：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建立差别化排放
收费制度；国祯环保点评：生产许可证如期返还，定增核准通过助力
可持续增长；中再资环点评：外延扩张持续推进，危废再生资源协同
发展；国祯环保点评：定增核准通过，麦王大单落地助力未来发展；  

 风险提示：政策推广不及预期，利率超预期上行，财政支出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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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情回顾 

1.1.   板块表现 

本周环保及公用事业指数上涨 1.56%，表现弱于大盘。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1.08%，深

圳成指上涨 2.89%，创业板指上涨 2.4%，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77%，中信环保及公用事

业指数上涨 1.56%。 

图 1：本周各行业指数涨跌幅比较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1.2.   股票表现 

本周涨幅前十标的为：德创环保 38.77%，联泰环保 20.07%，维尔利 17.98%，海峡

环保 17.94%，国祯环保 15.06%，日出东方 14.51%，雪浪环境 13.27%，清水源 11.3%，

美丽生态 11.18%，世纪星源 9.87%。 

图 2：环保行业本周涨幅前十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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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本周跌幅前十标的为：天翔环境-19.06%，盛运环保-12%，龙源技术-11.46%，中

再资环-11.07%，绿色动力-10.7%，开尔新材-10.65%，龙马环卫-7.49%，科融环境-6.47%，

梅安森-5.02%，大通燃气-4.86%。 

图 3：环保行业本周跌幅前十标的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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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新研究 

2.1.   新、旧固废法对比：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建立差别化排放收费制度 

 事件： 

6 月 25 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点评： 

核心观点： 

固废法修订取得重要进展，多措施并举推动行业发展。6 月 25 日，《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修订草

案的主要变化有： 

1）建设农业固废回收体系，推进污泥污水协同处置； 

2）以排污许可证制度替代工业固废申报登记制度，建立电子电器生产者责任延伸

制度； 

3）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建立差别化的排放收费制度； 

4）制订危废分级管理，鼓励区域合作处置。 

点评正文： 

1.源头控制，细化信息披露： 

规定以固废生产者作为法律责任承担主体，从源头控制污染。“固体废物的生产者、

销售者、进口者、使用者对其产生的固体废物依法承担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责任”条

例更改为“固体废物的产生者对其产生的固体废物依法承担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责

任”。该条例的变更将修正之前法律主体的模糊界定，有利于从源头控制固体废物排放。 

禁止固体废物进口，切断外部来源。“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条例替代之前“禁止进

口不能用作原料或者不能以无害化方式利用的固体废物；对可以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实

行限制进口和非限制进口分类管理”条例。该条例的变更意味着全面禁止固废进口将正

式以法律形式生效。 

企业作为披露主体，强化社会监督功能。“以大、中城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固体废物的种类、产生量、处置状况等信息”条例更改为“产生、

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公开固体废物产生、转移、

利用、处置等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上市公司应当公开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

该条例的变更意味着固体废物信息披露主体正式从政府转向企业，有利于强化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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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污染源头控制。 

2.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建立差别化排放收费制度：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建立差别化排放收费制度。1）“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制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做好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体系建设，

采取符合本地实际的分类方式，配置相应的设施设备，促进可回收物充分利用，实现生

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替代“城市生活垃圾应当及时清运，逐步做到分类收

集和运输，并积极开展合理利用和实施无害化处置”。2）新增“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建立差别化的生活垃圾排放收费制度”条例。 

确保生活垃圾处理用地，制定技术标准，加强监督检查。1)新增“在编制城乡规划

和土地利用等空间规划中，地方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统筹生活垃圾处理等环卫设施项

目建设需求和布局，预留用地，并在其周围划定环境安全缓冲地带，不得再安排居住、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商业服务业设施等类型用地”条例。2）新增“国务院住房城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生活垃圾

清扫、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设施、场所建设运行技术规范标准，发布生活垃圾分类

指导目录，并对有关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对不符合有关建设运行技术规范标准的单位，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

以责令整改，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开展厨余垃圾与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工作。1）新增“县级以上环境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建筑垃圾综合利用、无害化处置等工作。工程施工单位应

当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并按照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的规定进行利用或者处置”的条例。2）新增“县级以上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

织开展餐厨垃圾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工作。居民家庭和餐饮经营场所产生的餐厨垃圾

应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专业化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利用餐厨垃圾加工制作食

品和供人食用的各类物品”的条例。 

3.建设农业固废回收体系，推进污泥污水协同处置： 

建设农业固体废物回收体系。新增“各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建立

农业固体废物回收利用体系，推进农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或无害化处置设施建设及正常

运行，规范农业固体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行为，防止污染环境”。 

拓宽农业固废防治范围，严控不可降解固废。1）新增“禁止生产、销售不易降解

的薄膜覆盖物和商品包装物”条例。2）“产生畜禽粪便、作物秸秆、废弃薄膜等农业

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回收利用等措施，防止农业固体废物对环境的污染”

变更为“使用农用薄膜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回收利用等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农用薄

膜对环境的污染”。 

强化污泥排放跟踪监测，推进污泥污水协同处置。1）新增“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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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运营单位应当安全处理处置污泥，保证处理处置后的污泥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对污

泥的去向、用途、用量等进行跟踪、记录，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报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污泥，禁止处理处置不达标的

污泥进入耕地”条例。2）新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将污泥处理

处置设施纳入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推进污泥处理处置设施与污水处理设施同步

建设，并将污泥处理处置成本纳入污水处理费计征”条例。 

4.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健全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减少工业固废产量。新增“国务院清洁生产综合协调部门会同

国务院有关部门，定期发布清洁生产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导向目录，依法开展强制

性清洁生产审核，促进工业固体废物减少产生和综合利用”条例。 

规范固废委托运输、处置、利用流程。新增“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者委托他人运输、

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应当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受委托者运输、利用、

处置行为的污染防治要求。受委托者应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约定防治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者应当对受委托者进行跟踪检

查，保证受委托者的运输、利用、处置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要求”。 

工业固废排污许可证替代申报登记，新增电器电子生产方责任延伸制度。1)“国家

实行工业固体废物排污许可制度。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供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

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以及减少固体废物产生、促进综合利用的具体

措施，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管理所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替

代“国家实行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务院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

供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2）新增“国家建

立电器电子等产品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鼓励生产者开展生态设计、建立回收体系，

促进资源回收利用”。3）新增“产生废弃机动车船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法承担废弃机

动车船的回收责任。禁止将废弃机动车船交由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企业或个人拆解”。 

5.制定危废名录和分级管理要求，鼓励区域合作处置： 

制定国家危废名录和分级管理要求。新增“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

院有关部门制定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规定统一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鉴别方法、识别标

志、鉴别程序和鉴别单位管理要求。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危险废物的危害性和

产生数量，科学评估其环境风险，制定分级管理要求。”。 

编制危废处置规划，鼓励区域合作处置：1）新增“省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

门编制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所的建设规划，确保本行政区域内的危险废物得到妥

善处置。编制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所的建设规划，应当征求有关行业协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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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专家和公众等方面的意见。”条例。2）新增“国家鼓励临近省、自治区、

直辖市之间开展区域合作，统筹建设区域性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条例。 

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新增“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

位，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 

 

图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与原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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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商业模式从 to G 到 to C：《固废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提出按照产生者付

费原则实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结合生活垃圾分类情况，

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差别化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 

风险提示：政策推广不及预期，项目进展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 

 

2.2.   国祯环保点评：生产许可证如期返还，定增核准通过助力可持续增长 

 事件： 

2019 年 6 月 20 日，公司收到安徽省住建厅返还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点评： 

安全生产许可证如期返还，恢复施工项目拿单能力。6 月 20 日，公司如期收到前

期暂扣 60 天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后续可正常开展施工项目投标业务。18 年 11 月，安徽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巢湖综合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巢湖流

域入湖污染负荷有效削减，河湖水质有效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步提升。巢湖治理

市场空间广阔，据 18 年 4月召开的巢湖治理与保护总体策略和创新实践发布会上数据，

巢湖综合治理工程计划总投资额超过 700 亿元，公司如期收到安全生产许可证后，恢复

施工项目拿单能力，未来成长可期。 

定增核准通过，优化资本结构，增厚经营业绩。6 月 14 日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 1.1 亿股定增方案。方案公告显示，公司拟募集不超过 10 亿元资金用于

合肥市小仓房污水处理厂 PPP 项目。该项目总投资额 11.2 亿元，其中一二期 TOT 转让

价格 6.7 亿元，处理规模合计 20 万吨/日，三期 BOT 投资额 4.4 亿元，处理规模 20 万吨

/日，项目总规模 40 万吨/日，占公司 372 万吨/日已投运规模的 10.8%。预计定增发行完

成后将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并扩大经营规模、提升市场份额、

增厚未来经营业绩。 

竞争格局转向轻资产模式，带来三大优势。公司与三峡集团子公司长江生态环保集

团等单位组成的联合体近期中标长江流域治理领域的芜湖市和无为县 PPP 项目，随着拥

有雄厚资金实力的央企牵头参与长江流域治理项目，带来三大优势：1）行业融资痛点

被解决，竞争格局转向比拼经营能力的轻资产模式，打开未来成长空间。2）央企牵头

项目打包多个子项目，提升单个中标体量，利于扩大市场份额。3）长江流域治理中原

先由政府管理的存量运营项目逐步向第三方企业开放，打开政府存量项目市场化空间。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再融资已经证监会核准通过， 假设定增 19 年发行完成，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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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考虑股份摊薄后的 EPS 分别为 0.61/0.79/1.0 元，对应 PE 分

别为 17/13/10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水厂建设进度不达预期、工程项目建设进度不达预期、融资改善不达预

期 

 

2.3.   中再资环事件点评：外延扩张持续推进，危废再生资源协同发展 

 事件： 

6 月 1 日，公司公告拟以现金 9542 万元收购盈维投资持有的淮安华科 13.29%股权。

6 月 17 日，公告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山东环科 100%股权、森泰环保

100%股份，并募集不超过 5.24 亿配套资金，主要用于交易对价、补充流动资金及森泰

环保在建的高端环保设备制造及技术研发基地项目。 

 点评： 

收购标的一：临沂唯一综合危废处置项目，有望成为山东危废龙头。公司拟以 6.8

亿收购山东环科 100%股权（其中，股份支付 6 亿，发行价 5.07 元/股，现金支付 0.8 亿）。

业绩承诺 2019/2020/2021 年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不低于 4,401/6,513/7,473 万元，18-21

年扣非业绩年化增速 18%，对应 19 年收购 PE 15.45x。山东环科拥有 41 类危废资质（焚

烧 22 类/填埋 23 类），总规模为 3 万吨/年（焚烧 16550 吨/年，填埋 13450 吨/年）。据

山东环科官网显示，公司 19 年拟开展二期项目建设，使总处理规模达到 18 万吨/年，有

望成为山东省危废龙头。 

收购标的二：高浓度、难降解废水处理及工业园环境综合治理商。公司拟以 3.16

亿收购森泰环保 100%股权（其中，股份支付 2.81 亿，发行价 5.07 元/股，现金支付 0.34

亿）。业绩承诺 2019/2020/2021 年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不低于 2,707/3,119 /3,514 万元，

18-21 年扣非业绩年化增速 43%，对应 19 年收购 PE11.66x。森泰环保至今已完成近四

百个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工业水处理经验。 

收购标的三：江苏淮安唯一综合危废处置项目，总规模 4.1 万吨/年。公司以 9,542

万收购淮安华科 13.29%股权。业绩承诺 2019/2020/2021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不低于

6,434/7,299/8,235 万元，18-21 年业绩年化增速 39%，对应 19 年收购 PE11.16x。淮安华

科拥有 41 类危废资质（焚烧 20 类/填埋 27 类），总规模为 4.1 万吨/年（焚烧 2.1 万吨/

年，填埋 2 万吨/年）。 

落后产能面临出清，龙头份额有望提升。废电拆解行业面对补贴发放缓慢+环保政

策趋严双重挑战，部分渠道、环保、资金实力较弱的企业面临出清。公司凭借资金、渠

道、资金三大核心竞争力，成本优势明显，18 年实际利润率高于同行 14pct，补贴标准

动态调整且差异化趋势下龙头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当前产能利用率不足 60%业绩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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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 

外延并购持续推进，发挥协同改善现金流。继 18 年收购中再环服拓展工业固废处

置后，本次外延扩张切入危废、水处理领域，影响 1）发挥协同。新拓业务将与中再环

服 to b 端工业园区业务形成良好协同，扩大收入来源，增厚经营业绩。2）改善现金流。

新拓业务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良好，有助于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改善较为紧张的现金

流局面。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假设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19 年内实施完毕， 我们预计公

司 2019-2021 年考虑股份摊薄后的 EPS 分别为 0.29/0.35/0.42 元，对应 PE 分别为

27/22/18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业务拓展不达预期，收购整合不达预期，行业竞争加剧 

 

2.4.   国祯环保事件点评：定增核准通过，麦王大单落地助力未来发展 

 事件： 

2019 年 6 月 14 日，公司定增方案获证监会核准通过，核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

亿股新股。2019 年 6 月 13 日，麦王环境美国全资子公司 MET 与万华美国签订 1877 万

美元的 MDI 项目水处理合同。 

 点评： 

定增核准通过，优化资本结构，增厚经营业绩。6 月 14 日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 1.1 亿股定增方案。根据该方案，公司拟募集不超过 10 亿元资金用于合

肥市小仓房污水处理厂 PPP 项目。该项目总投资额 11.2 亿元，其中一二期 TOT 转让价

格 6.7 亿元，处理规模合计 20 万吨/日，三期 BOT 投资额 4.4 亿元，处理规模 20 万吨/

日，项目总规模 40 万吨/日，占公司 372 万吨/日已投运规模的 10.8%。预计定增发行完

成后将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并扩大经营规模、提升市场份额、

增厚未来经营业绩。 

麦王环境美国大单落地，巩固开拓海外市场。6 月 13 日，子公司麦王环境的美国

全资子公司 MET 与万华化学子公司万华美国签订了 1877 万美元的 MDI 项目水处理合

同，折合人民币约 1.3 亿元。MDI 项目设计产能 40 万吨/年，预计于 2021 年投产。本项

目水处理合同主要包括河水处理包、脱盐水处理包及废水处理包。MET 负责完成三个

水处理包的设备供货与技术服务。三个水处理包均采用模块化设计、制造，整体供货。

麦王环境之前曾完成烟台万华园区废水处理 EPC 项目，污水处理规模：14400t/d。预计

本次项目顺利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在美国市场的影响力，开拓海外市场，并在海外项

目上积累更多的经验与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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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美国订单付款条件良好，利于及时回收货款。根据公告信息，本次美国订单发

包人万华美国收到信用证及其他资料后 45 天内支付 20%预付款；主材到货后 45 天内支

付 25%进度款；验收手续完成后支付 45%发货款；发包人收到尾款申请等其他资料后

45 天内支付 10%尾款，付款条件良好，利用公司及时回收货款。 

竞争格局转向轻资产模式，带来三大优势。公司与三峡集团子公司等单位组成的联

合体近来中标长江流域治理领域的芜湖市和无为县 PPP 项目，随着拥有雄厚资金实力的

央企牵头参与长江流域治理项目，带来三大优势：1)行业融资痛点被解决，竞争格局转

向比拼经营能力的轻资产模式，打开未来成长空间。2)央企牵头项目打包多个子项目，

提升单个中标体量，利于扩大市场份额。3)长江流域治理中原先由政府管理的存量运营

项目逐步向第三方企业开放，打开政府存量项目市场化空间。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再融资已经证监会核准通过， 假设定增 19 年发行完成， 我

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考虑股份摊薄后的 EPS 分别为 0.61/0.79/1.0 元，对应 PE 分

别为 15/11/9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水厂建设进度不达预期、工程项目建设进度不达预期、融资改善不达预

期 

 

2.5.   中再资环深度：再生资源龙头份额提升，行业与公司潜力被低估 

 投资要点： 

 四机一脑潜在需求量 4年存在 5 倍市场空间：公司为国内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

行业龙头，是央企中国供销集团旗下的唯一上市平台。目前已明确国家补贴标准的“四

机一脑”，其拆解量与潜在需求量差距明显。预计 2021 年四机一脑的潜在需求量可达

3.7亿台，是 2017年规范拆解量 0.8亿台的约 5倍。此外，未来随着新 9类补贴标准的

落实，以及废电产品处理目录向其他品类产品的延伸，市场空间还望进一步打开。预计

2021年新九类理论报废量将达到四机一脑理论报废量的 6倍左右。 

 行业龙头形成资质、渠道、资金三重优势。1）资质：行业目前共有 5批 109家

企业获得废电拆解资质，且现有备案企业数不再增加，存量企业具有资质优势。2）渠

道：公司现有产能 2714 万台，合规拆解规模遥遥领先，并依托大股东中再生强大的渠

道网络，渠道优势得天独厚。中再生目前在全国 25个省区市建设了 7大区域回收网络，

拥有 3个区域性集散交易市场、70多家分拣中心和 5000多个回收网点。3）资金：公司

实控人为中华全国供销总社，拥有 AAA级信用评级。11.4亿元资产证券化规模行业领先，

盘活存量资产。大股东参与定增后，资产负债率由 17 年一季报的 69.8%大幅降至 17年

中报的 62.0%，具备显著资金优势。 

 三大优势助力盈利能力、市场份额提升。1）渠道优势带来产品结构优化、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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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高，盈利能力显著提升。白电拆解比例从 13年的 4.5%提升至 17年的 25%，在补

贴下调的背景下，17 年单台实际毛利仍增至 28 元/台，同比增长 10.4%。2）借助资金

优势渡过补贴放缓，18 年补贴发放加快现金流大幅改善。18Q3 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3.19亿元，同比提升 159%。3）市场份额提升，产能负荷带动盈利弹性大。公司积极抓

住落后产能出清契机实现份额替代，17年市占率达 21.8%，同比提高 4.2个百分点。17

年公司产能利用率为 65%，随着补贴发放加快、产品结构优化将带来拆解量的提升，进

而提高产能利用率，可能将带来较大的盈利预期差。 

 背靠供销总社，股东实力雄厚。公司实控人中国供销集团为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社

属企业，其下属的中再生、中再资源是我国最大的专业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和行业

领军企业，主营再生资源回收业务，包括废钢、废纸、废有色、废塑料和其他业务。17

年中再生实现营业收入 150亿元是上市公司中再资环 17年营收的 6.4倍。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公司背靠中国供销集团，具备资质、渠道、资金三大优势。

考虑到行业空间的可持续成长性及公司三大核心竞争力带来的龙头优势不断加强和市

场份额提升，出于对公司内生增长的判断，预计 2018/19/20 年可实现归母净利润

3.16/3.93/4.63 亿元，EPS 分别为 0.23/0.28/0.33 元，对应 PE 为 26/21/18 倍，首次

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产能利用率提升不达预期，补贴基金拖欠风险，政策落地不达预期，

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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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新闻 

3.1.   《政府投资条例》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国务院印发《政府投资条例》，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该《条例》是我

国政府投资领域第一部行政法规，明确要求：1、禁止“垫资施工”：政府投资项目不

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2、不得随意压缩工期：政府投资项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合理确定并严格执行建设工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3、及时竣工决算：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竣工验收，并在竣工验收合格后及时办理竣工财务决算。4、

要求施工单位对政府投资项目垫资建设、无正当理由不实施或者不按照建设工期实施已

批准的政府投资项目，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5、违反

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发展改革委也下发“关于做好《政府投资条例》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地：1、全面清理不符合《条例》的现行制度。对政府投资方向、资金筹措、投资方

式、决策程序、投资计划、概算控制等方面违反《条例》的内容，一律要统一到上位法

的规定上来。有关规定的主要内容违反《条例》的，应当予以废止；个别条款与《条例》

不一致的，应当进行修订；2、清理范围：与政府投资相关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

规范性文件，都应纳入清理范围。3、进度要求：自 2019 年 7 月 1 日之日起，政府投资

管理规定与《条例》规定和精神不一致的，一律停止执行，相关工作以《条例》规定为

准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修订、废止程序。 

新闻来源： http://www.sohu.com/a/324317209_120083904 

 

3.2.   国家发展改革委：不规范 PPP 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依法依规加强 PPP 项目投资和建设管理的通知，通知指出

要全面、深入开展 PPP 项目可行性论证和审查，PPP 项目要严格执行《政府投资条例》、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依法依规履行审批、核准、备案程序。未依法

依规履行审批、核准、备案及可行性论证和审查程序的 PPP 项目，为不规范项目，不得

开工建设。 

新闻来源：http://www.h2o-china.com/news/293391.html 

 

3.3.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现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共六章九十一条，《草案》共九章一百零九条。修订

工作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

设的决策部署，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指出的问题为重点，主要修订了以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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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一）完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制度。一是建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

用记录制度；二是补充完善查封扣押措施；三是明确国家逐步基本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

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二）强化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制度。一是强化工业固体废物产生者的责任；

二是强化与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衔接；三是补充完善排污许可制度。 

 （三）健全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制度。一是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二是规范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三是加强生活垃圾处置企业管理；四是建立餐厨垃圾管理；五是规定按

照产生者付费原则实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六是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处置。 

 （四）完善其他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制度。 

 （五）加强对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一是要求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牵头制定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二是加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三是加强危险废物跨省转移

管理；四是建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六）严格法律责任。 

新闻来源：http://www.dffyw.com/fazhixinwen/lifa/201907/46240.html 

 

3.4.   生态环境部：全国 77 个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低于 80% 

7 月 5 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 2019 年统筹强化监督(第一阶段)黑臭水体专项排查情

况。根据排查结果，全国共有 77 个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低于 80%，其中 19 个城市消

除比例为 0。 

生态环境部表示，从排查情况看，各地按照《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

要求，普遍加大工作力度，加快补齐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有效提升了城市水污染防

治水平，但黑臭水体治理不平衡、不协调的情况依然突出，治理任务十分繁重。全国 259

个地级城市黑臭水体数量 1807 个，消除比例 72.1%。其中，长江经济带 98 个地级城市

黑臭水体数量 1048 个，消除比例 74.4%。 

根据排查结果，全国共有 77 个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低于 80%，涉及广东(13 个城

市，下同)、湖北(8 个)、四川(8 个)、辽宁(6 个)、安徽(5 个)、吉林(5 个)、江苏(4 个)、

湖南(4 个)、河南(4 个)、黑龙江(4 个)、江西(3 个)、山东(3 个)、山西(2 个)、贵州(2 个)、

广西(2 个)、河北(2 个)、云南(1 个)、陕西(1 个)。其中，四川省内江、德阳、资阳、宜

宾，吉林省辽源、四平、松原，广东省揭阳、清远，江西省九江、新余，黑龙江省鹤岗、

佳木斯，湖北省黄冈，贵州省遵义，辽宁省本溪，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河北省张家口，

河南省周口等 19 个城市消除比例为 0。 

http://www.dffyw.com/fazhixinwen/lifa/201907/462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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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表示，将向相关地方通报此次排查发现的问题，并于今年下半年对问题

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新闻来源：http://www.h2o-china.com/news/293590.html 

 

3.5.   财政部、住建部印发《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办法》所称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补助资金，是指中央财政安排支持城市管网建设、

城市地下空间集约利用、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城市排水防涝及水生态修复的转移支

付资金。 

《办法》明确，补助资金用于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试点、城

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中西部地区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补助资金整体实施期限不超

过 5 年，各支持事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要求，相应确定实施期限。 

《办法》要求，补助资金的支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财政管理制度的规定执行。属于

政府采购管理范围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政府采购的规定执行。属于引入社会资本管理

范围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规定执行。 

新闻来源：http://h5ip.cn/yLA7 

 

3.6.   生态环境部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到 2020 年，建立健全 VOCs 污染防治管理体系，重点区域、重点行业 VOCs 治理取得

明显成效，完成“十三五”规划确定的 VOCs 排放量下降 10%的目标任务，协同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根据《方案》，我国将通过大力推进源头替代、全面加强无组织排放控制、推进建

设适宜高效的治污设施、深入实施精细化管控等措施，综合治理石化行业、化工行业、

工业涂装、包装印刷行业、油品储运销、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等六大重点行业 VOCs。 

《方案》明确了六大重点行业 VOCs 治理任务，并对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和汾渭

平原三大重点区域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治理要求。 

《方案》要求完善标准体系，加快含 VOCs 产品质量标准和涉 VOCs 行业排放标准

制修订工作，并鼓励地方制定更加严格的地方排放标准。 

同时，要求开展重点行业专项执法行动，重点对VOCs无组织排放等情况进行检查，

对推进不力、工作滞后、治理不到位的，要强化监督问责。 

新闻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19-07/04/content_5405923.htm 

http://www.h2o-china.com/news/293590.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9-07/04/content_54059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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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法联合国三方发布气候变化会议新闻公报 

在新闻公报中，三方强调，气候变化对所有国家的威胁与日俱增，努力应对气候变

化和生物多样性危机迫在眉睫。各国应继续坚持多边主义，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提

供政治推动力，共同促进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 

三方赞赏在卡托维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4次缔约方大会（COP24）

达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三方重申落实《巴黎协定》承诺，坚持公平、“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不同国情。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更新国家自主贡

献，确保其较此前更具进步性，于 2020 年前发布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

战略。 

三方一致认为，各国应不折不扣履行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

中的承诺，调动全社会资源和力量，强化 2020 年前短期行动力度，并加速绿色低碳发

展转型。 

三方强调，确保气候融资与低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适应性发展的路径相一致，保持

融资的必要速度和规模，对提升气候行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雄心水平至

关重要。 

法国、联合国将同中国加强合作，将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投资同《巴黎协定》及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结合。 

新闻来源：http://www.mee.gov.cn/xxgk/hjyw/201907/t20190701_708158.shtml 

 

3.8.   北京将推动垃圾分类立法，罚款不低于上海，标准也不完全一致 

6 月 18 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主任孙新军在直播访谈节目中表态，将推动垃圾分类

立法。“上海已经明文规定，混合投放垃圾最高要处以 200 元罚款，而北京也不会低于

这个数。” 

另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孙新军介绍，现在北京市每天会产生将近 2.6 万吨的生

活垃圾，人均每天 1.1 公斤。目前北京有 29 个垃圾处理终端设施，都在满负荷运转。 

孙新军说，生活垃圾一般分四类：厨余垃圾、其它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早在 2012 年，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了政府部门、物

业等管理责任人、收运处置单位、垃圾产生单位的责任和罚则。但是物业等管理责任人

对居民个人参与垃圾分类仍缺乏有效的管控手段，缺乏约束和强制，导致垃圾分类居民

参与率增长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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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已经列入 2018-2020 年立法规划。新

修订的条例将不光对单位，也将对个人明确垃圾分类责任，以立法方式使软约束逐步“硬

起来”。 

此外，孙新军还表示，下一步，市城市管理委还将研究建立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规

划好回收中心的布局，畅通资源回收渠道。 

新闻来源：http://www.solidwaste.com.cn/news/293467.html 

 

3.9.   深圳推行垃圾分类激励机制 个人最高可获 1000 元 

近日，深圳政府在线网站发布关于《深圳市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实施方案

（2019-2021）》（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深圳将连续 3 年每

年安排补助资金 9375 万元用于生活垃圾分类方面的激励。 

家庭：每年各区（新区）将按分配到的名额评选“生活垃圾分类好家庭”，全市共

设 5000 名额。每年奖励 5000 个名额每户 2000 元。 

个人：每年全市还将评选 1000 名“生活垃圾分类积极个人”，以鼓励积极践行生

活垃圾分类且成效显著的个人。评选对象包括生活垃圾分类督导员、志愿者、教师以及

从事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其他人员，获选者每人奖励 1000 元。 

住宅区：全市每年评选 500 个“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小区”，按照 10 万元/1000 户的

标准补助，不足 1000 户的，每增减 100 户，补助资金增减 5%，最高补助不超过 30 万

元。补助资金仅用于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的设施采购、宣传培训以及劳务补贴等方面。 

对“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单位”的评选则不限定名额，获选单位的主要领导、分管领

导、经办人分别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积极个人”（不占用各区积极个人名额），给予

补助资金 1000 元/人。 

新闻来源：http://h5ip.cn/FLpx 

 

3.10.   成都公开征求垃圾分类意见 个人混扔垃圾拟可罚 200 元 

 7 月 5 日，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布关于公开征求 《成都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草案)》 修改意见建议的公告。 

《草案》提出，生活垃圾拟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其他垃圾

四类；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下

列规定投放生活垃圾：（一）可回收物应当交售给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回收经营

者，或者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收集点；（二）有害垃圾应当交给有害垃圾

http://www.solidwaste.com.cn/news/293467.html
http://h5ip.cn/FL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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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站点，或者投放至有害垃圾收集容器；（三）餐厨垃圾应当投放至餐厨垃圾

收集容器；（四）其他垃圾应当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此外，《草案》第三十三条明确要求禁止混投，一是禁止将餐厨垃圾、有害

垃圾混入其他类别的生活垃圾进行投放。二是禁止将农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垃圾

混入生活垃圾进行投放；禁止将危险废物、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等混入生活

垃圾进行投放。  

违反条例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城市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五十元以上两百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五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新闻来源：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9/07/05/599690.html 

 

3.11.   国家能源局征求意见 解决“煤改气”等清洁供暖推进过程中有关问题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近日发函，征求《关于解决“煤改气”“煤改电”等清洁供暖推

进过程中有关问题的通知》意见。通知提到，应尽快按时签订“煤改气”天然气供用气

合同并认真落实，各方应尽快签订 2019 年和 2019-2020 年采暖季“煤改气”天然气供

用气合同；建立完善清洁取暖长效支持机制，保证清洁取暖工作的持续性；规范完善招

投标机制，保障燃气壁挂炉、电暖器等清洁供暖产品质量，招标过程中严把质量关，配

合有关部门加强清洁供暖产品质量监管；坚持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在新设

施未安全稳定运行之前决不允许拆除现有取暖设置，偏远山区重点利用“清洁煤+节能

环保炉具”等方式替代散烧煤。 

新闻来源：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90705/990679.shtml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9/07/05/599690.html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90705/9906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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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重要公告 

表 1：公司重要公告 

类别 日期 公司 事件 

偿债能力报

告 
07.05 博天环境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238,735.61 万元，

借款余额为 386,765.08 万元。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合并口

径借款余额为 471,382.17 万元，较 2018年末新增 84,617.09 万元。

新增借款占 2018年末净资产的 35.44%，超过净资产比例的 20%。上

述新增借款主要系公司新项目开工建设需要所致，属于公司正常经

营活动范围，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实质影响，不会对公司整体偿

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 

筹划员工持

股计划 
07.01 东珠生态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任一持有人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

股本总额的 1%。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及的公司股票拟通过二级市

场购买（含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方式取

得并持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范围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

核心及骨干员工。 

大宗交易 

07.01 铁汉生态 以 3.68元/股成交 570 万股，成交额为 2097.6 万。 

07.02 龙净环保 以 12.64 元每股成交 4431万股，成交金额 56007.88 万元。 

07.04 铁汉生态 以 3.72元每股成交 1000 万股，成交金额 3720 万元。 

担保 

07.01 金圆股份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新金叶向下游客户中核核电销售产品提供预收款

担保，最高保证金额累计不超过 5000万元（含 5000 万元），担保

期限不超过 1年（含 1 年），具体条款及实际担保期限以实际签订

的担保协议为准。 

07.01 联泰环保 

潮海水务与农发行汕头潮阳支行于 2019 年 6月 20 日签署了《固定

资产借款合同》，向农发行汕头潮阳支行借款人民币 5.60 亿元，借

款期限为 240个月。根据银行要求，潮海水务需将 PPP 合同项下应

收账款质押给农发行汕头潮阳支行；同时，公司需为潮海水务向农

发行汕头潮阳支行申请的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9年

7 月 1 日，公司与农发行汕头潮阳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 

07.01 金圆股份 

公司全资孙公司格尔木商砼拟向格尔木农商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

800万元（含 800万元），融资期限不超过 1年（含 1年），并由

公司提供担保，具体条款及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07.01 铁汉生态 

公司与中国长城深圳市分公司、凤冈国投、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水先

生签署《连带保证合同》，公司为此次债权转让提供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刘水先生为公司本次债权转让提供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凤冈国投用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为公司本次债权

转让提供抵押担保；同意公司及铁汉建设与中国长城深圳市分公司、

凤冈水投签署《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公司将合法持有并享有处分

权的凤冈水投的应收账款质押给中国长城深圳市分公司，为凤冈水

投在主合同下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07.01 岭南股份 
公司拟为项目公司岭甸环境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昭通市分行申请的

3 亿元项目贷款提供 1300 万元人民币银行存单质押担保，贷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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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 

07.02 旺能环境 

近日，公司与银行签署了 2.73 亿元最高额保证合同，在额度范围内

为全资项目公司台州旺能在该银行发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的主债权期间自 2019年 7月 1 日至 2031 年 7月 1 日。 

07.02 大通燃气 

旌能天然气系公司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旌能天然气因业务发展

需要，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公司同意

为旌能天然气前述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期限至 2024年 6月 25 日止。 

07.04 国祯环保 

公司为满足广元市国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补充项目资金需要，公司

决定为广元国祯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 PPP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为满足郎溪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 PPP 项目建设等需

要，公司决定为郎溪国祯申请人民币 14,600 万元项目融资借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满足芜湖国祯天门山项目一期提标改造资金

需要，公司决定为芜湖国祯申请人民币 6,500 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07.04 盛运环保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22,420.09 万元，

对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外提供的违规担保金额为 212,352.38

万元，鉴于公司自身资金紧张，实际担保发生额较大，为了控制担

保风险，规范公司运作，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公司要求限期解除担

保。截至目前，已查封、冻结资产等约 10亿元，公司已召开涉及违

规担保债权人的沟通会，部分债权人同意解除违规担保，支持公司

司法重整，其余债权人暂未表达意见，具体事项正在协调中能否落

实存在不确定性。 

对外投资 

07.01 三维丝 

公司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河南三维丝，注册资本人民币 1亿元。

本次投资主体为公司，无其他主体参与；公司持有河南三维丝 100%

股权。 

07.01 首创股份 

首创股份拟与龙山供水公司、湖南建工、首创爱华”合资设立龙山

首创，其中首创股份以货币方式出资 1.21亿元，持有龙山首创 89.8%

股权，由龙山首创负责本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本项目总

投资约为 4.48亿元。 

07.01 创业环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公司计划投资建设“郯城危废综合处置中心项

目扩建-含铝污泥及废盐酸综合处置项目”，该项目预估总投资约人

民币 4863万元，分期建设，其中一期投资约 2533万元，所需投资

资金纳入郯城危废处置项目建设资金总额范围内，项目建设期预计

为 1年。 

07.02 中衡设计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500 万元与省环科院、公司关联方衡利投资共

同出资设立省环境新技术研究中心。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目

标公司 30%的股份，目标公司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关联方衡利投

资将持有目标公司 30%股份，但不实缴出资，在目标公司成立员工

持股平台后无偿转让给该持股平台。 

07.04 龙马环卫 

公司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龙马环境产业有限公司在海南省陵水

黎族自治县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陵水龙马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开展环

卫服务业务，注册资本 150万元；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龙马环

境产业有限公司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陵水

龙马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开展环卫服务业务，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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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比例 55%。 

07.05 启迪桑德 

公司于近期中标江西南昌环卫公厕管护及园林绿化等项目。根据项

目实施所需，公司拟在江西省南昌市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公

司名称拟定为“江西省赣邑博环保有限公司”。赣邑博环保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07.02 中环装备 
公司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启融科技，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以加快

推进公司园区后续综合开发工作。 

发行人不行

使续期选择

权 

07.01 葛洲坝 

16 葛洲 Y1第 1个周期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7月 21 日，第 1个周期

的到期日为 2019年 7月 22日。在本期债券第 1个周期末，公司决

定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即在 2019年 7月 22日将本期债券全额兑付。

16 葛洲 Y3第 1个周期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8月 3日，第 1个周期的

到期日为 2019年 8 月 5日。在本期债券第 1 个周期末，公司决定不

行使续期选择权，即在 2019 年 8月 5日将本期债券全额兑付。 

放弃优先受

让权 
07.01 金圆股份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金叶股东陈水梅、叶礼平及叶声赟拟将其持有的

新金叶 39%的股权转让给江西星金叶，公司拟放弃优先受让权。 

非公开发行

债券预案 
07.05 启迪桑德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环保有限公司为优化其债务结构，提升其应对风

险的能力，拟向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亿元创新创业公司债券，发行期限不超

过 3年， 

非公开股票

发行预案 
07.04 格林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0亿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1）绿色拆解循环再造车用动力电池

包项目；（2）3 万吨/年三元动力电池材料前驱体生产项目；（3）

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料项目（年产 5 万吨动力三元材料前驱体原料

及 2万吨三元正极材料）；（4）补充流动资金项目。非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0%，即不超过 82,992.6774 万股。 

分红派息 07.03 美尚生态 

公司决定以 2019年 4月 22日总股本 6.8亿股，扣除公司拟回购注

销的限制性股票 3.85万股以及公司拟回购注销的重大资产重组补

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 595万股后的股本 6.74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6742.9

亿元，本年度不转增不送股。 

风险提示 07.05 德创环保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仍以烟气治理装备和服务为主，未从事前端生活

垃圾分类相关业务。近期公司股票涨幅较大及市盈率偏高，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工商变更 

07.04 三维丝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重庆三维丝过滤技术

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并取得新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 

07.05 启迪桑德 

公司已于 2019年 7月 4日在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公司名

称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及公司章程备案的相关工商登记事项。企

业名称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文辉。公司本

次除企业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以外，其他登记注册事项未变。公

司证券简称变更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具体名称和启用

日期将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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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变化豁

免 
07.04 蓝焰控股 

近日，本公司收到山西国投及晋煤集团的通知，由于《山西省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将持有的省属 22户企业国有股

权全部注入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通知》这一文件尚

不具备审核条件，山西国投已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豁免要约

收购申请材料，并已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

书》，山西国投将待审核条件成熟后再行申报。 

股东减持公

司可转债 
07.01 海峡环保 

福州水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于 2019 年 6月 20 日减持海

环转债 8.11 万张；6月 21日增持 1.18 万张，减持 31.46 万张；6

月 24 日减持 3830张；7月 1 日减持 7.22万张。期间累计减持净额

46 万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 

股份回购 

07.05 嘉化能源 

截至 2019年 7月 5 日，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已经届满，公司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40,785,33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2.85%，成交的最高价为 10.86 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 8.70 元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400,681,902.18 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

易等费用）。 

07.01 盈峰环境 

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14 万股，占公司

现有总股本的 0.036%，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 743万元（不含交易费

用）。 

07.01 聚光科技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641 万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1.42%，最高成交价为 26.49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 23.29 元/股，成交总金额 1.62亿元（不含交易费用）。 

07.01 嘉化能源 

2019年 6 月，公司累计回购股份 97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68%，支付的总金额为 1.04 亿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等费

用）。截至 2019 年 6月 30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 4079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85%，支付的总金额为 4.01亿元（不含印花税、

佣金等交易等费用）。 

07.01 岳阳林纸 

2019年 6 月，公司累计回购股份 1021万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4985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截至 2019年 6 月月底，公司累计回购股份

102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3%，支付的金额为 4985万元。 

07.03 开尔新材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1217.27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4.20%，最高成交价为 9.5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99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 8913.41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07.02 百川能源 

截止 19.6.30，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11,618,9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81%，购买的最高价为 14.88 元/股、

最低价为 7.2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14 亿元。 

07.02 理工环科 

截止 19.6.30，公司累计回购 5,348,579 股，占公司总股本

396,662,205 股的 1.35%，最高成交价为 13.39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 9.06元/股，支付的总金额 5156万元（含交易费用）。 

07.02 启迪桑德 

截至 2019年 6月末，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合计

1,358,1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494%，购买股份最高成交价为

12.290 元/股，购买股份最低成交价为 9.93元/股，支付的总金额

1499.73 万元（含交易费用）。 

07.02 兴蓉环境 截至 2019年 6月底，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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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2,28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9%，最高成交价为 4.49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 4.38 元/股，成交的总金额为 7814万元（不含交易费

用）。 

07.02 中金环境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29,740,28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5%，

最高成交价为 4.0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3.22 元/股，支付的总金

额为 1.11亿元（含交易费用）。 

07.02 隆华科技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8,376,8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2%，最高成交价为 6.51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 5.93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51,890,418.51 元（含

交易费用）。 

07.02 国中水务 

截止 2019年 6月 28日，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合

计 30,965,6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87%。支付的总金

额为 9390万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07.02 美晨生态 

截止 2019年 06 月 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 9,957,5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9%，最高成交价为 3.96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 3.83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3,898.52 万元（不

含交易费用）。 

07.01 雪迪龙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982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62%，成交总金额为 7981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股份减持 

07.01 龙马环卫 

董事、财务负责人杨育忠拟减持合计不超过 258万股，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0.86%；董事李小冰拟减持合计不超过 58万股，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0.19%；监事会主席沈家庆拟通减持合计不超过 33.3万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1%；监事李开森先生拟减持合计不超

过 50 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7%；高管林鸿珍拟减持合计不

超过 17.6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6%。本次减持价格根据市

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 

07.01 雪浪环境 

截至 2019年 6月 28日，杨建林先生、杨珂先生和杨婷钰女士本次

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已经过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珂先生未通

过任何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披露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杨建林先生和杨婷钰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84.6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65%。 

股份质押 

07.03 金圆股份 

截至公告披露日，金圆控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32亿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 32.45%。金圆控股本次质押的股份总数为 1000 万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 1.40%。截至目前，金圆控股累计用于质押的股份总数

为 1.66亿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23.19%。 

07.04 龙净环保 

福建阳光集团全资子公司西藏阳光泓瑞工贸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44,310,030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14%)，

用于阳光集团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贷款提供

担保，融资期限三年。截至 2019年 7月 4日，阳光泓瑞持有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为 44,310,03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14%），现其已

将 44,310,030 股用于质押担保。阳光集团子公司龙净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西藏阳光瑞泽实业有限公司、阳光泓瑞合计已将其持有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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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份 240,789,970 股用于质押担保，占公司总股本的 22.52%。 

股份质押延

期购回 
07.01 百川能源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东海于 2016年 12月 29日将其所持公司 6338万

股股份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约定购回交易日为 2019年 6

月 28 日。现经双方协商，此项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购回交易日

延期至 2019 年 12月 27日，并于 2019年 6月 28日办理了股票质押

延期业务。截至本公告日，王东海持有本公司股份 1.77 亿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12.30 %。本次质押延期后，王东海累计质押的股份

数量为 1.61 亿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90.92%，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18%。 

股票异动 

07.01 中原环保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 2019年 6月 27日、6月 28日、7 月 1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公司经过自查不存

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07.03 联泰环保 

公司股票于 2019年 7月 1日、2019年 7月 2日、2019 年 7月 3日

连续 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股权激励 07.03 众合科技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已完成，授予日 2019 年 5月 27 日，授予数量 637

万股，授予人数 37 人，授予价格 4.04元/股。本次授予股票占授予

前上市公司总股本 1.17%。股票来源为定增 A股普通股。 

股权转让进

展 
07.03 武汉控股 

2019年 7月 2日，公司收到水务集团书面通知，水务集团已于 2019

年 7月 1 日收到实际控制人武汉城投转来的武汉市国资委批复，同

意水务集团采取非公开协议方式，将所持武汉控股 15%的股份（1.06

亿股）转让给长江环保。 

关联交易 

07.01 创业环保 

2019年 7月 1日，天津城投与本公司续签《张贵庄污水处理厂委托

运营协议》，服务期限为 2019 年 7月 1日起至 2020年 6月 30 日止

12 个月。在服务标准达到本协议要求的前提下，运营服务费为每月

420万元，运营服务费总额预计为 5038 万元。天津城投是本公司控

股股东天津市政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关联方。 

07.04 华金资本 

公司拟携公司下属子公司珠海华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珠海

华金启航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启航”）共同发起设

立珠海华实创兴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其中，华金投资作为

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 10万元，本公司、华金启航作为有限合伙人分

别认缴出资 690 万元、300万元。主要业务范围为投资管理、股权

投资、投资基金、基金管理。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行政许可受

理 
07.02 维尔利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决定对公司提交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核准》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签署合同 
07.01 中电环保 

公司与鲁清石化签署了原水处理项目（原水预处理 6000m3/h、除盐

水 2500m³/h）总承包合同；同时，2019年 5月，公司与鲁清石化签

署了脱盐水处理项目（脱盐水处理、凝液精制，最大制水量 800m3/h）

设备采购合同；上述两份水处理项目合同总额 1.355 亿。 

07.04 维尔利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与中广核节能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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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签订了《内蒙古兴安盟突泉生物质天然气项目核心工艺成

套设备供货及安装调试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 13，986 万元。 

07.04 龙马环卫 

公司签署《沧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环卫市场化项目合同》，合同金

额 47,403,057.03 元/年，服务期限 3年；公司签署《六盘水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环卫一体化服务项目合同》，合同金额 2485 万元/年，

服务期限 30 年，服务单价金额：清扫保洁：12.12/平方米/年、垃

圾收运：88元/吨、垃圾处置：56元/吨。 

解除限售 07.03 中电环保 

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计 77 人，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为 59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457%；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票数量

为 564.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08%。 

解除质押 

07.03 三维丝 

至公告披露日，罗红花持有公司股份 578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1﹪。本次解除质押后，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5501万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95.08﹪，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4.27﹪。 

07.03 岳阳林纸 

2019年 7月 3日，公司收到泰格林纸通知，被质押的 9,000 万股本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的 2,000 万股已于 2019年 6月 28 日提前

完成解质。泰格林纸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3.60亿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27.87%。上述股份解质完成后，泰格林纸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中剩

余被质押股份 1.1亿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8.24%、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7.87%。 

开立融资性

保函 
07.01 金圆股份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互助金圆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

请开立合计不超过 1亿元人民币等值美元的融资性保函，担保期限

不超过 1 年（含 1年），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以银行批准的《开立

保函申请书》为准。 

可转债发行 07.04 清水源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4.9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 亿元，扣除与本

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相关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9,553,183.35 元，共

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80,446,816.65 元。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年产 18 万吨水处理剂扩建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济源市清源水处理有限公司，现已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

协议。 

可转债上市 07.03 上海环境 

公司可转债“环境转债”上市，发行量 21.70 亿元（2170 万张），

上市时间 2019年 7 月 8日，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主体信用评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债券信用评级为 AAA。 

可转债调整 07.04 博世科 

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了变化以及权益分

派，公司可转债“博世转债”由 12.45 元/股调整为 12.38 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19年 7月 11日起生效。 

可转债转股 07.01 再升科技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累计有 17.5万元再升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

票，累计转股数为 15575 股，占再升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额的 0.0022%。自 2019 年 4月 1日至 2019年 6 月 30日，共有 5.2

万元再升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4751 股，占本次再

升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68%。尚未转股的再升转

债金额为人民币 1.14亿元，占再升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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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1 雪迪龙 

 截至 2019年 6 月 30日，累计已有 12.93 万元（1293 张）迪龙转

债转换成公司 A 股普通股，累计转股数为 14268股，占迪龙转债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24%。2019 年第二季度，迪

龙转债因转股减少 3.75 万元（375张），转股数量为 4146股，剩

余可转债余额为 5.20亿元（520 万张），占迪龙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8%。 

07.01 伟明环保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累计已有 1.46 亿元伟明转债转换为公司 A

股普通股，累计转股数为 833 万股，占伟明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

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90%。尚未转股的伟明转债金额为 5.24亿元，

占伟明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78.28%。 

07.01 国祯环保 
2019年第二季度，国祯转债因转股减少 7422万元，转股数量为 851

万股。截至 2019年二季度末，国祯转债剩余金额为 5.07 亿元。 

07.01 博世科 

“博世转债”转股期限为 2019年 1月 11 日至 2024年 7月 5日，转

股价格为 12.45 元/股。2019 年第二季度，合计共有 717 张“博世

转债”完成转股，合计转为 5539股“博世科”股票。截至 2019年

第二季度末，公司剩余可转债为 430 万张，剩余票面总金额为 4.30

亿元。 

07.01 高能环境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累计已有 1.31 亿元高能转债转换为公司 A

股普通股，累计转股数为 1396 万股，占高能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

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2.11%。尚未转股的高能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7.09

亿元，占高能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84.44%。 

07.01 铁汉生态 
2019年第二季度，铁汉转债因转股减少3.36万张，转股数量为84.21

万股。截至 2019年 6月 28日，铁汉转债剩余金额为 8.33 亿元。 

07.01 岭南股份 

2019年第二季度“岭南转债”因转股，金额减少 34.69 万元（3469

张）。截至 2019 年 6月 28日，“岭南转债”剩余金额为 6.59亿元

（659.35 万张）。 

投资理财 

07.03 金海环境 

2019年 7月 2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6,000万元，向中国银行

诸暨支行购买了人民币理财产品。产品代码：CNYAQKFD201，预计收

益率(年化)： 3.8%，产品存续期：91天。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诸暨支行无关联关系。 

07.05 四通股份 
公司购买建设银行理财产品 2082万元，期限 95 天；购买工商银行

理财产品 1000万元，期限 28 天。 

07.05 日出东方 
公司购买华夏银行理财产品，认购金额 9000万元，期限 188天；购

买浦发银行理财产品 3000万元，期限 182 天。 

期权登记完

成 
07.04 众合科技 

公司于 2019 年 5月 27 日授予的 650 万份股票期权现已登记完成，

行权价格 8.07元/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18%。 

期权激励 07.05 众合科技 
公司于 2019年 5月 27日授予的 400.0014万股期权，授予价格 4.04

元/股，现已登记完成。 

期权激励调

整 
07.04 博世科 

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了变化以及权益分

派，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11.76元/份调整为 11.69

元/份，调整后的行权价格自 2019年 7 月 11日起生效。 

权益变动 07.02 龙净环保 
因阳光集团委托设立的 “莱沃 1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即将到期，

阳光集团于 7.2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将该信托计划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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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给阳光集团全资子公司西藏阳光泓瑞。 

权益分派 

07.01 洪城水业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7.90 亿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 0.1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34 亿元。 

07.01 华鼎股份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1.62亿股为基数，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 0.07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8131.52 万元。 

07.01 武汉控股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7.10 亿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 0.119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8444 万元。 

07.03 东江环保 

公司 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8.79亿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40 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股利总额为人民币 1.23 亿元。剩余可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期

间，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07.03 雪浪环境 

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 亿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0.7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63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6股。分红前本

公司总股本为 1.3亿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2.08亿股。 

07.03 创业环保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4.27亿股为基数，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 0.1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51 亿元。 

07.03 蒙草生态 

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6 亿股为基

数，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18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

股利 2888万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

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前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0.162 元） 

07.04 中山公用 

公司以 2018 年末总股本 1,475,111,35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39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205,040,477.79 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后，母公司剩余未分

配利润 4,181,752,478.10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为 2019年 7月 11日，除息日为 2019年 7

月 12 日。 

07.04 博世科 

公司以截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 355,833,178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679965 元（含税），不

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为 2019 年 7月 10

日，除息日为 2019 年 7月 11 日。 

07.05 万邦达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65,184,81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150000元人民币现金，股权登记日 2019年 7月 11日，除息日 2019

年 7月 12日。 

07.05 盈峰环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1,137,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6%，该部分股份不参与利润分

配。根据股东大会决议，以现金分红总额 316,306,214.60 元不变的

原则，现调整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3,161,924,646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0359 元（含税），无转增，无送

股。股权登记日为 2019 年 7 月 11日，除息日 2019年 7 月 12日。 

融资券兑付 07.05 首创股份 
公司发行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债券简称“19首创 SCP001”，发行

总额 5亿元，债券利率 3.24%，兑付付息日 2019年 7月 14 日。 



 

30/37 

 

 

 
 

 

东吴证券研究所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Table_Yemei] 行业跟踪周报 

 

事故 07.05 东江环保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湖北天银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湖

北省天银危险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司生产基地一仓库发生火灾事

故。根据当地相关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起火原因系天银危

废的危废品暂存库储存的实验室废物发生化学反应放热引发火灾，

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133 万元，事故无人员伤亡。 

收到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

书 

07.01 永清环保 

公司控股股东永清集团累计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19886.97

万元，直至 2018年 12 月，永清集团才清偿资金占用本息。湖南证

监局决定对永清环保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收到民事判

决书 
07.01 三维丝 

被告刘明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其持有的原告三维丝

870万股无偿划转给本判决生效之日(即股权登记日)原告登记在册

的，除彭娜及刘明辉等 12人以外的其他股东；被告刘明辉 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支付现金补偿 52.22 万元及其逾期

利息。 

调整规划及

组织架构 
07.01 金圆股份 

公司在 2018-2020年期间，以资源化综合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和

一体化综合处置等环保产业为主攻方向落实公司“转型环保产业，

开启二次创业”发展战略。公司将对现有组织架构进行相应调整，

通过设立新材料事业部、环保事业部以及建材事业部对公司三大产

业实行有效管控。 

停牌 07.02 博天环境 

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四川高绿平股东

蒲江、何芳合计持有的四川高绿平 70%的股权。为保证公平信息披

露，公司股票自 2019 年 7月 3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

过 10 个交易日。 

投资基金注

销 
07.04 华金资本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珠海华金盛锦城市化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的议案》，截止当前华金盛锦基金的实缴出资为 0元。本

次注销前，华金盛锦账上的剩余资产约有 1,103,409.73 元。上述财

产将依据《珠海华金盛锦城市化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

补充协议》在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按照 2:8 的比例分配。 

网上接待日 07.03 亿利洁能 

公司定于 2019年 7 月 10日（星期三）下午 15:00-17:00 在全景网

举办 2019年度内蒙古辖区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本次活动将采用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 http://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现金管理 07.05 雪迪龙 

近日，公司在宁波银行和交通银行的 7,000 万元现金管理产品已到

期。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暂时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继续分

别与宁波银行和交通银行签订《宁波银行启盈理财产品总协议》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汇率挂钩）产品协议》，

进行现金管理。其中与宁波银行认购理财产品 2000万元，期限 91

天；与交通银行认购理财产品 5000万元，期限 123天。 

项目回款 07.03 三维丝 

2019年 7月 3日，厦门洛卡收到山东信达转来的“项目收购款”人

民币 1.26亿元；至本公告披露时，前述款项已确认到账。本次回款

系相关方对《合并重整计划草案》的具体执行。厦门洛卡 2018年度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0元；本次回款人民币 1.26 亿元，占公司上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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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2018 年度)营业收入(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人民币 7.87 亿元)的

16.05%，预计将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较大程度的积极影响。 

07.05 三维丝 

公司子公司北京洛卡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近日收到齐星项目款人民币

26,429,640.50 元。占北京洛卡上一年度(2018 年度)营业收入(人民

币 16,270,665.61 元)的 162.44%，占公司上一年度(2018 年度)营业

收入(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人民币 78,649 万元)的 3.36%，预计将对公

司本期利润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项目中标 

07.01 伟明环保 

公司收到《政府采购成交通知书》，确认公司为“安福县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 PPP项目”的中标单位。中标项目总投资估算约 2.70亿元，

项目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 500吨。项目合作期限为 30年（含 2

年建设期）。该项目目前尚未与采购人签订正式的合同，合同签订

及合同具体条款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07.01 国祯环保 

公司于 2019 年 6月 28 日收到中标通知书，确认本公司与安徽安泽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牵头方）、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安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宿州市埇桥区农村污水

治理工程 PPP 项目的中标人。项目污水处理单价为 1.5 元/吨，工

程建安费用下浮率为 3.03%，工程设计费用下浮率为 20.30%。项目

主管网运维单价为 28995元/千米*年，项目支管网运维单价为 13583

元/千米*年。合理利润率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 5年以上

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浮 41.80%。本项目总投资为 3.12 亿元，建

设期利息为 703 万元。合作模式为 DBOT 模式。本项目合作期 21年，

其中建设期为 1 年，运营期为 20 年。 

07.01 中国天楹 

公司收到《如皋市政府采购项目中标通知书》， 确定公司为如皋市

环境卫生管理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服务项目的中标供应商。项目服

务年限为 2年，中标金额为 310万元/年。项目内容：如皋市新增

45 个小区、主城区所有财政供给单位以及约 160个公共区域垃圾收

集点的垃圾分类服务工作。 

07.02 中环环保 

公司和山东黄河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为泰安市岱岳新兴产业园

供排水一体化 PPP项目选取社会资本方采购项目预中标社会资本

方。运作模式： BOT运营模式。项目概算：总投资约 29646.63 万

元。合作期限：泰安岱岳新兴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合

作期 30年。泰安岱岳新兴产业园供水工程合作期 30年。泰安岱岳

新兴产业园污水处理厂下游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及水务综合控制

中心工程项目合作期 15年。 

07.02 中国天楹 

近日，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 Urbaser 确定为巴黎 Isséane 垃圾焚烧

发电厂运营项目中标单位。中标金额：2.2亿欧元。项目内容：主

要负责巴黎 Isséane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运营，运营时间 8年 3 个

月。 

07.02 泰达股份 

公司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为衡水市冀州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 项

目的中标人，中标价为垃圾处理服务补贴价格 50（元/吨），合作

期限 30年（含建设期 2年）。 

07.04 中国天楹 
收到南通市港闸区环境卫生管理处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

司为南通市港闸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2019 年生活垃圾分类外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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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单位。中标金额 652万元/年，项目服务年限 1年，在不增加服

务费用的前提下，本合同可续签（每次续签期限不少于 1 年）。 

07.04 美晨生态 

公司全资子公司赛石园林近期参与的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人工湿地

建设工程 PPP项目社会资本方的公开招标，现已收到中标通知书，

确定赛石园林为该项目中标单位，项目静态静态估算总投资为

11,473.64 万元，估算建设期利息为 268.28 万元，本项目动态估算

总投资为 11,741.92 万元。本项目合作期限 11 年,包括建设期 1 年

和运营期 10 年。 

07.05 中环环保 

公司与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衢州市城东污水处理

厂（三期）施工总承包+运营工程中标候选人，中标价 316,080,365

元。其中，工程施工总承包报价为 196,725,365 元，运营期运营服

务费报价为 119,355,000 元,工期为 300 个日历天。 

业绩预告 

07.02 隆华科技 
2019年中报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盈利：8,025.65 万元～9,260.3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50%。 

07.03 维尔利 

由于公司及子公司 2018 年及 2019年上半年新签工程订单、销售订

单增加，部分订单达到收入确认节点，因此，公司预计 2019年上半

年结算的收入较去年增长，相应的 2019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30%-50%。预告期预计盈利情况 1.4 亿

元-1.6亿元，去年同期数据为 1.1亿元。 

07.05 先河环保 

公司在 2019 年 1月 1日-2019年 6月 30 日，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长 20%-30%，盈利 9140 万元-9900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执行订单

增加，因此业绩较去年同期增加；预计 2019 年半年度非经常性损益

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450万元。 

07.05 中国天楹 

2019年 1月 1日-2019 年 6月 30 日，公司盈利 2亿-2.3 亿元，比

上期同期增长 129.21%-163.59%，每股盈利约为 0.0886-0.1010 元。

业绩变动原因为 2019年 1月 11 日，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

方式收购江苏德展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项完成股权变更，2018

年同期数据未包括江苏德展投资有限公司的盈利情况，而本公告预

计的 2019年 1-6月业绩则包括了江苏德展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 2

月-6月的盈利情况，所以公司 2019年半年度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

幅度增长。 

增持计划结

果 
07.01 金海环境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丁伊央计划自 2018年 7月 3日起 12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总金额

不低于 1000 万元，不超过 2000万元。2018年 7 月 3日至 2019年 6

月 28 日期间，丁伊央以自有资金 1012.17 万元，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增持公司股份 96.49 万股，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增发 A股申

请 
07.01 博世科 

公司于 2019 年 7月 1日收到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

请受理单》。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在创业板公开增发 A 股

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查，认为公司申请材料齐全，于 2019年 6

月 28 日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公司本次公开增发 A 股股

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债权转让 07.01 铁汉生态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铁汉建设、凤冈水投签订《债权债务豁免协议》，

豁免债务人在《债权债务确认协议》项下确认的利息人民币 990 万

元，即公司对债务人享有的标的债权为人民币 1.59亿元；同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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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长城深圳市分公司、铁汉建设、凤冈水投签订《债权转让协

议》，中国长城深圳市分公司受让本协议项下标的债权的买价共计

人民币 1.27 亿元。 

债券回售 07.02 深圳燃气 

“16深燃 01”公司债券本次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 448,466 手，回售

金额为 4.48 亿元（不含利息）。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16深燃

01”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交易的数量为 51,534 手。 

债务逾期 07.01 天翔环境 

公司因资金状况紧张，致使部分债务逾期。截至 2019 年 9月 30日，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将逾期债务合计金额约 24.91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889.21%。 

政府补助 

07.02 众合科技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浙江

海纳半导体有限公司、苏州科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

公司江西科环工业陶瓷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众合智控科

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孙公司杭州网新智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6 月 30日，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 2,881,342.25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 10.67%。 

07.05 中环装备 

2019年 4月 1日至 6月 30日，公司以及子公司累计收到的各类政

府补助金额 6,341,500 元。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6,341,500

元。上述补助资金将对公司 2019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产生正面影响，

预计增加利润总额 634.15 万元。 

质量问题 07.01 葛洲坝 

近日，媒体报道了公司子企业葛洲坝电力公司承建的青岛地铁 1 号

线外接电源项目存在质量和管理问题。经初步核实，公司认为葛洲

坝电力公司不存在违法分包问题。但作为总承包方，葛洲坝电力公

司存在项目管理不善问题，主要包括分包履约过程管控不严、分包

项目质量监测不到位等。 

质押解除 

07.05 雪迪龙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敖小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38,02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86%；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1,059 万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 2.78%，占公司总股本的

1.75%。本次解除质押后，敖小强先生仍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量为

6,250 万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 16.44%，占公司总股本的

10.33%。 

07.05 清新环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大股东世纪地和持有本公司 48,987.157 万股股

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5.31%；本次解除质

押的股份数为 27366.9998 万股。世纪地和持有本公司股份中，处于

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20,569.0598 万股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

份总额的 41.99%，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9.02%。 

终止合同 07.02 天翔环境 

公司近日收到简阳工业集中发展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终止石

盘（四海）食品医药产业园工业供水厂及污水厂处理厂 PPP项目合

作建设合同的通知》。 

仲裁暨股份

处置 
07.02 中金环境 

根据安吉同光与宋志栋签订的《借款协议》之约定，截至 2019.6.27，

安吉同光向宋志栋借款的本息合计 1.9亿。根据仲裁结果，安吉同

光需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2,619,567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22%）过户给宋志栋。 

资本金变动 07.03 中电环保 公司之前已同意回购注销贾阿军等 3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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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的合计 25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时，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2220

万元变更为 52195 万元。近日，公司完成了减少注册资本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取得了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资产出售 07.04 普邦股份 

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盘活存量资产，有效回笼资金，公司将上海

市普陀区光复西路 2899 弄 8 号 1105、1106、1107、1108、1109、

1110、1111室的房产以人民币 3,497.38 万元出售给上海冠弘贸易

有限公司，现已收到全部房款正式完成过户手续，本次出售房产将

使公司本期净利润增加约 436.12 万元。 

子公司注销 07.04 大千生态 

因经营环境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公司子公司中化工程集团基础设施

建设有限公司原拟开展的业务未能按照原计划开展。中化基础公司

自成立以来未开展实际业务，股东未实际缴纳出资，未对公司投资

产生损益。经中化基础公司各股东协商，决定对该公司进行注销处

理。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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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周大事提醒 

表 2：下周大事提醒 

  证券简称 事件 

(07/07)周

日 
中山公用(000685)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07/08)周

一 

巴安水务(300262) 分红除权 

巴安水务(300262) 分红派息 

*ST科林(002499) 申万行业变更 

中山公用(000685) 股东大会召开 

海峡环保(603817) 申万行业变更 

中电环保(300172)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中材节能(603126)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中材节能(603127) 股东大会召开 

华鼎股份(601113) 分红股权登记 

长青集团(002616) 申万行业变更 

旺能环境(002034) 申万行业变更 

华鼎股份(601113) 申万行业变更 

中衡设计(603017) 申万行业变更 

洪城水业(600461) 分红派息 

洪城水业(600462) 分红除权 

渤海股份(000605)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07/09)周

二 

现代投资(000900)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东江环保(002672) 分红股权登记 

渤海股份(000605)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创业环保(600874) 分红股权登记 

岭南股份(002717)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华鼎股份(601113) 分红派息 

武汉控股(600168) 分红股权登记 

华鼎股份(601113) 分红除权 

(07/10)周

三 

东江环保(002672) 分红除权 

雪浪环境(300385) 分红股权登记 

博世科(300422) 分红股权登记 

渤海股份(000605) 股东大会召开 

武汉控股(600168) 分红除权 

武汉控股(600168) 分红派息 

现代投资(000900)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科融环境(300152)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创业环保(600874) 分红除权 

东江环保(002672) 分红派息 

创业环保(600874) 分红派息 

(07/11)周

四 

蒙草生态(300355) 分红股权登记 

美晨生态(300237)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美晨生态(300237)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博世科(300422) 分红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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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投资(000900) 股东大会召开 

美尚生态(300495) 分红股权登记 

博世科(300422) 分红派息 

中山公用(000685) 分红股权登记 

雪浪环境(300385) 分红除权 

万邦达(300055) 分红股权登记 

  雪浪环境(300385) 分红派息 

  科融环境(300152) 股东大会召开 

  盈峰环境(000967) 分红股权登记 

  雪浪环境(300385) 红股上市 

(07/12)周

五 

万邦达(300055) 分红除权 

盈峰环境(000967) 分红除权 

中山公用(000685) 分红除权 

万邦达(300055) 分红派息 

中山公用(000685) 分红派息 

沃施股份(300483)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盈峰环境(000967) 分红派息 

蒙草生态(300355) 分红派息 

蒙草生态(300355) 分红除权 

美尚生态(300495) 分红除权 

美晨生态(300237) 股东大会召开 

高能环境(603588)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美尚生态(300495) 分红派息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6.   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政策推广不及预期，利率超预期上行，财政支出低于预期 



 

37/37 

 

 

 
 

免责及评级说明部分 
 

东吴证券研究所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免责声明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研究报告仅供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

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

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内容所导致的损失负任何责

任。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东吴证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

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务。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分析师认为可靠且已公开的信息，本公

司力求但不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也不保证文中观点或陈述不会发生任何变更，

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

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转载，需征得东吴证券研究所同意，并注明出处为东吴证券研究

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东吴证券投资评级标准： 

公司投资评级： 

买入：预期未来 6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介于 5%与 15%之间； 

中性：预期未来 6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介于-5%与 5%之间； 

减持：预期未来 6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介于-15%与-5%之间； 

卖出：预期未来 6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在-15%以下。 

行业投资评级： 

增持：预期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强于大盘 5%以上； 

中性：预期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大盘-5%与 5%； 

减持：预期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弱于大盘 5%以上。 

 

东吴证券研究所 

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号 

邮政编码：215021 

传真：（0512）62938527 

公司网址：http://www.dwzq.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