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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2 月 23 日 

 一年该行业与上证综指走势比较 行业周报  

 

融资边际改善，关注两条主线 
 

本周投资观点：融资边际改善，重点关注两条投资主线 

（1）从 2015 年至 2019 年五年间环保板块整体下跌 28%（总市值加权），
排名倒数第一，目前机构仓位很低；而从我们跟踪的情况看，经历了融
资恶化、财政收紧（PPP 收紧）、央企接管等一系列基本面的恶化因素后，
在目前业绩预期下，业绩进一步恶化的空间已不大； 

（2）目前重点公司大概对应 2019 年 PE20x，PB1.5x 左右处于历史较
低位置，同时环保整体预测 PEG（2019 年 PE 对应 2020 年增速）位于
所有二级子行业中具有购买吸引力的前 1/3（约 0.7-0.8 左右）； 

（3）政府支付能力有望边际改善：2020 年提前批专项债中生态环保类
占比和金额明显增加：占比从 2019 年 2.4%提升到 7%，同时金额去年
全年 531 亿，今年提前批已有 418 亿。可以预见，今年全年环保专项债
的增长或翻倍以上，以此能拉动的环保投资的增长亦非常可观。 

（4）很多央企入驻环保企业后，带来环保公司的融资能力的改善和融资
成本的降低。 

（5）再融资新规和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环保板块边际持续改善，工程类公
司率先受益。目前环保公司普遍负债率在 50%以上，融资放松有利于上
市公司通过增发改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节约财务成本和资金成本，
有利于承接更多低收益率项目及现有项目的实施。 

（6）经济悲观预期下，稳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利于环保公司订单释放
和落定，工程公司业绩预期改善。2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
开会议，为应对疫情影响，会议明确提出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通过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灵活深度的货币政策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
展、维持就业稳定。环保公司的订单大部分来自于地方政策，积极的财
政政策有利于改善环保公司的订单预期，工程公司率先受益。 

建议关注两条投资主线主线：①受益融资政策边际改善的工程类标的碧
水源、国祯环保、博世科；②此次突发疫情大量增加危废处理量，或将
提升医废运输和处置效率，同时带动环卫市场需求，建议重点关注危废
和环卫行业机会，推荐龙马环卫、高能环境等。 

本周行情回顾：表现较好，跑赢大盘 

上周环保板块整体上涨 4.34%（总市值加权），上证综指上涨 3.78%，跑
赢大盘。分子板块来看: 大气+6.28%，水务+6.08%，环境监测+4.48%，垃圾

焚烧发电+3.09%，土壤修复+2.42%，危废-0.28%，再生资源-1.80%。 

 
重点公司盈利预测及投资评级 

  
公司 公司 投资 昨收盘 总市值 EPS  PE 

代码 名称 评级 （元） （百万元） 2019E 2020E  2019E 2020E 

300070 碧水源 买入 9.71 30,728 0.48 0.59  23.1  19.8  

300388 国祯环保 买入 11.07 7,423 0.50 0.63  22.1  17.6  

300422 博世科 买入 12.17 4,330 0.87 1.17  14.0  10.4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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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投资观点：融资边际改善，关注两条投资主线  

 

（1）从 2015 年至 2019 年五年间环保板块整体下跌 28%（总市值加权），排名倒

数第一，目前机构仓位很低；而从我们跟踪的情况看，经历了融资恶化、财政收紧

（PPP 收紧）、央企接管等一系列基本面的恶化因素后，在目前业绩预期下，业绩

进一步恶化的空间已不大； 

（2）目前重点公司大概对应 2019 年 PE20x，PB1.5x 左右处于历史较低位置，同

时环保整体预测 PEG（2019 年 PE 对应 2020 年增速）位于所有二级子行业中具

有购买吸引力的前 1/3（约 0.7-0.8 左右）； 

（3）政府支付能力有望边际改善：2020 年提前批专项债中生态环保类占比和金额

明显增加：占比从 2019 年 2.4%提升到 7%，同时金额去年全年 531 亿，今年提

前批已有 418 亿。可以预见，今年全年环保专项债的增长或翻倍以上，以此能拉

动的环保投资的增长亦非常可观。 

（4）很多央企入驻环保企业后，带来环保公司的融资能力的改善和融资成本的降

低。 

（5）再融资新规和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环保板块边际持续改善，工程类公司率先受

益。目前环保公司普遍负债率在 50%以上，融资放松有利于上市公司通过增发改

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节约财务成本和资金成本，有利于承接更多低收益率项

目及现有项目的实施。 

（6）经济悲观预期下，稳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利于环保公司订单释放和落定，

工程公司业绩预期改善。2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为应对疫

情影响，会议明确提出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

灵活深度的货币政策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维持就业稳定。环保公司的订单大部

分来自于地方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改善环保公司的订单预期，工程公司率

先受益。 

总结来看：环保板块长期下跌已经充分反应了市场的悲观预期，可能导致进一步下

跌的利空因素已很少；政府支付能力和融资环境的改善必将带来环保公司的盈利和

估值的双重弹性。同时，疫情带动环卫和危废市场需求。因此，我们对目前板块表

现持相对乐观态度。建议关注两条投资主线主线：①受益融资政策边际改善的工程

类标的碧水源、国祯环保、博世科；②此次突发疫情大量增加危废处理量，或将提

升医废运输和处置效率，同时带动环卫市场需求，建议重点关注危废和环卫行业机

会，推荐龙马环卫、高能环境等。 

风险因素：虽然自上而下已很多积极变化，但目前自下而上，上市公司订单情况还

没有看到明显改善，有待进一步的跟踪和验证。 

重点推荐组合：碧水源、国祯环保、博世科 。 

  



uZPBMAmWeWqQsR6MaObRmOrRoMqQjMpPmOkPtRsObRpOqRwMmRsQvPrN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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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行业新闻：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的

通知》；发改委发布《关于贯彻落实促进非水可再生

能源发电健康发展若干意见，加快编制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的通知》 

 

 事件 1：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

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的通知》及《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的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

术方案（试行）》，防止新型冠状病毒通过粪便和污水扩散传播，并表示全国

生态环境质量未受疫情影响。 

2 月 1 日，生态环境部印发通知，部署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规范医疗污

水应急处理、杀菌消毒要求，防止新型冠状病毒通过粪便和污水扩散传播。2 月 22

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总体来看，包括湖北武汉在内的

全国城市环境空气、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质量保持稳定，生态环境质量未受

疫情影响。 

 

点评： 

总体来看，全国城市环境空气、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质量保持稳定，生态

环境质量未受疫情影响。337 个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自动监测结果表明，2020 年 2

月 1 日至 19 日，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7.1%，比去年同期

上升 9.3 个百分点。1601 个国家网水质自动站监测结果表明，2020 年 2 月 1 日至

19日，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87.3%，Ⅳ类和Ⅴ类断面比例为10.8%，

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1.9%，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保持稳定。累计对 6900 余个饮用

水水源地开展的监测结果表明，2020 年 2 月 1 日至 19 日，未发现受疫情影响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的情况。 

粪便中可能有活病毒存在，需加大污水处理力度防止扩散传播。据深圳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官方微博消息，2020 年 2 月 1 日，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透露，该院

肝病研究所研究发现，在某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粪便中检测出

2019-nCoV 核酸（新型冠状病毒）阳性，很有可能提示粪便中有活病毒存在。

生态环境部 2 月 1 日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和

城镇污水监管工作的通知》，安排部署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规范医疗

污水应急处理、杀菌消毒要求，防止新型冠状病毒通过粪便和污水扩散传播。

《通知》中主要明确以下几点：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切实做好医疗污水收集、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污染物排

放等监督管理；要主动加强与卫生健康、城镇排水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健

全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已发生疫情的地方，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要指导督促相关医疗机构对污水和

废弃物进行分类收集和处理，做到稳定达标排放；对没有医疗污水处理设

施或污水处理能力达不到要求的，应督促因地制宜建设临时性污水处理罐

（箱）；加强对医疗污水消毒情况的监督检查，严禁未经消毒处理或处理未

达标的医疗污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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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发生疫情的地方，要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动态，并要求本行政区域内医疗

机构、接纳医疗污水的城镇污水处理机构等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加大农村医疗污水处置的监管力度、禁止医疗污水进入农田灌溉渠道、防

范医疗污水污染饮用水源、加大重点场所监督检查力度、做好信息发布共

享。 

强化医疗污水消毒处理，把病源控制在源头的同时确保城镇污水处理及污泥处

理处置设施正常运行，做到防控结合。在疫情防控期间，在设备采购、现场条

件、运行操作以及费用预算等客观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以消毒效果最佳为首要

目标，建议按以下顺序确定消毒方式：臭氧消毒 ＞ 二氧化氯消毒 ＞ 液氯消

毒 ＞ 次氯酸盐消毒；如以时间进度和操作方便为首要目标，则只能按以下顺

序确定消毒方式：次氯酸盐消毒 ＞ 液氯消毒 ＞ 二氧化氯消毒 ＞ 臭氧消毒。

实际中，除部分大型医疗机构采用臭氧和二氧化氯消毒，绝大部分定点医疗机

构、新建成投用的医院、临时集中隔离场所都采用次氯酸盐。城镇污水处理厂

基本都建设了混凝过滤等深度处理设施，部分处理厂还采用了膜过滤技术。这

些处理单元在去除污染物的同时也在去除、抑制或杀灭病原微生物，发挥着关

键的防控作用，只要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全流程可至少获得 2log（99%）以

上的去除、抑制或灭活效果，为通过末端消毒彻底阻断病毒传播提供基础。因

此，城镇污水处理厂在疫情期间应确保稳定运行，一般不需要采取其他强化处

理措施，稳定运行就是最重要的防控。同时，在疫情防控期间，污水收集系统

的最佳防控对策是加强下水道巡查，及时补齐遗失的井盖，封闭散发臭气的化

粪池或检查井，尽量减少或停止下水道养护操作和施工作业。 

 

 事件 2：发改委发布《关于贯彻落实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若干

意见，加快编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的通知》 

1 月 20 日，财政部、发改委和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表明中央财政将继续支持生物质发电产业，稳定了社会预期。

为积极推动文件落实，2 月 6 日，发改委发布《关于贯彻落实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

发电健康发展若干意见，加快编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的通知》，要

求各地要加快组织编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 

 

点评：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产业获政策支持，全国各省加速推进。积极响应发改委通知

要求，多省已相继发布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对中长期内全省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数量和投资额、拟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数量、预计新增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垃圾焚烧率等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从 2009 年

到 2018 年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和生活垃圾焚烧无害化处理量的数据来看，

2018 年全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为 2.26 亿吨，生活垃圾焚烧无害化处理量

为 1.02 亿吨，生活垃圾焚烧无害化处理率为 45.14%，2009-2018 年无害化焚

烧率的 CAGR 为 10.75%。尽管无害化焚烧率逐年提高，但总体仍处于较低水

平。从全国各省情况来看，2018 年江苏生活垃圾焚烧产能位居第一，年焚烧量

表 1：各主要处理单元对肠道病毒的去除、抑制或灭活效果 

处理单元 预处理及一级处理 二级生物处理 混凝过滤 超滤膜过滤 

效果（log） 0.1~0.5 1.0~3.0 1.0~3.0 >2.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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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328.7 万吨，焚烧日处理产能为 1.07 万吨/日，其次是广东、山东、浙江、

福建。从生活垃圾焚烧产能发达的省份区域分布来看，多分布于长三角和珠三

角一带。一方面与当地人口较多，生活垃圾产生量较大相关，另一方面当地经

济发达，垃圾焚烧投资压力对地方政府来说并不大。在各省出台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中长期规划后，全国各省生活垃圾焚烧量和焚烧处理能力将大幅提升。 

图 1：09-18 年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及焚烧占比  图 2：2018 年我国各省生活垃圾焚烧量及处理能力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1：各省规划生活垃圾焚烧项目数量  图 2：2020 年各省垃圾焚烧率目标 

 

 

 

资料来源: 北极星环保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各省网站，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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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刚需属性强，预计“十三五”期间垃圾焚烧总市场规模达 3120 亿。《“十

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全国垃圾焚

烧处理能力达到 59.14 万吨/日，占无害化处理能力的比例达到 54%。1）根据国家

“十三五规划”，假设 2016-2020 年每年新增 7.1 万吨/日焚烧处理能力，项目产能

利用率 80%、吨垃圾处置费 60 元/吨、吨垃圾发电量 280 度、上网电价 0.65 元/

度、上网比例 85%，则垃圾焚烧发电运营市场规模将达到 1943 亿。2）假设吨垃

圾投资额 45 万/（吨/日），则对应 2016-2020 年每年垃圾焚烧总投资约 320 亿。假

设焚烧发电项目投资中，土建、安装、设备及其它分别占总投资的比例为 30%、

15%、40%、15%，则 2016-2020 年垃圾发电工程市场规模为 144 亿，设备市场

规模为 128 亿，十三五期间垃圾焚烧发电总工程就设备市场规模分别为 721 亿、

641 亿。综合考虑工程、设备及运营市场，“十三五”期间垃圾焚烧总市场规模达

到 3120 亿。 

 

 

 

  

表 2：各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及新建垃圾焚烧厂数量一览表 

序号 政策名称 近期数量（个） 远期数量（个） 

1 云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9-2030 年） 14 32 

2 河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8-2030 年） 64 20 

3 河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8-2030 年） 53 22 

4 福建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征求意见稿） 17 

5 四川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 80 

6 湖南省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9-2030 年） 22 10 

7 青海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2019-2025 年） 4  

8 江苏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发展指导规划（2019-2030 年） 27 33 

9 安徽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9-2030 年）（征求意见稿） 35 30 

10 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8-2030 年） 9 

11 广西生活垃圾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8-2030 年）（征求意见稿） 21 22 

12 陕西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20-2030 年）（审议稿） 36 

13 浙江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9-2030 年） 24 13 

1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发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7 10 

资料来源：北极星环保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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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板块行情回顾：大气板块表现最好  

行情回顾与总结：上周环保板块整体上涨 4.34%（总市值加权），上证综指上涨

3.78%，跑赢大盘。 

涨幅居前的个股主要是：碧水源+19.00%，江南水务+11.29%，龙净环保

+10.37%，华控赛格+8.22%，维尔利+8.02%。 

跌幅居前的个股主要有：格林美-6.36%，中国天楹-4.44%，兴源环境-4.40%，

启迪环境-4.18%，东江环保-3.25%。 

分子板块来看：大气+6.28%，水务+6.08%，环境监测+4.48%，垃圾焚烧发电

+3.09%，土壤修复+2.42%，危废-0.28%，再生资源-1.80%，环卫-4.34%。  

 

图 5：重点公司周涨跌幅情况（%）  图 6：子版块周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附表：重点公司盈利预测及估值 
 
公司 公司 投资 收盘价 EPS  PE  PB 

代码 名称 评级 2 月 23 日 2018 2019E 2020E  2018 2019E 2020E  2018 

300070 碧水源 买入 9.71 0.40 0.42 0.49  24.3  23.1  19.8   1.4 

300388 国祯环保 买入 11.07 0.52 0.50 0.63  21.3  22.1  17.6   2.9 

300422 博世科 买入 12.17 0.66 0.87 1.17  18.4  14.0  10.4   2.5  
数据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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