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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加码绿色生产和消费法律政策，相

关环保板块有望得到进一步发展 

——公用事业行业动态点评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印发《关于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法规

政策体系的意见》的通知，对绿色生产和消费领域法规政策进行进一步的

完善。本次《意见》对多个重点领域和行业提出要求，包括可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危废治理、垃圾分类、餐厨垃圾处理等领域。 

 《意见》在“（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中强调，“完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制度，以县为单位整体推进秸秆全量化综合利用。以肥料化和能源化为

主要利用方向”。农林生物质是持续产生的生物质垃圾，我国农林生物质

资源折合10亿吨标准煤/年。目前我国生物质燃料化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数据显示，我国生物质燃料化占比仅为约 13%；2018 年，生物质能利用

量约 5210 万吨标准煤，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1%，未来仍有较大的发展空

间。推荐生物质秸秆发电相关标的：长青集团。 

 《意见》在“（十一）推行绿色生活方式”中强调，“加快推行城乡居民生

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制度。制定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政策措

施。研究制定餐厨废弃物管理与资源化利用法规。”随着无废城市的建设，

垃圾分类将逐步推进，从而带来环卫板块、湿垃圾处理、垃圾焚烧发电板

块投资机会，建议关注相关标的。环卫板块：玉禾田、龙马环卫、盈峰环

境；湿垃圾处理：维尔利；垃圾焚烧发电：瀚蓝环境、伟明环保、上海环

境。 

 《意见》在“（六）加强工业污染治理”中强调，“完善危险废物集中处置

设施、场所作为环境保护公共设施的配套政策”。近期政策多次部署医废

与危废板块，2 月 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强调要加快补

齐医疗废物、危险废物收集处理设施方面的短板。建议关注危废产能提高

带来的投资机会，建议关注：东江环保、高能环境。 

 《意见》在“（五）发展工业循环经济”中强调，“以电器电子产品、汽车

产品、动力蓄电池、铅酸蓄电池、饮料纸基复合包装物为重点，加快落实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适时将实施范围拓展至轮胎等品种，强化生产者废

弃产品回收处理责任。支持建立发动机、变速箱等汽车旧件回收、再制造

加工体系，完善机动车报废更新政策”。 

 风险提示：政策风险，项目进展不及预期，宏观经济下滑。 

附图：重点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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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重点任务清单 

重点任务 负责部门 

一、推行绿色设计 1.建立再生资源分级质控和标识制度，推广资源再生

产品和原料（2020 年完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 

 2.完善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2020 年完成） 生态环境部 

 3.加强绿色标准体系建设，加快重点领域相关标准制

修订工作（持续推进）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 

二、强化工业清洁生产 4.出台在重点行业深入推进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

政策措施（2020 年完成）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三、发展工业循环经济 5.建立完善绿色勘查、绿色矿山标准和政策支持体系 

（2021 年完成） 

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 

  

 6.建立健全高耗水行业节水增效政策机制（2022 年

完成）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 

四、加强工业污染治理 7.加快制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2020 年完成） 生态环境部 

 8.按照稳定连贯、可控可达的原则制修订污染物排放

标准（持续推进） 

生态环境部 

 9.完善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所作为环境保护公

共设施的配套政策（持续推进） 

生态环境部 

 10.健全工业污染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制度（2020 

年完成） 

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生态环境部 

五、促进能源清洁发展 11.研究制定氢能、海洋能等新能源发展的标准规范

和支持政策（2021 年完成） 

能源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 

 12.建立健全煤炭清洁开发利用政策机制（持续推进） 能源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六、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13.建立有机肥替代化肥推广政策机制（2020 年完

成） 

农业农村部 

 14.实施化学农药减量替代计划，建立生物防治替代

化学防治推广政策机制（2020 年完成） 

农业农村部 

 15.制定农用薄膜管理办法（2020 年完成）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市

场监管总局 

 16.加快制定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

（2020 年完成） 

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 

 17.落实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制度（2020 年完成） 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18.完善落实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政策（持续推进） 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 

 19.建立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推广机制（持续推进） 农业农村部 

 20.建立健全农业绿色发展相关标准（2022 年完成）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 

七、促进服务业绿色发

展 

21.加快建立健全快递、电子商务、外卖等领域绿色

包装的法律、标准、政策体系（持续推进）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生

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商务

部、市场监管总局、邮政局 

 22.健全再生资源分类回收利用等环节管理和技术规

范（2020 年完成）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 

八、扩大绿色产品消费 23.积极推行绿色产品政府采购制度（持续推进）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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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 

 24.国有企业率先执行企业绿色采购指南（2020 年完

成） 

国资委 

九、推行绿色生活方式 25.完善实施居民用电、用水、用气阶梯价格政策（持

续推进） 

国家发展改革委 

 26.制定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政策措施（2020 

年完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 

 27.研究制定餐厨废弃物管理与资源化利用法规

（2022 年完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 

 

资料来源：发改委，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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