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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2020 年环保专项债持续加码，垃圾焚烧存量项目进补贴审核启动 

[Table_Title2] 公用事业 
 

[Table_Summary] 报告摘要: 

我们跟踪的 161 只环保及公用行业股票，本周跑赢上证指数

1.4 个百分点，年初至今跑赢上证指数 3.77个百分点。本周上

海洗霸、中环装备、韶能股份分别上涨 15.18%、13.44%、

12.63%，表现较好；绿色动力、江南水务、东旭蓝天分别下跌

16.96%、16.63%、15.64%，表现较差。 

►   环保：2020 年专项债累计发行破万亿元，明确禁

投房地产领域 
2020年（截至 3月 20日）31省市提前批累计发行专项债

10165.31亿元，累计披露额度 10535.09亿元。生态环保类专

项债累计披露 1503.06亿元，占比高达 14.27%。截至本周五

（3 月 16日-3月 20日），共计新增披露环保类专项债 19.37

亿元，占本周总披露专项债的比例为 5.24%，整体发行速度放

缓。其中已完成招标的生态环保类累计 1485.84亿元，占已发

行总额的 14.85%。投向水务的专项债总额为 1043.92 亿元，

占全部生态环保专项债的 69.45%，剩下近三成基本投向了水

生态环境类项目。财政部明确 2020年全年专项债都将禁投土

地储备和棚改等房地产项目，全部用于交通设施、生态环保、

农林水利、市政和产业园区等领域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生态

环保类项目将持续受益。 

 

►   电力：存量项目进补贴审核启动，新增项目未来命

运各不相同 
近日《关于开展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目清单有关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补贴通知》）发布，《补贴通知》指出之前由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公布的第一至七批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目录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由电

网企业对相关信息进行审核后，直接纳入补贴清单。对于 2016

年 3 月后并网的非扶贫项目，要想进入补贴清单，分享可再生

能源补贴，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光伏项目应在 2019年 7月

底前全部机组完成并网（光伏“领跑者”基地项目和 2019年

光伏竞价项目并网时间可延长至 2019 年 12月底）2）风电项

目需于 2019年 12月底前全部机组完成并网。3）生物质发电

项目需于 2018年 1月底前全部机组完成并网。4）符合国家能

源主管部门要求，按照规模管理的需纳入年度建设规模管理范

围内。用电增长放缓，风电光伏可否继续生存关键看能否平价

上网。2019年年底前并网焚烧项目，国补退坡概率小，后续项

目能否有国补要看政策落地情况。退与不退垃圾焚烧行业都能

稳定发展下去，并不像风电光伏行业一样，现阶段取消补贴，

大部分新建项目都无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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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气：替代能源冲击明显，海内外天然气价格均

将承压下行 
截至本周五(3月 20日)国内 133家 LNG工厂，开工厂家 88

家，整体对外开工率 66%，环比上周持平，市场均价为 3312元

/吨。在国际油价暴跌的影响下中国进口原油价格随之走低，

进而带动国内加油站零售价格波动。油价大幅度下调突显经济

性，或将对 LNG车辆销售和 LNG物流营运成本带来影响，从而

对 LNG车用市场形成一定冲击。在近期多重因素间接影响下，

国内 LNG价格呈现窄幅震荡走势，上游观望心理明显。随着供

暖期接近尾声叠加替代能源低价冲击，预计近期国内 LNG价格

将以弱势盘整为主。由于暖冬和突发卫生事件的影响，油价暴

跌导致油价挂钩的天然气价格下降，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天然

气产量下降，海外天然气价格预计将下跌。 

 

投资策略 

2020年为污染防治攻坚战决胜年，受制于 2018-2019年两

年 PPP项目融资问题，不少地方的水污染治理项目处于停摆状

态，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黑臭水体消除，均为约束性考核指

标，在此背景下，各地方政府 2020年有动力利用专项债额度

倾斜来完成“十三五”考核目标。推荐关注国资系新增水污染

治理主力军【碧水源】，受益标的亦包括基本面逐渐转好的

【博世科】。 

 

环保基建前期受“打压”严重的生态修复板块同样值得关

注，专项债核发用于基建后，还款来源可包括土地出让等政府

基金收入，不单单包括房地产，任何非划拨性质的用地出让收

入都可以作为项目还款来源，水环境综合整治联动一级土地开

发的模式，向来受大央企追捧，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周期，受益

标的包括【铁汉生态】、【东珠生态】。 

 

垃圾焚烧 2020年将迎来投产大年，近几年都是垃圾焚烧

项目的密集赶工期，单个项目投资额较大，相关公司资本开支

较大，亦有融资需求，多省份陆续发布垃圾焚烧中长期规划，

垃圾焚烧增量逐渐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由城市向乡镇级下

沉，全国整体对未来十年新建垃圾焚烧产能和焚烧占比提出较

高目标，同时大量垃圾填埋场即将封场的预期扩大未来垃圾焚

烧产能新增空间，“十四五”期间垃圾焚烧新增产能或将保持

高速增长态势不减，可再生能源补贴新政明确补贴及时兑付利

好垃圾焚烧产业，首推【伟明环保】，受益标的亦包括【高能

环境】、【旺能环境】和【绿色动力】。 

 

风险提示 

1）疫情时间持续较久； 

2）环保政策出现较大变动； 

3）专项债发行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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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与估值 

[Table_KeyCompany] 重点公司 
股票 股票 收盘价 投资 EPS(元) P/E 

代码 名称 （元） 评级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300070 碧水源 9.83 买入 0.40 0.44 0.57 0.75 29.09 23.23 17.93 13.63 

600900 长江电力 16.49 增持 1.03 1.04 1.03 1.01 15.45 16.98 17.05 17.37 

603568 伟明环保 28.11 增持 1.08 0.99 1.23 1.49 21.23 26.41 21.26 17.55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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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环保专项债持续加码，垃圾焚烧存量项目进补贴

审核启动 

1.1.2020 年专项债累计发行破万亿元，明确禁投房地产领域 

2020 年（截至 3 月 20 日）31 省市提前批累计发行专项债 10165.31 亿元，累计

披露额度 10535.09 亿元。本周（3 月 20 日）河南、新疆、厦门、黑龙江、贵州、湖

北、西藏、宁波 8 省（市、区）完成新增专项债招标，本周河南、四川、云南和陕西

4 省市披露新增专项债，新披露总计发行额度 369.78 亿元，加上之前已经发行的

10165.31 亿元，目前累计披露额度 10535.09 亿元，其中广东省、山东省和四川省占

比前三，占比分别为 11.72%/7.65%/6.54%，三省累计发行 2729.53 亿元。从债券期限

来看，15 年、20 年、30 年期等超长期限品种发行进一步增加，15 年及以上的长期债

券占比为 44.34%，已披露的新增专项债平均期限为 14.71 年，相比 2019 年全年平均

7.99 年而言，债务久期增加了 6.72 年，债务结构愈加合理化。 

 

图 1 已披露的专项债年限分布  图 2 已披露专项债区域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2020 年（截至 3 月 20 日）生态环保类专项债累计披露 1503.06 亿元，占比高达

14.27%。截至本周五（3 月 16 日-3 月 20 日），共计新增披露环保类专项债 19.37 亿

元，占本周总披露专项债的比例为 5.24%，整体发行速度放缓； 2020 年累计已披露

生态环保专项债共 1503.06 亿元（本周将供水类专项债计入），占全部已披露专项债

的比例为 14.27%。而整个 2019 年，生态环保专项债总计发行 531.24 亿元，整体生态

环保专项债占比仅为 2.44%。2020 年目前 31 个省份已发行和已披露的提前批专项债

中，生态环保专项债总额就是 2019 年全年总和的近三倍，不仅 2020 年生态环保专项

债总额增长明显，截止目前 2020 年生态环保专项债平均债务年限也大幅延长，为

13.39 年，相较 2019 年 9.78 年增加 3.61 年。生态环保专项债总额增长，债务期限也

同时变长彰显了国家政府补短板的决心，吸引资本进驻环保行业，推进 PPP 项目进

程，为环保行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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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已披露生态环保专项债各省份额度分布（亿元）  图 4 已披露生态环保专项债久期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2020 年除提前批限额禁投房地产外，全年专项债都将禁投房地产。2020 年提前

批新增专项债限额 1.29 万亿元已顶格实施，中央要求此次提前下达的专项债券额度

不得用于土地储备和房地产相关领域，不得用于置换债务以及可完全商业化运作的产

业项目，聚焦地方政府早投晚投都要投的项目和补短板、强弱项的基础设施项目，如

交通、能源、农林水利、生态环保、民生服务、市政和产业园区等基础设施重大项目，

这些项目相对土储、棚改等房地产项目，短板效应更为明显。3 月 20 日，据 21 世纪

经济报道消息，近期监管部门已下发要求，明确 2020 年全年专项债不得用于土地储

备、棚改等与房地产相关领域，同时新增了应急医疗救治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等领域项目。从截至 3 月 20 日已完成招标的 10165.31 亿元专项债投向

类别来看，基础设施、交通、环保及园区建设额度占比分别为 29.92%、21.34%、

14.85%和 10.72%，而 2019 年后三者占比分别为 8.07%、2.45%和 1%，2020 年补短

板基建占比提升明显。 

 

投向水务的专项债金额总计为 1043.92 亿元，占全部生态环保专项债的近 70%。

截止 3 月 20 日，已完成招标的生态环保类累计 1485.84 亿元，占已发行总额的 

14.85%。投向水务的专项债总额为 1043.92 亿元，占全部生态环保专项债的 69.45%。

生态环保专项债中 42.41%的额度投向污水项目，合计 637.39 亿元，其中 69.83%的污

水项目公告了总投资额及专项债申请额度，即 445.09 亿元的专项债额度撬动了总投

资额为 1329.78 亿元的项目，相当于资本金比例为 33.47%。投向供水的专项债总额

累计为 406.54 亿元，其中 69.52%的项目披露了总投资额，即 282.63 亿元专项债撬动 

1233.33 亿元总投资额，相当于资本金比例为 22.92%。剩余 30%基本都投向了水生态

类的项目，也将对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形成良好的投资拉动效应。 

 

财政部继续加快地方债发行进度，全国新增的地方政府债券累计突破 1.4 万亿元。

截止 3 月 20 日，全国各地发行新增的地方政府债券已经达到 14079 亿元，占提前下

达额度的 76%。此次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有几个特点：一是发行的进度加快。截

止 3 月 20 日，北京、天津、辽宁、宁波、福建、江西、广东、四川、云南共 9 省市

已经完成了提前下达的新增政府债券工作。二是期限较往年延长，其中十年以上的长

期债券发行了 12131 亿元，占比高达 86%。目前已发行的债券平均年限为 16.2 年。

三是专项债全部投向基础设施建设。2020 年全年专项债都将禁投土地储备和棚改等

房地产项目，全部用于交通设施、生态环保、农林水利、市政和产业园区等领域的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同时，各地用于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的资本金的债券规模达到

1200 亿，将拉动更多的有效投资。财政部将继续指导地方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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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同时按照资金、资源跟着项目走的原则，督促各地和项目单位加快新增债券的

使用，尽快形成对经济的有效拉动。 

 

全国各省份陆续打响“十三五”污染防治决胜战，多地防治措施富有针对性。

上周共有天津、内蒙古、浙江、甘肃等省份加强了决胜年污染防治工作，本周山西和

辽宁也召开相关会议落实行动工作，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1）抓好入河排污口排查

整治，山西坚决打赢黄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攻坚战。山西省水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潘贤掌在会议上指出，要全面排查，精准

整治，扎实推进全省黄河流域及其它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目标在 2020 年 4 月 12 日

前，全面完成汾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7 月底前，全面完成黄河流域入河排污

口排查整治；年底前，全面完成全省其它流域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同时会上细分行

动方案：一要认真组织排查，精准摸清底数。要全面掌握排污口基本情况，标识表明

每条河流排污口数量、位置、类型和排污情况；二要坚持问题导向，集中精力攻坚。

要紧盯重点劣 V 类断面，对这些河段的每个排污口，要逐一明确责任主体、整治措

施和完成时限，对账销号，不留死角；三要实施精准治理，确保整治到位。坚持精准

精确精细，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分类施策，实事求是进行整治。四要开展规范管理，

建立长效机制。对保留的每一个入河排污口实施台账式管理，同时建立完成的监管体

系。2）打赢蓝天保卫战，辽宁省重拳出击。据辽宁日报消息，2020 年辽宁省生态环

境厅出台硬核措施，继续巩固蓝天保卫战成果。一是突出强化 20 个重污染区域治理，

对全省空气质量排名后 20 个区域，采取更加严格措施强化治理，并动态更新名单；

二是深化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加强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谁治理，完成 10.5

万吨削减任务。同时加大柴油火车污染治理力度，自 3 月 1 日起，各市按周公布监督

监测发现的超标车辆，按月公布超标车辆维修治理和违规查处情况；三是落实完成

“十三五”碳减排任务，以沈阳为试点，推进碳交易市场建设，引导企业自主减排。

3）坚定不移实施长江经济带大保护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

导小组办公室专题会议，会议强调；一是全力推动复工达产，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

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积极有序推进沿江省市复产达产；二是全面落实《2020

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要点》，全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及时整改长江经济

带已经暴露的生态环境问题；三是加强项目储备工作。依靠地方政府专项债等资金，

加快推进污水、垃圾处理、医疗设施建设、应急物资储备补短板等工作；四是健全规

划保障体系。研究编制“十四五”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编制实施沿江重要湖泊生态环

境治理“1+N”规划体系，尽快完成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规划，加快《长江保护法》立

法进程，健全长江大保护法制保障。 

 

2020 年为污染防治攻坚战决胜年，受制于 2018-2019 年两年 PPP 项目融资问题，

不少地方的水污染治理项目处于停摆状态，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黑臭水体消除，均

为约束性考核指标，在此背景下，各地方政府 2020 年有动力利用专项债额度倾斜来

完成“十三五”考核目标。推荐关注国资系新增水污染治理主力军【碧水源】，受益

标的亦包括基本面逐渐转好的【博世科】。 

 

环保基建前期受“打压”严重的生态修复板块同样值得关注，专项债核发用于基建

后，还款来源可包括土地出让等政府基金收入，不单单包括房地产，任何非划拨性质

的用地出让收入都可以作为项目还款来源，水环境综合整治联动一级土地开发的模式，

向来受大央企追捧，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周期，受益标的包括【铁汉生态】、【东珠生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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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 2020 年将迎来投产大年，近几年都是垃圾焚烧项目的密集赶工期，单

个项目投资额较大，相关公司资本开支较大，亦有融资需求，多省份陆续发布垃圾焚

烧中长期规划，垃圾焚烧增量逐渐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由城市向乡镇级下沉，全国

整体对未来十年新建垃圾焚烧产能和焚烧占比提出较高目标，同时大量垃圾填埋场即

将封场的预期扩大未来垃圾焚烧产能新增空间，“十四五”期间垃圾焚烧新增产能或将

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不减，可再生能源补贴新政明确补贴及时兑付利好垃圾焚烧产业，

首推【伟明环保】，受益标的亦包括【高能环境】、【旺能环境】和【绿色动力】。 

 

1.2.存量项目进补贴审核启动，新增项目未来命运各不相同 

可再生能源补贴通知发布，光伏竞价项目无法全额补贴。近日，财政部办公厅

印发《关于开展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目清单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补贴通

知》），明确可再生能源项目进入首批财政补贴目录的条件，并规定 2020年 4月 30日

前，应完成第一阶段补贴清单的审核发布工作，6 月 30 日前，完成首批补贴清单的

审核发布工作，并为下一批补贴清单审核发布做好准备，如此距离 2018 年 6 月第七

批名单下发到现在重启审核，已超一年半时间。《补贴通知》指出之前由财政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公布的第一至七批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目录内的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由电网企业对相关信息进行审核后，直接纳入补贴清单。对于

2016 年 3 月后并网的非扶贫项目，要想进入补贴清单，分享可再生能源补贴，需要

满足以下条件：1）光伏项目应在 2019年 7月底前全部机组完成并网（光伏“领跑者”

基地项目和 2019 年光伏竞价项目并网时间可延长至 2019 年 12 月底）。2019 年竞价

项目并网率不足 50%，这就明确了 2019 年光伏竞价项目只有部分并网的能获取补贴，

并非所有竞价项目都可以纳入补贴。2）风电项目需于 2019 年 12 月底前全部机组完

成并网。3）生物质发电项目需于 2018 年 1 月底前全部机组完成并网。4）符合国家

能源主管部门要求，按照规模管理的需纳入年度建设规模管理范围内。此项条款意味

着那些不符合规定的打着“先建先得”口号抢先建立的电站无法得到补贴。5）符合

国家可再生能源价格政策，上网电价已获得价格主管部门批复。最后《补贴通知》给

出时间期限，2020 年 4 月 30 日前，应完成第一阶段补贴清单的审核发布工作；6 月

30 日前，完成首批补贴清单的审核发布工作，并为下一批补贴清单审核发布做好准

备。2017 年 3 月，财政部联合发改委、能源局下发《关于组织申报第七批可再生能

源电价附加补助目录的通知》，到 2018年 6月正式发布“第七批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

过去了 15个月。当下补贴目录重启，距离上轮第七批补贴目录下放，已有近 21个月

时间，行业翘首以盼。 

 

 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清洁能源替代作用凸显。2019 年，我国可再生

能源发电装机达 7.94 亿千瓦，同比增长 9%，约占全部电力装机的 39.5%，同比上升

1.1 个 PCT；其中，水电装机 3.56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风电装机 2.1 亿千瓦，

同比增长 14.0%；光伏发电装机 2.04 亿千瓦，同比增长 17.3%；生物质发电装机

2254万千瓦，同比增长 26.6%。风电、光伏发电首次“双双”突破 2亿千瓦。发电量

方面，2019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2.04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 1761 亿千瓦时；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为 27.9%，同比上升 1.2 个 PCT。其中，水电

1.3 万亿千瓦时、光伏发电 2243 亿千瓦时、风电 4057 亿千瓦时、生物质发电 1111

亿千瓦时，分别同比增长 5.7%/10.9%/26.3%/20.4%。可见可再生能源在规模和利用

情况均增长明显，可再生能源的清洁能源替代作用日益突显。 

 

 1-2 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下降 7.8%，3 月以来发用电量已明显回升但预计全年

增幅低于去年。今年前两个月，因春节及新冠疫情综合影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发

电量同比下降 8.2%，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下降 7.8%。从用电看，一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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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同比分别增长 3.9%、2.4%，二产和三产用电量同比分别下降 12.0%、3.1%。分地区

看，全国 8 个省(区、市)用电正增长，其中内蒙古、云南 2 个省(区)增速超过 5%。

从发电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同比下降 8.2%。其中，火电、水电、核电、风

电发电同比分别下降 8.9%、11.9%、2.2%、0.2%，太阳能发电同比增长 12.0%。目前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中，拐点难言何时出现，制造业进出口压力加大，虽然 3月以来，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提高较快，除湖北等个别省份外，全国其他省(区、市)

复工率均已超过 90%，发用电量明显回升，3月 16日调度发电量达 178亿千瓦时，明

显高于 2 月底的 162 亿千瓦时，上升 9.9%，但是市场需求我们认为是需要担心的因

素，预计全年用电量增速不容乐观，大概率增幅低于去年。 

 

用电增长放缓，风电光伏可否继续生存关键看能否平价上网。2019 年，全国新

增风电装机 2574 万千瓦，全国平均弃风率 4%，同比下降 3 个百分点；新增光伏发电

装机 3011 万千瓦，全国平均弃光率 2%，同比下降 1 个百分点。到 2019 年底，全国

风电、光伏发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分别达到 2.1 亿千瓦、2.04 亿千瓦。在新能源装

机占比进一步提升、用电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2019 年有效控制了弃电现象，促进

新能源利用率提前一年达到 95%以上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合理控制装机规模、强化实

施全国统一调度、扩大市场交易规模等多方组合拳措施共同实现的。近日国家能源局

发布《关于 2020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无补贴平价上网的风

电光伏发电项目才是今后政策支持方向，同时指出对各省热衷的海上风电项目，要求

要稳妥推进，对累计并网容量、开工规模已超出《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和国家

能源局审定批复的海上风电规划目标的省份要暂停海上风电项目竞争性配置和核准工

作。根据《通知》，2020年度新建光伏项目补贴总预算为 15亿元，其中，5亿元用于

户用光伏；10 亿元用于补贴竞价项目，包括集中式光伏电站和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

目。2019 年，安排新建光伏项目补贴预算总额度为 30 亿元，其中，7.5 亿元用于户

用光伏；22.5 亿元用于补贴竞价项目。2020 年度新建光伏项目补贴总预算已同比减

半。当下大部分新能源项目竞价上网电价仍高于传统煤电，2020 年为补贴退坡关键

年，推动技术与非技术成本的双重降低，能否实现平价上网才是这个行业继续生存的

关键。第八批补贴名录的核准与下发，是对过往补贴项目现金流的兑现，但吃补贴的

时代已经结束，行业生死存亡还要看未来能否有继续生存的土壤，不能早日实现平价

上网一切都是白谈。 

 

2019 年年底前并网焚烧项目，国补退坡概率小。对于垃圾焚烧项目，因资本市

场对于整个行业扶持政策何时退坡问题一直较担心，上网电价中由可再生能源发展基

金补贴金额部分，因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新增项目清单的搁置，近几年也同样面临拖

欠问题。此前纳入前七批补贴清单的垃圾焚烧项目，均为 2016 年 3 月前并网项目。

此次由电网企业主导的存量项目纳入补助清单的申报和审核工作，将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纳入可申请补助时间限定为 2018 年 1 月底前完成全部机组并网的项目，可实现超

一年半存量项目国补资金的核实下发，改善企业现金流情况。至于 2018 年 2 月起并

网的垃圾焚烧项目，国补资金如何变动，还有待下一步政策的指导实施。2020 年 1

月 20日财政部联合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法》，其

中对于存量项目管理是这么描述的，本办法印发前需补贴的存量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需符合国家能源主管部门要求，按照规模管理的需纳入年度建设规模管理范围，并按

流程经电网企业审核后纳入补助项目清单。也就是说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投产的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都早于管理办法印发，可以认为是存量项目。后续被纳入新增存量

项目补贴清单的几率极大。 

 

2020 年新增并网焚烧项目，还待政策落地明朗。至于新增项目，则由财政局及

发改委，根据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补助资金年度增收水平等情况，合理确定补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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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当年支持新增项目种类和规模，并及早向社会公布，引导行业稳定发展。垃圾焚烧

行业有别于风电光伏行业，因具有需求刚性且占用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比例小，财政

部及发改委向来没有年度补贴总额及项目并网规模的指导意见及限制。2020 年 2 月

13 日，发改委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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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除湖北省外，各地需在 3 月

31 日前完成规划编制及报送工作，以此时间为节点，未报送的新建项目将不再享受

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资金，原则上由其所在省（市、区）自行解决资金问题。

对于 2020 年之后新建成并网的项目，国补资金退坡与否，目前行业内普遍存在争论

和猜疑，基本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认为静待政策落地明朗最重要，一则

我们无法左右政策，二则退与不退行业都能稳定发展下去，并不像风电光伏行业一样，

现阶段取消补贴，大部分新建项目都无存在意义。 

 

2020 年疫情影响下，为助力稳就业稳投资稳增长，国家要求各省狠抓重大在建

项目复工和新项目开工，尽早形成实物工程量，并提供资源上的倾斜和支持。三峡集

团建设中的乌东德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分别是世界第七大水电站、第三大水电站，

疫情发生后项目复工有序，白鹤滩工程目前 110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一线，乌东德电

站计划 2020 年 7 月份首批机组安全准点发电，负责两个大水电站配套特高压工程建

设任务的南方电网及国家电网，也早已启动复工，倒排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推

荐关注将受益两大超级水电站按计划投产而不受疫情影响的水电龙头【长江电力】。 

 

动力煤价格持续下降，期现价差有所扩大。动力煤期货主力合约周五（3 月 20

日）收于 527 元/吨，周环比下降，降幅为 14.60 元。现货方面，秦皇岛港 5500 大卡

动力末煤本周价格下降至 544. 00 元/吨，周环比下降 7.00 元，期现价差进一步扩大至

17 元/吨。 

 

图 5 动力煤期现价差（元/吨）  图 6 六大发电集团库存（万吨）及日耗（万吨/天）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动力煤日耗继续回升，六大发电集团库存小幅上升。截止本周五(3 月 20 日) 沿
海六大发电集团库存合计 1771.13 万吨，环比上涨 2.5 万吨；日耗 54.57 万吨，环比

增加 1.19 万吨；可用 32.46 天，环比减少 0.67 天。受疫情对经济压制影响，各项经

济数据下调预期水平，国内用电需求普遍偏低，主要电厂维持同期偏低日耗，电厂主

动去库动能不足，影响市场煤采购进程从而利空现货煤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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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六大发电集团沿海电厂库存同比情况（万吨）  图 8 六大发电集团沿海电厂可用天数(天)同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煤价跌幅进一步扩大。目前，疫情对上下游复产的影

响基本消除，但在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下游企业经营情况普遍不及往年，

导致火电需求下降，带动近期煤炭价格跌幅进一步扩大。从供需层面上看，供给端在

前期各项保供应的政策发力下，复产的煤矿数量和产量均明显提升，整体供应持续增

加，而终端采购及贸易商需求持续疲弱，煤矿出货缓慢，库存有所积压，自三月初以

来价格一直承压下行。需求端，近期沿海六大发电集团日耗攀升至 50 吨后徘徊不前，

主要还是受制于下游工业企业开工不佳，拖累了国内部分工业企业订单量，机器开工

率持续低负荷运行。国内近期制造业、基建都处于低迷状态。在后疫情时期，相应行

业恢复还需要较长时间，也加重了用电需求不足的担忧。综上，在整体经济下行，需

求端疲弱的情况下，动力煤价格将延续下行趋势。 

 

1.3. 燃气：替代能源冲击明显，海内外天然气价格均将承压下

行 

替代能源冲击明显，国内 LNG 价格震荡调整。截至本周五(3 月 20 日)国内 133

家 LNG 工厂，开工厂家 88 家，整体对外开工率 66%，环比上周持平，市场均价为

3312 元/吨。最高价报价 3800 元/吨，最低价报价 2800 元/吨。在国际油价暴跌的影响

下中国进口原油价格随之走低，进而带动国内加油站零售价格波动。油价大幅度下调

突显经济性，或将对 LNG 车辆销售和 LNG 物流营运成本带来影响，从而对 LNG 车

用市场形成一定冲击。在近期多重因素间接影响下，国内 LNG 价格呈现窄幅震荡走

势，上游观望心理明显。西北区域内涨跌不一，新疆地区 LNG 价格呈连续小幅上扬，

宁夏地区 LNG 价格下调 30-50 元/吨。山西地区低位液厂 LNG 价格以 20-30 元/吨的

幅度上浮，内蒙地区主流成交价下调 20-90 元/吨。河北、河南地区小幅上扬，四川、

山东地区小幅回落。综上，随着供暖期接近尾声叠加替代能源低价冲击，预计近期国

内 LNG 价格将以弱势盘整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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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LNG 每周均价及变化（元/吨）  图 10 主要地区 LNG 每周均价及变化（元/吨）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海外天然气价格涨跌分化，低油价冲击预计后市价格承压下行。截至本周五（3

月 20 日），NYMEX 天然气报 1.58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价格环比上周下跌 0.3 美分；

澳大利亚 LNG 离岸价 3.19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环比上周上升 0.01 美分。3 月 20 日

中国 LNG 市场价和 LNG 到岸价价差为 1.33 元/立方米，环比上周下降 0.02 元/立方米。

由于暖冬天气和突发卫生事件的影响，美国天然气面临出口难题，同时油价暴跌将冲

击美国天然气上游产业，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油价暴跌导致油价挂钩的天然气价格下

降，这可能会推动亚洲的煤改气项目，但是由于价格下降，相关项目的吸引力也大打

折扣，这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天然气产量下降，叠加 3 月气温回升预期，海外天然气

价格预计将下跌。 

 

 

 

 

 

 

 

 
 

图 11 国际天然气每日价格变化（美元/百万英热）  图 12 中国 LNG 到岸价及市场价差每周变化（元/吨）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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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情回顾 

 图 13 环保财政月支出（亿元）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14 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本周下跌 2.27%，表现位于各行业上游水平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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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 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整体法 PE17.53 倍，处在各行业中下游水平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我们跟踪的 161 只环保及公用行业股票，本周跑赢上证指数 1.4 个百分点，年初

至今跑赢上证指数 3.77 个百分点。本周上海洗霸、中环装备、韶能股份分别上涨

15.18%、13.44%、12.63%，表现较好；绿色动力、江南水务、东旭蓝天分别下跌

16.96%、16.63%、15.64%，表现较差。 

 

 图 16 环保及公用事业板块本周个股涨跌幅 TOP10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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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险提示 

1）疫情时间持续较久； 

2）环保政策出现较大变动； 

3）专项债发行不及预期。 

 

  

图 17 SW 水务板块本周个股涨跌幅 TOP5  图 18 SW 环保工程及服务板块本周个股涨跌幅 TOP5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19 SW 燃气板块本周个股涨跌幅 TOP5  图 20 SW 电力板块本周个股涨跌幅 TOP5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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