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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生态环保专项债持续发行，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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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个百分点。年初至今跑赢上证指数 1.68个百分点。本

周韶能股份、天壕环境、深南电 A 分别上涨 33.22%、25.81%、

24.48%，表现较好；易世达、内蒙华电、川投能源分别下跌

1.29%、1.06%、0.66%，表现较差。 

 

►  环保：生态环保专项债继续发力， 2020 年污水治

理借力专项债完成考核 
本周（3 月 2 日-3 月 7 日）仅河北省完成了专项债招标

工作，总计发行额度 150亿元，加上之前已经发行的

9497.92 亿元，目前累计发行额度 9647.92 亿元。本周（3 月

2 日-3 月 7 日），共计新增发行环保类专项债 8.8亿元，占本

周总发行专项债的比例为 5.87%，较上周的 7.93%环比下降

2.06pct； 2020年累计已发行生态环保专项债共 1146.79 亿

元，占全部已发行专项债的比例为 11.89%。生态环保专项

债中 58.49%的金额投向污水项目，合计 665.66亿元，其中

62%污水项目公告了总透支及专项债申请额度，即 413亿元的

专项债额度撬动了总投资额为 1848亿元的项目，相当于资本

金比例为 22.36%，杠杆效应十分明显。 

 

►  电力：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增长明显，细看风电光伏

表现抢眼 
据国家能源局披露数据，2019 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

装机达 7.94亿千瓦，同比增长 9%；其中，水电装机 3.56亿千

瓦、风电装机 2.1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 2.04亿千瓦、生物

质发电装机 2254万千瓦，分别同比增长 1.1%，14.0%，17.3%

和 26.6%。风电和光伏发电均为首次突破 2亿千瓦。可再生能

源发电装机占全部电力装机的比例超 39%，较 2018年增长 1.1

个 pct，可再生能源的清洁能源替代作用日益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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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8%，较 2018年上升约 1.2pct。其中，水电 13019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5.7%，6000千瓦以上水电厂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3726

小时，同比增加 119小时；风电 405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9%，平均利用小时数 2082小时；光伏发电 2243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26.3%，利用小时数 1169小时，同比增长 54小

时；生物质发电 11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0.4%。 

 

►  燃气：供需不平国内 LNG 价格上行受阻，海气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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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回升 
本周市场供大于求，国内 LNG 价格整体表现偏弱。国内

LNG 均价同比上周下跌 32元/吨，陕西均价上涨 4元/吨，山西

均价下跌 75元/吨，内蒙均价下跌 2元/吨，四川均价上涨 73

元/吨。首先供应端，石化央企为了保障能源供应，在确保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有序的推进几个重大油气工程的复工

建设。伴随着各大天然气厂有条不紊的复工，市场供应整体偏

好。然而各地虽复产需求提升，部分地区供气向好，但受进口

气低价冲击，整体市场仍然偏弱。其次需求端，各大工程积极

复工，提升用气量，但整体用气量明显不足，市场仍然处于供

应大于需求的状态，燃气价格上升受阻。综上，市场供需不平

衡，叠加进口气低价冲击，国内燃气价格上行遭遇阻碍，预计

近期国内 LNG价格持续震荡。 

 

投资策略 

财政资金托底新基建力度变大，环保受支持力度跟着总盘

子一起变大。此外前段时间《再融资新规》落地，实行的大折

扣、锁定期缩短等措施释放出积极信号，有望再次提振定增市

场，利好当下并购重组活跃、资金紧张，但需求刚性的环保行

业。同时，在国资持续入主民营企业的情况下，环保公司融资

问题已在逐渐改善，再融资政策叠加环保企业股权转让，有利

于环保行业解决此前行业资金桎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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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祯环保】及

【碧水源】，受益的还有基本面逐渐转好的博世科。此外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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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标的亦包括上海环境、瀚蓝环

境和高能环境。另外看好园区供热板块：受益的有富春环保和

长青集团。 

2020年火电承受降电价压力影响，预计表现不如水电和新

能源发电。推荐关注水电龙头，拥有多库联调能力，在来水偏

枯情况下仍能保证稳定发电，2019年发电 2100多亿千瓦时的

【长江电力】。 

 

风险提示 

1）疫情时间持续较久； 

2）再融资新政推行不及预期； 

3）医疗废物监管政策贯彻实施不足； 

4）环保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5)《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

指导意见》推行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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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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4 买入 0.40 0.42 0.48 0.58 19.75 18.99 16.42 13.65 

300388 国祯环保 12.63 增持 0.51 0.42 0.45 0.51 17.33 23.60 21.72 19.40 

600900 长江电力 17.48 增持 1.03 1.04 1.03 1.01 15.45 16.98 17.05 17.37 

603568 伟明环保 2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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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盘价截止：3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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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环保专项债持续发行，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持续上

升 

1.1.生态环保专项债继续发力， 2020 年污水治理借力专项债

完成考核 

2020 年（截止 3 月 6 日）31 省市提前批累计发行专项债 9647.92 亿元，平均债

务期限为 14.50 年。本周（3 月 2 日-3 月 7 日）仅河北省完成了专项债招标工作，总

计发行额度 150 亿元，加上之前已经发行的 9497.92 亿元，目前累计发行额度

9647.92 亿 元 ， 其 中 广 东 省 、 山 东 省 和 四 川 省 占 比 前 三 ， 占 比 分 别 为

12.80%/8.35%/6.47%，三省累计发行 2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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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5%，环比

上周减少 0.89pct，已发行的新增专项债平均期限为 14.50 年，相比 2019 年全年平均

8.33 年而言，债务久期增加了 6.17 年，债务结构愈加合理化。 

 

图 1 已发行的专项债年限分布  图 2 已发行专项债区域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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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3 月 6 日）生态环保类专项债累计发行 1146.79 亿元，占比高达

11.89%。截止周五（3 月 2 日-3 月 7 日），共计新增发行环保类专项债 8.8 亿元，占

本周总发行专项债的比例为 5.87%，较上周的 7.93%环比下降 2.06pct； 2020 年累计

已发行生态环保专项债共 1146.79 亿元，占全部已发行专项债的比例为 11.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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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总和的两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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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7 年，相较 2019 年 9.78 年增加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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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发行生态环保专项债省份分布  图 4 已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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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向污水的专项债金额总计为 665.66 亿元，占比全部生态环保专项债的 58%以

上，构成其绝大部分资金投向。生态环保专项债中 58.49%的金额投向污水项目，合

计 665.66 亿元，其中 62%污水项目公告了总透支及专项债申请额度，即 413 亿元的

专项债额度撬动了总投资额为 1848 亿元的项目，相当于资本金比例为 22.36%，杠杆

效应十分明显。。2019 年 6 月中央国办下发专项债管理办法，指出专项债可作为项目

资本金，赋予专项债杠杆功能，生态环保类项目专项债充当资本金比例下调至 15%。

与此同时带来的改变还有基建商业模式的转变，地方平台公司手握专项债资本金及基

建项目转型市场化公司，以高信用评级获取低成本资金承当业主方融资责任，民企变

身建设及运营分包商，实现三赢局面，而中央发现可以节省大量的融资成本。 

图 5 各省污水项目专项债金额和总投资金额（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态环保工作指导意见，确保完成“十三五”和污染防治攻坚

战阶段性目标任务。3 月 3 日，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统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核心内容：

一是抓紧抓严疫情防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严格做到医废的全部收集和处置，以湖

北省为重点，加速补齐医疗废物、危险废物收集转运的处理处置设施的短板。二是

积极支持相关行业企业复工复产。豁免部分项目环评，特事特办加速企业复工。三

是确保生态环境治理持续改善，确保完成各项约束性指标任务。四是扛起主体责任，

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实现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复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共赢。过往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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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行业虽受融资收紧影响发展步伐放缓，但环保行业在国计民生中的作用是无可取

代的。新冠疫情爆发，环保行业多数企业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前线，在医废处置、环

卫消杀、污水处理等多个方面贡献力量，维持城市正常运转。经此一疫后，我们认为

环境保护关乎国民健康及生活质量，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比如医废处置在疫情爆发

后短板问题凸显，为严防次生污染事件，确保环境安全，全国三十一个省市环境保护

部门全线出击，加强医疗废物环境监管，严格医疗废水排放管理，做到了医废日产日

清，产能保障充足。上周发布的《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明确要求

2020 年底前采取多措施完成医废集中整治，全面攻坚当下医废处置能力短板。2020

年，环保行业正逐步向好，疫情爆发后，财政资金托底新基建力度变大，环保受支持

力度跟着总盘子一起变大。此外前段时间《再融资新规》落地，实行的大折扣、锁定

期缩短等措施释放出的积极信号，有望再次提振定增市场，利好当下并购重组活跃、

资金紧张，但需求刚性的环保行业。同时，在国资持续入主民营企业的情况下，环保

公司融资问题已在逐渐改善，再融资政策叠加环保企业股权转让，有利于环保行业解

决此前行业资金桎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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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祯环保】及【碧水源】，受益的还有基本面逐渐转好的博世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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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标的亦包括上海环境、瀚蓝环境和高能环境。另外看好园区供热板块：受

益的有富春环保和长青集团。 

 

1.2.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增长明显，细看风电光伏表现抢眼 

可再生能源规模持续扩大，风电光伏首次突破 2 亿千瓦。近日，国家能源局公

布了 2019 年可再生能源情况。到 2019 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7.94 亿

千瓦，同比增长 9%；其中，水电装机 3.56 亿千瓦，水电新增装机约 417 万千瓦，同

比增长 1.1%。新增装机较多的省份是云南（92 万千瓦）、吉林（60 万千瓦）和湖南

（51 万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 48.7%；风电装机 2.1 亿千瓦，风电新增并网装机

2574 万千瓦，同比增长 14.0%，其中陆上风电新增装机 2376 万千瓦、海上风电新增

装机 198万千瓦。从地区分布看，中东部和南方地区占比约 45%，“三北”地区占 55%，

风电开发布局进一步优化；光伏发电装机 2.04亿千瓦，新增光伏发电装机 3011万千

瓦，同比增长 17.3%，其中集中式光伏新增装机 1791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

1220 万千瓦。分区域来看，华北、西北地区新增装机较多，分别达 858 和 649 万千

瓦；从重点省区看，山东、浙江、河北、山西新增装机较多，分别达 258、201、240、

224万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 2254万千瓦，新增装机 473万千瓦，同比增长 26.6%。

综上，风电、光伏发电首次“双双”突破 2亿千瓦，风电、光伏和生物质保持较高增

速增长。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约占全部电力装机的 39.5%，同比上升 1.1 个百分点，

可再生能源的清洁能源替代作用日益突显。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稳定增长，风电和光伏增幅明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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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pct。其中，水电 1301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7%，

6000 千瓦以上水电厂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3726 小时，同比增加 119 小时；风电 405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9%，平均利用小时数 2082 小时；光伏发电 2243 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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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26.3%，利用小时数 1169 小时，同比增长 54 小时；生物质发电 1111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20.4%。可见风电和光伏发电量仍然保持较高增速，均超过 20%。 

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政府将持续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高质量完

成“十三五”相关规划发展目标。公司方面推荐关注水电龙头，拥有多库联调能力，

在来水偏枯情况下仍能保证稳定发电，2019 年发电 2100 多亿千瓦时的【长江电力】。 

图 6 水电装机（亿千瓦）情况及占比%  图 7 风电装机（亿千瓦）情况及占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8 光伏装机（亿千瓦）情况及占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动力煤价格小幅下降，期现价差有所缩小。动力煤期货主力合约周五收于 546.2

元/吨，周环比上升 4 元。现货方面，秦皇岛港 5500 大卡动力末煤本周价格小幅下降

至 562. 00 元/吨，周环比下降 4.00 元，期现价差缩小至 15.8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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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动力煤期现价差（元/吨）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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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煤日耗有所回升，库存持续高位运行。本周（3 月 2 日-3 月 6 日）沿海六大

发电集团累计库存环比上升，累计可用天数环比下降。截止本周五(3 月 6 日)沿海六

大电厂库存合计 1768.54 万吨，环比上周五上升 1.09 万吨；日耗 50.41 万吨，环比增

加 7.3 吨/天；可用 35.08 天，环比减少 5.92 天。本周随着政府干预指导下游复工进程

加快，用电需求有所好转，日耗继续呈现小幅回升的状态，日前已突破 50 万吨，且

有持续回升的趋势。 

图 11 六大发电集团沿海电厂库存同比情况（万吨）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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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煤需求仍然孱弱，煤价稳中偏弱。供应方面：煤矿工人基本全面复工，民

营矿复产进程加速，煤炭产量持续上升，资源紧张现象得到有效缓解。随着时间推移，

疫情对上游的持续影响程度日益衰弱。在需求端，本周六大发电集团日耗开始缓慢上

升，但火电企业在前期基本已经完成一轮垒库，库存相对充足，短期内或难以改变采

购放缓的局面。港口方面，环渤海港口整体库存 1533 万吨，环比上升 9.3 万吨。上

游发运开始增多，日调入达到 140 万吨左右，恢复较为明显，但下游采购力度仍然较

小，北港库存继续小幅上升。综上，预计动力煤产量有所回升，但需求仍然偏弱，动

力煤价格稳中偏弱。 

 

1.3.燃气：供需不平国内 LNG 价格上行受阻，海气价格有所回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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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供大于求，国内 LNG 价格持续震荡。截止本周五（3 月 6 日）国内 133 家

LNG 工厂，开工厂家 85 家，开工率 64%，环比上期上升 1.59%，出厂均价指数本周

五达到最高点 3265 点。国内 LNG 均价同比上周下跌 32 元/吨，陕西均价上涨 4元/吨，

山西均价下跌 75 元/吨，内蒙均价下跌 2 元/吨，四川均价上涨 73 元/吨。本周 LNG

价格整体表现偏弱，主要原因有：首先供应端，石化央企为了保障能源供应，在确保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有序的推进几个重大油气工程的复工建设。伴随着各大天

然气厂有条不紊的复工，市场供应整体偏好。然而各地虽复产需求提升，部分地区供

气向好，但受进口气低价冲击，整体市场仍然偏弱。其次需求端，各大工程积极复工，

提升用气量，但整体用气量明显不足，市场仍然处于供应大于需求的状态，燃气价格

上升受阻。综上，市场供需不平衡，叠加进口气低价冲击，国内燃气价格上行遭遇阻

碍，预计近期国内 LNG 价格持续震荡。 

图 13 LNG 主要地区均价及变化（元/吨）  图 14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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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天然气价格小幅回升，预计后市将继续下降。截至本周五（3 月 6 日），

NYMEX 天然气报 1.73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价格环比上周上涨 0.03 美分；澳大利亚

LNG 离岸价 3.08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环比上周上升 0.26 美分。3 月 6 日中国 LNG

市场价和 LNG 到岸价价差为 1.36 元/立方米，环比上周下降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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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气温回升的预期下，

海外天然气价格预计持续下跌。 

 

图 15 国际天然气每日价格变化（美元/百万英热）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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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ibor.com.cn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周报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11 

  

2.行情回顾 

 

 图 17 环保财政月支出（亿元）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18 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本周上涨 6.4%，表现位于各行业中游水平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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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9 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整体法 PE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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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个百分点。年

初至今跑赢上证指数 1.68 个百分点。本周韶能股份、天壕环境、深南电 A 分别上涨

33.22%、25.81%、24.48%，表现较好；易世达、内蒙华电、川投能源分别下跌

1.29%、1.06%、0.66%，表现较差。 

 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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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融资新政推行不及预期； 

3）医疗废物监管政策贯彻实施不足； 

4）环保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5)《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推行不及

预期。 

 
 
 
 

图 21 SW 水务板块本周个股涨跌幅 TOP5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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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SW 燃气板块本周个股涨跌幅 TOP5  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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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