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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摘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的指导意见》，要求 2020

年年底，各地区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机制初步建立。2025 年年底，各地区建

筑垃圾减量化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实现新建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

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 300 吨，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

建筑垃圾排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 200 吨。《意见》的出台说明我国将加大建

筑垃圾污染防治力度，利好未来建筑垃圾行业利用率和处置能力提升。 

投资建议：对于电力板块，疫情时期建议配置大型水电核电等不受疫情影响的

发电公司。2020 年 1-2 月火电、水电、核电发电量同比下降 8.9%、11.9%和

2.2%，水电下降较多主要受到小型水电发电量不足影响，大型水电核电主要带

基本用电负荷，受疫情影响较小。对于天然气板块，天然气上游的降价将缓解

城燃公司的销售压力，各地把降低的气源成本向用户终端顺价，降低终端用气

成本，有利于用气需求增长；部分地区有可能根据当地需要进一步要求当地城

燃公司对毛差小幅让利，但对板块整体业绩影响有限，建议关注气源结构持续

优化的深圳燃气。环保方面，固废运营类企业如垃圾焚烧与环卫行业，本身业

务具备较强的防御性，同时受益于疫情，环保企业短期将受益于消杀、应急环

卫服务的需求提升，中长期行业层面或有环卫作业、污水、废弃处置等方面的

标准趋严，带来常态化后的市场规模提升，推荐标的瀚蓝环境、龙马环卫。 

市场回顾：上周电力及公用事业指数下跌 0.91%，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28%，

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跑赢大盘 0.37 个百分点，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涨幅位于

29 个中信二级子行业的第 17 名。160 家样本公司中，43 家公司上涨，108

家公司下跌，9 家公司平盘。天翔环境、长源电力、*ST 凯迪停牌。表现较为

突出的个股有中持股份、大通燃气等；表现较差的个股有神雾环保、盛运环保

等。上周推荐组合长江电力（20%）、中国核电（20%）、高能环境（20%）、

瀚蓝环境（20%）、龙马环卫（20%）下跌 0.15%，跑赢大盘 1.13 个百分点，

跑赢电力及公用事业指数 0.76 个百分点。 

风险提示：燃料价格超预期上涨，政策执行力度不达预期，市场系统性风险。 

行业重点公司盈利预测与评级 

简称 
EPS(元) 

 

 

PE 

 

 

PB 评级 
19A 20E 21E 19A 20E 21E 

长江电力 0.98 1.03 1.06 18.77 16.74 16.15 2.49 推荐 

中国核电 0.30 0.35 0.38 16.87 12.26 11.04 1.32 推荐 

高能环境 0.61 0.79 0.97 20.59 16.05 12.98 2.71 强烈推荐 

瀚蓝环境 1.19 1.37 1.73 18.33 15.48 12.69 2.45 强烈推荐 

龙马环卫 0.65 0.80 0.96 30.31 23.64 19.55 3.14 强烈推荐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未来 3-6 个月行业大事: 

2020-06-05 中国污泥处置技术与危险废物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技术交流研讨会 

2020-07-10 第二届中国国际 VOCs 监测与治理

产业创新峰会 

行业基本资料  占比% 
 

股票家数 156 4.08% 

重点公司家数 - - 

行业市值 20422.5 亿元  3.09% 

流通市值 16591.97 亿元  3.42% 

行业平均市盈率 20.07 / 

市场平均市盈率 18.35 / 
 
行业指数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分析师：洪一  

0755-82832082 hongy i@dxzq.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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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助理：沈一凡  

010-66554026 sheny f@dxzq.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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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回顾 

上周电力及公用事业指数下跌 0.91%，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28%，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跑赢大盘 0.37 个百

分点，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涨幅位于 29 个中信二级子行业的第 17 名。160 家样本公司中，43 家公司上涨，

108 家公司下跌，9 家公司平盘。天翔环境、长源电力、*ST 凯迪停牌。表现较为突出的个股有中持股份、

大通燃气等；表现较差的个股有神雾环保、盛运环保等。上周推荐组合长江电力（20%）、中国核电（20%）、

高能环境（20%）、瀚蓝环境（20%）、龙马环卫（20%）下跌 0.15%，跑赢大盘 1.13 个百分点，跑赢电力

及公用事业指数 0.76 个百分点。 

本周组合推荐：长江电力（20%）、中国核电（20%）、高能环境（20%）、瀚蓝环境（20%）、龙马环卫（20%）。 

上周环保行业个股中，涨幅居前的是：中持股份、大通燃气、盈峰环境、佛燃能源、聚光科技；跌幅居前的

是：神雾环保、盛运环保、天壕环境、中创环保、ST 浩源。 

估值方面，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市盈率（TTM）为 22.28，较上周下跌 2.92%，较年初上涨 3.58%，板块估

值略有修复。 

2. 行业热点 

5 月 15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的指导意见》，指导督促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建立健全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机制，加强建筑垃圾源头管控，推动工程建设生产组织模式转变，有

效减少工程建设过程建筑垃圾产生和排放，不断推进工程建设可持续发展和城乡人居环境改善。《意见》明

确，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要以“统筹规划、源头减量”、“因地制宜、系统推进”、“创新驱动、精细管理”

三大原则为指导，有效减少工程全寿命期的建筑垃圾排放，系统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推行精细化设计

和施工，实现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分类管控和再利用。《意见》要求，2020 年年底，各地区建筑垃圾减量化工

作机制初步建立。2025 年年底，各地区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实现新建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

圾（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 300 吨，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

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 200 吨。（北极星固废网） 

新疆下发《关于做好 2020 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根据国家电网发布的消

纳数据，新疆区域 2020 年风电、光伏新增消纳能力为 270 万千瓦。通知指出，各新能源企业要理性投资，

防范投资风险，严禁“先建先得”，严禁以开展平价上网项目为由圈占、倒卖资源行为。（北极星电力网）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关于经营区域内首批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补贴清单（第二阶段）的

公示》，涉及 11 个风电项目。（北极星电力网） 

根据贵州省基础设施“六网会战”工作推进会消息，2020 年电网方面计划完成投资 125 亿元以上，建成 500

千伏云贵电网互联工程，开工建设乌东德电站 500 千伏送出工程、500 千伏习水输变电工程、500 千伏水场

输变电工程等项目，确保城镇地区供电可靠率达到 99.88%，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达到 99.8%，综合电压合

格率达到 97.9%。（北极星电力网） 

江苏南通日前发布《南通市 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计划》。其中指出：关停淘汰环保、能耗、安全等不达

标的 30 万千瓦及以下燃煤机组。依法关停港闸区华能电厂 2 号机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力争达到 380 万

千瓦，占市内电力装机的 32%左右。（北极星电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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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发布《吕梁市打赢蓝天保卫战 2020 年决战计划》。建成区及城乡结合部继续拓展实施以热电联产机组和

大型集中供热锅炉（实现超低排放）为主的清洁取暖；在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覆盖不到的区域，优先以煤改

电、煤改气集中供热方式为主。2020 年采暖季前，关停整合 30 万千瓦及以上热电联产电厂供热半径 15 公

里范围内的燃煤供热锅炉和落后燃煤小热电。（北极星电力网） 

3. 长期观点 

对于电力板块，疫情时期建议配置大型水电核电等不受疫情影响的发电公司。2020 年 1-2 月火电、水电、

核电发电量同比下降 8.9%、11.9%和 2.2%，水电下降较多主要受到小型水电发电量不足影响，大型水电核

电主要带基本用电负荷，受疫情影响较小。对于天然气板块，天然气上游的降价将缓解城燃公司的销售压力，

各地把降低的气源成本向用户终端顺价，降低终端用气成本，有利于用气需求增长；部分地区有可能根据当

地需要进一步要求当地城燃公司对毛差小幅让利，但对板块整体业绩影响有限，建议关注气源结构持续优化

的深圳燃气。环保方面，固废运营类企业如垃圾焚烧与环卫行业，本身业务具备较强的防御性，同时受益于

疫情，环保企业短期将受益于消杀、应急环卫服务的需求提升，中长期行业层面或有环卫作业、污水、废弃

处置等方面的标准趋严，带来常态化后的市场规模提升，推荐标的瀚蓝环境、龙马环卫。 

4. 短期策略 

维持对电力、环保板块看好的行业评级，后市策略方面，随着环保行业进入洗牌期，拥有融资成本优势、优

质运营资产和核心技术的公司将获得绝佳的整合机会，具备并购整合能力的企业市占率提升可期。 

我们精心筛选细分领域优质标的： 

 火力发电：火电经过了三年的业绩低谷，在煤炭价格中枢下移的背景下，将迎来估值修复的周期，我们建

议在公用事业类股票中优选火电区域分布较广龙头企业，规避经济增长缓慢及产业结构向能源需求不高行业

转型的省份和地区。重点推荐：华能国际。 

 水利发电：水电业绩平稳，最大的波动为来水波动，但来水的波动很大程度升可以被梯级水电联合调度所

平滑，因此水电优选大型联合调度水电站，送出电力主要销往经济发达省份，且分红比例高的公司。重点推

荐：长江电力。 

 垃圾焚烧：龙头格局清晰，集中度提升可期。结合城镇化趋势和垃圾清运率提高，我们预计 2020 年，全

国垃圾焚烧运营市场规模将达到 264 亿元，“十三五”期间垃圾焚烧建设市场规模约 1620 亿元。龙头企业在

手项目充足，焚烧产能将逐步释放。行业重点公司推荐：瀚蓝环境、上海环境 

 水务：运营市场化改革或将提速，龙头公司迎跑马圈地良机。我国目前全国污水市场化率水平不足 30%，

供水市场化率不足 15%，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增量空间巨大。预计明年偏紧的融资环境仍将持续，随着依靠融

资吸血支撑工程收入扩张模式走到尽头，环保行业即将进入洗牌期，未来拥有融资成本优势、拥有优质运营

资产和核心技术的公司将获得绝佳的整合机会，具备并购整合能力的企业市占率提升可期。行业重点公司推

荐：北控水务。 

 大气治理：火电高峰已过，非电盛宴开启。目前火电超低排放改造已完成逾 70%，大型机组改造将于 18

年收尾，预计火电超低排放剩余市场空间约为 259 亿元，年市场规模约为 87 亿元。相比之下，非电领域清

洁改造亟待开展，钢铁行业烧结球团首当其冲，测算仅钢铁烧结环节全国改造市场规模约为 800 亿元。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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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推荐：龙净环保。 

 监测：环保税实施，刺激环境监测设备需求增长。18 年环保税的实施，环保督查的趋严，使得无论是企业

还是监管部门，都力求排污数据的精确度和权威性，将大大刺激污染源环境监测设备以及运维市场的需求，

监测行业订单有望持续高增长。行业重点公司推荐：聚光科技、雪迪龙、先河环保。 

5. 投资组合 

我们本周推荐的投资组合如下： 
 

表 1:本周推荐投资组合 

公司  权重  

长江电力 20% 

中国核电 20% 

高能环境 20% 

瀚蓝环境 20% 

龙马环卫 20%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6. 主要上市公司公告及其影响 

 

表 2:主要公司公告 

公司  公告内容  

伟明环保-项目中标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收到采购人平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采购代理机构德邻联合工程有限

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与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

司组成的联合体为“平阳县餐厨再生资源利用中心 PPP 项目”的中标单位。 

项目规模：项目总处理规模为 175 吨/日（包括餐饮垃圾 120 吨/日，厨余垃圾 50 吨/日，废弃

油脂 5 吨/日），并预留远期 50 吨/日厨余垃圾处理的建设用地。 

项目总投资：约为 1.12 亿元。 

项目合作期：本项目 PPP 合作期限为 30 年，其中建设期 1 年，运营期 29 年。 

侨银环保-项目中标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标江苏省徐州市环卫市场化保洁项目，总中标金额：46,053,542.16 

元；服务期限：3 年。 

中持水务-项目中标 
公司收到扬子江药业集团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龙凤堂一期污水站提升改造及二期污水

站新建机电安装工程的中标单位，中标价格：5,795 万元。 

绿色动力-项目中标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收到采购人山西省朔州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有限公司（联合体）成为

“朔州南山环境能源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特许经营项目”的社会

资本方。项目规模：本项目一期设计生活垃圾处理规模为 800 吨/天，餐厨垃圾处理规模为 50 吨

/天，预留二期扩建场地，主要工艺为机械炉排炉技术。生活垃圾处理费：人民币 71 元/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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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垃圾处理费：221 元/吨。 

三峡水利-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 

上市公司拟向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力、长兴水利、渝物兴物流、

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淄博正杰、周泽勇、重庆金罗盘、刘长美、周淋、谭明东、鲁

争鸣、三盛刀锯、吴正伟、倪守祥、颜中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联合能源 88.41%

股权。上市公司拟向三峡电能、两江集团、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

有的长兴电力 100%股权（长兴电力持有联合能源 10.95%股权）。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同时，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中发行普通股购

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普通股不超过本次重组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

即 198,601,100 股。 

三峡水利-权益分派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993,005,502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99,300,550.20 元（含税）。 

华银电力-年度报告 
公司 2019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0.25 亿元，同比减少 56.65%，基本每股收益 0.01 元，同比减少

66.67%。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7. 相关报告汇总 

报告类型 标题 日期 

行业 公用事业及环保行业报告：山东下发储能峰谷分时电价政策，6 月 1 日起试行 2020-05-12 

行业 公用事业及环保行业报告：《固废法》修订通过，环保攻坚战持续发力 2020-05-06 

行业 公用事业及环保行业报告：蒙西电网 2020 年发电量预计增速为 5% 2020-04-30 

行业 公用事业及环保行业报告：五部委发文完善长江经济带污水处理收费机制 2020-04-20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8. 风险提示 

燃料价格超预期上涨，政策执行力度不达预期，市场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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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简介 

 

分析师：洪一 

中山大学金融学硕士，CPA、CIIA，3 年投资研究经验，2016 年加盟东兴证券研究所。 

 

研究助理简介 

 

研究助理：沈一凡 

康奈尔大学硕士，纽约大学本科，曾供职于中国能建华东电力设计院，5 年基础设施建设经验，2018 年加盟

东兴证券研究所。 
 

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的观点、逻辑和论据均为分析师本

人研究成果，引用的相关信息和文字均已注明出处。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

析师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

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风险提示 

本证券研究报告所载的信息、观点、结论等内容仅供投资者决策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证券研究报告

均不构成对任何机构和个人的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投资者在决定投资前，务必要审慎。投资者应自主作

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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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由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撰写，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具有合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的机构。本研究报告中所引用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

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征价，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

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 

我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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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

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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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注明出处为东兴证券研究所，且不得

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研究报告仅供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和经本公司授权刊载机构的客户使用，未经授权私自刊载研究报

告的机构以及其阅读和使用者应慎重使用报告、防止被误导，本公司不承担由于非授权机构私自刊发和非授

权客户使用该报告所产生的相关风险和责任。 
 

行业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强烈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15％之间；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回避：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看好：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看淡：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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