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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摘要：  

生态环境部发布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纲要提出：2020-2035 年，生态环境

监测将在全面深化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监测的基础上，逐步向生态状况监测和环

境风险预警拓展，构建生态环境状况综合评估体系。监测指标向有毒有害物质

和生物、生态指标拓展；监测点位向差异化、综合化布局转变；监测领域向海

洋、地下、岸上、农村、全球拓展；监测手段向天地一体、自动智能、科学精

细、集成联动的方向发展；业务向预测预报和风险评估、生态健康评价拓展。 

投资建议：对于电力板块，建议配置大型水电和核电等不受供需影响的发电公

司。2020 年 1-5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下降 2.8%，火电、水电发电量同比下降

3.1%、11.3%，核电发电量上升 5.9%，随着汛期的到来，水电发电量会有所恢

复，但前 5 个月收到疫情影响且来水不及预期，预计全年发电量会比往年下降

5%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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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海上 LNG 价格持续维持在 2 美元/百万英热低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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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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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 2.10%，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39%，

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跑输大盘 0.29 个百分点，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涨幅位于

30 个中信二级子行业的第 17 名。160 家样本公司中，122 家公司上涨，31

家公司下跌，7 家公司平盘。盛运环保、神雾环保、天翔环境、*ST 凯迪停牌。

表现较为突出的个股有津膜科技、中持股份等；表现较差的个股有国网信通、

*ST 节能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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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 3.27%，跑赢大盘 0.88

个百分点，跑赢电力及公用事业指数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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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1.06 17.74

49 

17.81 17.11 2.64 推荐 

中国核电 0.30 0.35 0.38 13.43

333 

11.97 10.78 1.29 推荐 

高能环境 0.61 0.79 0.97 18.04

918 

17.02 13.79 2.86 强烈推荐 

瀚蓝环境 1.19 1.37 1.73 18.79

832 

16.15 13.15 2.53 强烈推荐 

龙马环卫 0.65 0.80 0.96 35.38

462 

28.88 22.90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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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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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4.08% 

重点公司家数 - - 

行业市值 21024.92 亿元  3.03% 

流通市值 16868.21 亿元  3.31% 

行业平均市盈率 20.74 / 

市场平均市盈率 1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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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回顾 

上周电力及公用事业指数上涨 2.10%，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39%，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跑输大盘 0.29 个百

分点，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涨幅位于 30 个中信二级子行业的第 17 名。160 家样本公司中，122 家公司上涨，

31 家公司下跌，7 家公司平盘。盛运环保、神雾环保、天翔环境、*ST 凯迪停牌。表现较为突出的个股有津

膜科技、中持股份等；表现较差的个股有国网信通、*ST 节能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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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 3.27%，跑赢大盘 0.88 个百分点，

跑赢电力及公用事业指数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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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膜科技、中持股份、江苏新能、华通热力、博天环境；跌幅居前的

是：国网信通、*ST 节能、旺能环境、德创环保、京蓝科技。 

估值方面，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市盈率（TTM）为 22.50，较上周上涨 1.63%，较年初上涨 4.60%，板块估

值略有修复。 

2. 行业热点 

生态环境部发布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 （2020-2035 年）。生态环境监测发展的总体方向是：2020~2035 年，

生态环境监测将在全面深化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监测的基础上，逐步向生态状况监测和环境风险预警拓展，构

建生态环境状况综合评估体系。监测指标从常规理化指标向有毒有害物质和生物、生态指标拓展，从浓度监

测、通量监测向成因机理解析拓展；监测点位从均质化、规模化扩张向差异化、综合化布局转变；监测领域

从陆地向海洋、从地上向地下、从水里向岸上、从城镇向农村、从全国向全球拓展；监测手段从传统手工监

测向天地一体、自动智能、科学精细、集成联动的方向发展；监测业务从现状监测向预测预报和风险评估拓

展、从环境质量评价向生态健康评价拓展。 

住建部发布关于开展工程建设行业专项整治的通知。专项整治自 2020 年 6 月开始，为期 4 个月，分 3 个阶

段推进。整治重点：（一）招标人在招标文件设置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或招标人以任

何方式规避招标。（二）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串通投标，或者投标人以向招标

人、招标代理机构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三）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挂靠、借用资

质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四）投标人以暴力手段胁迫其他潜在投标人放弃投标，或胁

迫中标人放弃中标，强揽工程。（五）投标人恶意举报投诉中标人或其他潜在投标人，干扰招标投标正常秩

序。（六）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以及将中标项目违法分

包给他人。（七）党政机关、行业协（学）会等单位领导干部或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干预招

标投标活动。（北极星环保网） 

昆明市发布《昆明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实施方案》，《方案》围绕 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

互联网及物联网、“智慧+”基础设施、新能源充电桩、轨道和航空基础设施等新基建领域，重点建设 394 个项

目，总投资达 10011.8 亿元，2020 年计划完成投资 589.84 亿元。（北极星电力网） 

吉林省能源局发布关于下达 2020 年度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计划的通知，《通知》指出，结合 2020 年度

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申报情况，确定本年度新增风电、光伏项目建设规模为 181 万千瓦，其中集中式风电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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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115 万千瓦，续建风电项目 15 万千瓦，分散式风电项目 10.5 万千瓦，集中式光伏项目 28 万千瓦，续建

光伏项目 12.5 万千瓦。（北极星电力网） 

吉林白山市人民政府印发《白山市新基建“761”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指出：大力发展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和

天然气、电能、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供热。重点实施白山市电蓄热调峰供暖、白山市电蓄热供热管网、抚

松县中心城区（抚松镇）热源集中供热、江源区供热改造、临江市老工业区新建供热管网和临江市中心城区

供热改造等工程。（北极星电力网） 

天津市发布《关于印发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通知中称，本市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下

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逐步将年度碳排放量达到一定规模的排放单位（以下称纳入企业）纳入配额管理。本

办法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2025 年 6 月 30 日废止。（北极星电力网） 

内蒙古印发 2020 年度内蒙古西部电网发电量预期调控目标，预计蒙西电网 2020 年发电量增速为 5%，安排

2020 年度内蒙古西部电网发电量预期调控目标为 3081.6 亿千瓦时，其中：火电机组发电量 2465.3 亿千瓦

时，风力发电机组发电量 415.4 亿千瓦时，太阳能发电量 131.6 亿千瓦时，水电发电量 38.3 亿千瓦时，关停

机组补偿电量 0.45 亿千瓦时。（北极星电力网） 

3. 天然气价格跟踪 

6 月 15 日至 6 月 18 日，液化天然气平均到岸价格为 2.18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较上周上升 3.33%。 

图1：液化天然气到岸价格变动趋势（美元/百万英热单位）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4. 长期观点 

对于电力板块，建议配置大型水电和核电等不受供需影响的发电公司。2020 年 1-5 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下

降 2.8%，火电、水电发电量同比下降 3.1%、11.3%，核电发电量上升 5.9%，随着汛期的到来，水电发电量

会有所恢复，但前 5 个月收到疫情影响且来水不及预期，预计全年发电量会比往年下降 5%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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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海上 LNG 价格持续维持在 2 美元/百万英热的

低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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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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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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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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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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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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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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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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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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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持股份-项目中标 

公司收到许昌瑞贝卡污水净化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确认公司为许昌市瑞贝卡污水处

理厂一、二期提标改造工程一标段的第一中标候选人。中标价格：6,503.04 万元。项目位于许昌

市建安区瑞贝卡大道与学院路交叉口，将一期 8 万吨/日卡鲁赛尔氧化沟工艺，二期 8 万吨/日

奥贝尔氧化沟工艺改为 AAO 工艺。本项目是对 16 万吨/日市政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项目，通

过提标改造将污水厂原有一级 A 排放标准提升至地表水准Ⅳ类标准，达到提升排放水质、节能降

耗的目的。本项目技术要求高，体现了公司在地级市大型污水厂提标改造领域的技术实力和竞争

优势，有助于公司以此为示范，继续在河南区域和其他区域获得提标改造项目。 

伟明环保-权益分派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966,583,34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 0.31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3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99,640,836.33 元，转增 289,975,003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1,256,558,346 股。 

联泰环保-项目中标 

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发布了《汕头市潮阳区潮关污水处理厂及管网 PPP 项目（项目编号：ZH020B007）

中标公告》，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与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

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中标社会资本方。污水处理服务单价：2.965 元/立方米；管网

服务费：3,365.56 万元/年；总投资：51,104.52 万元；管网项目年综合回报率：6.98%。 

国祯环保-权益分派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79,507,92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2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

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08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

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高能环境-“高能转债”赎

回结果及 2018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赎回数量：79,340 张 

赎回兑付总金额：人民币 7,976,684.92 元（含当期利息） 

赎回款发放日：2020 年 6 月 18 日 

可转债摘牌日：2020 年 6 月 18 日 

盛运环保-终止上市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自深圳证券交易所

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后十五个交易日届满的次一交易日（即 2020 年 7 月 14日）起，

公司股票交易进入退市整理期。若公司提出复核申请且深交所上诉复核委员会作出维持终止上市

决定，自深交所上诉复核委员会作出维持终止上市决定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公司股票交易进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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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整理期。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粤电力 A-权益分派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250,283,986 股(其中 A 股 

4,451,875,986 股，B 股 798,408,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2 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扣税后，A 股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08 

元；A 股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先按每 10 股派 1.2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

税款；A股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

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B 股非居民企业、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扣税后每 10 股派现金 1.08 元，持有无限售流通股

的境内（外）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10 股派 1.2 元，权益登记日

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8. 相关报告汇总 

报告类型 标题 日期 

公司 公用事业及环保行业报告：上海环境(601200):估值是否合理 何时会提升 2020-06-19 

行业 公用事业及环保行业报告：各省 2020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印发 2020-06-09 

行业 公用事业及环保行业报告：两会声音“疫情之下不松懈，精准治污提成效” 2020-06-02 

行业 公用事业及环保行业报告：近年多国大喊“退核”核电真的少了么 2020-06-01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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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