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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概念板块一周表现回顾 

上周(0622-0624)上证综指上涨 0.40%，深证成指上涨 1.25%，中小板

指上涨 1.98%，创业板上涨 2.72%，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98%，环保工

程及服务 II（申万）下跌 1.79%。细分板块方面，大气治理下跌 1.42%，

水处理下跌 1.83%，固废处理下跌 0.85%，土壤修复下跌 0.97%，环卫

下跌 1.59%，环境监测上涨 0.07%，生态园林下跌 2.36%。个股方面，

涨幅较大的为龙马环卫（4.11%）、鹏鹞环保（3.28%）；跌幅较大的为

中持股份（-9.32%）、岭南股份（-7.71%）、美尚生态（-6.11%）。 

 

 行业最新动态 

1、生态环境部印发《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 

2、江苏省发布《江苏省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 

3、《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等 11 项环保强制

性国标拟立项修订。 

 

 

 投资建议 

环境部印发《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备战夏季高温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对 VOCs 从源头材料替代、监测、防治做出了工作

部署。行业辅助政策方面，近期发布的多项排放标准补足了现行标准

的监管力度和量化指标，有助于环保监测工作的推进、筛选废物处理

技术优势企业。今年以来专项债下发规模、投向环保领域比例双增长

体现的积极财政的政策取向，财政投入加大刺激行业需求，融资环境

持续改善，叠加 2020 年是多项规划的考核时间节点，我们看好环保需

求持续释放，资金面有望回暖带来业绩确定性增强，行业估值仍有上

升空间。  

 

风险提示：行业政策推进不达预期、信贷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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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攻坚方案》 

—环保行业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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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周行业回顾 

上周(0622-0624)上证综指上涨 0.40%，深证成指上涨 1.25%，

中小板指上涨 1.98%，创业板上涨 2.72%，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98%，

环保工程及服务 II（申万）下跌 1.79%。细分板块方面，大气治理

下跌 1.42%，水处理下跌 1.83%，固废处理下跌 0.85%，土壤修复

下跌 0.97%，环卫下跌 1.59%，环境监测上涨 0.07%，生态园林下

跌 2.36%。  

图 1 上周行业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2 上周环保行业细分板块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上周(0622-0624)细分板块中大气治理板块跌幅较大的个股为

菲达环保（-2.20%）、清新环境（-2.00%）；水处理板块涨幅较大的

个股为鹏鹞环保（3.28%），跌幅较大的个股为中持股份（-9.32%）、

博天环境（ -6.04%）；固废处理板块中跌幅较大的为东江环保

（-4.93%）、维尔利（-3.62%）；环卫板块中涨幅较大的为龙马环卫

（4.11%），跌幅较大的为盈峰环境（-4.45%）；环境监测板块中跌幅

较大的为聚光科技（-2.73%）；生态园林跌幅较大的个股为岭南股份

（-7.71%）、美尚生态（-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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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气治理板块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4 水处理板块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5 固废处理板块、土壤修复板块、环卫板块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6 环境监测板块、园林板块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二、近期公司动态 

上周环保板块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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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上周环保板块动态 

公司代码 公司 动态情况 项目金额（亿元） 

002431.SZ 棕榈股份 公司中标《南乐县体育中心建设项目（二次）》 2.15 

300495.SZ 美尚生态 

公司联合体签订《淮北市烈山区泉山（大山

头）治理区综合整治项目总承包（EPC）建设

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1.93 

002717.SZ 岭南股份 
公司联合体中标《常山县青石镇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EPC）》 
3.36 

603717.SH 天域生态 
公司联合体中标《千年秀林景观提升工程（二

期）施工总承包》 
2.86 

603686.SH 龙马环卫 

公司签署《舟山市定海城区环卫作业市场化

服务项目合同》 
0.60 亿元/年 

公司签署《六安市金安区城区环卫作业政府

购买服务项目合同》 
0.90 亿元/年 

603797.SH 联泰环保 
公司联合体拟签订《拟签订汕头市潮阳区潮

关污水处理厂及管网 PPP 项目合同》 
-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三、行业近期热点信息 

生态环境部印发《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来源：生

态环境部） 

《方案》提出明确工作目标，包括 VOCs 排放量明显下降，夏

季 O3 污染得到一定程度遏制，重点区域、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及其

他 O3 污染防治任务重的地区城市 6-9 月优良天数平均同比增加 11

天左右、推动“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各省（区、市）优良天数比率

约束性指标全面完成。工作方向主要包括：1）大力推进源头替代，

严格落实国家和地方产品 VOCs 含量限值标准，有效减少 VOCs 产

生；2）7 月 1 日起，全面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引导石化、化工、煤化工、制药、农药等行业企业合理安排停检修

计划，引导各地合理安排大中型装修、外立面改造、道路画线、沥

青铺设等市政工程施工计划，尽量错开 7-9 月高温气象条件；3）聚

焦治污设施“三率”，提升综合治理效率；4）深化园区和集群整治，

促进产业绿色发展，工业园区要加强资源共享，实施集中治理和统

一管理，开展园区监测评估，建立环境信息共享平台；5）完善监

测监控体系，提高精准治理水平等。 

 

江苏省发布《江苏省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来源:江苏

省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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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指出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实行分类收费。城镇居民

以及纳入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居民，可按户或人为单位定额收取，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根据用水量、燃气消耗量或者垃圾产生量等实行

计量收费；对单位，可按在职职工人数、经营、办公场所面积等定

额收取，或者按照垃圾产生量计量收费。并提出建立差别化的收费

制度。按照“混合垃圾多付费、分类垃圾少付费”的原则，实行分

类垃圾、混合垃圾差别化收费政策，对生活垃圾按规定分类、回收

和就地达标处理的，可减收一定比例的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等 11 项环保强制性

国标拟立项修订（来源: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近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等 11 项环保强制性国标拟立项修订征求意见。

其中《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在已经发布的 65 项固定源污染

物监测分析方法标注基础上，规定了固定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

求、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

控制标准》现行标准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措施的要求不够

完善，如运行、监测等要求相对薄弱，此次修订，尾矿用于采空区

回填是提高尾矿资源化利用率、保护地表环境和远景资源的一个重

要手段，并特别增加了土地复垦技术要求。 

 

四、投资建议 

环境部印发《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备战夏季

高温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对 VOCs 从源头材料替代、监测、防治做

出了工作部署。行业辅助政策方面，近期发布的多项排放标准补足

了现行标准的监管力度和量化指标，有助于环保监测工作的推进、

筛选废物处理技术优势企业。今年以来专项债下发规模、投向环保

领域比例双增长体现的积极财政的政策取向，财政投入加大刺激行

业需求，融资环境持续改善，叠加 2020 年是多项规划的考核时间

节点，我们看好环保需求持续释放，资金面有望回暖带来业绩确定

性增强，行业估值仍有上升空间。  

风险提示：行业政策推进不达预期、信贷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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