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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概念板块一周表现回顾 

上周(0104-0108)上证综指上涨 2.79%，深证成指上涨 5.86%，中小板

指上涨 8.11%，创业板上涨 6.22%，沪深 300 指数上涨 5.45%，环保工

程及服务 II（申万）下跌 4.13%。细分板块方面，大气治理下跌 4.35%，

水处理下跌 1.99%，固废处置下跌 2.78%，土壤修复下跌 7.23%，环卫

下跌 0.51%，环境监测下跌 6.23%，生态园林下跌 3.14%。个股方面，

涨幅较大的个股为农尚环境（4.93%）、天域生态（4.59%）、国中水务

（3.60%）；跌幅较大的个股为中环装备（-28.13%）、博世科（-15.08%）、

元成股份（-10.65%）。 

 

 行业最新动态 

1、生态环境部举办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政策吹风会，全国碳市场第一

个履约周期启动； 

2、发改委等十部门印发《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 

3、住建部印发《关于加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4、江苏省环境厅发布《江苏省“十四五”地表水环境监测网设置方

案》。 

 

 

 投资建议 

十四五中环保仍是重要任务之一，当前环保板块估值接近五年历史最

低位，安全边际较高，看好未来需求释放环保行业业绩改善、政策持

续推进景气度上行带来的投资机会。近期发改委等十部门印发《关于

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要实现县城及城市

污水处理能力基本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水环境敏感地区污水

处理基本实现提标升级，全国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5%以上，京津冀地区达到 35%以上等目标。出水高标准的污水处理

项目需求有望加速释放，行业提标提质在即。此外《意见》还提到，

要健全污水资源化利用体制机制，建立使用者付费制度。随着水处理

价格机制的完善，水处理运营类资产利润有望增厚。看好具备技术、

设备、运营优势的企业优先受益于行业提标提质带来的增量市场。 

 

风险提示：行业政策推进不达预期、项目进度不达预期、信贷政策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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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1 年 01 月 12 日 发改委印发《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

指导意见》，行业提标升级有望加速  

—环保行业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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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周行业回顾 

上周(0104-0108)上证综指上涨 2.79%，深证成指上涨 5.86%，

中小板指上涨 8.11%，创业板上涨 6.22%，沪深 300 指数上涨 5.45%，

环保工程及服务 II（申万）下跌 4.13%。细分板块方面，大气治理

下跌 4.35%，水处理下跌 1.99%，固废处置下跌 2.78%，土壤修复

下跌 7.23%，环卫下跌 0.51%，环境监测下跌 6.23%，生态园林下

跌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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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0108）环保板块跑输大盘，大气治理板块中跌幅较

大的个股为远达环保（-9.26%）、雪浪环境（-9.29%）；水处理板块

中涨幅较大的个股为国中水务（3.60%）、首创股份（2.12%），跌幅

较大的个股为博世科（-15.08%）、上海洗霸（-8.34%）；固废板块中

跌幅较大的个股为东江环保（-6.80%）、中电环保（-6.32%）；土壤

修复板块跌幅较大的个股为高能环境（-7.63%）、永清环保（-6.19%）；

环卫板块中涨幅较大的个股为侨银股份（2.50%）；环境监测板块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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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较大的个股为先河环保（2.12%），跌幅较大的个股为中环装备

（-28.13%）；生态园林板块中涨幅较大的个股为农尚环境（4.93%）、

天域生态（4.59%），跌幅较大的为元成股份（-10.65%）、棕榈股份

（-9.38%）、杭州园林（-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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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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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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环保板块中标情况 

表 1：上周环保板块中标动态 

公司代码 公司 动态情况 项目金额（亿元） 

002973.SZ 侨银股份 
公司预中标《利辛县城乡环卫一体化工程项目

（特许经营）采购项目（第一包）》 
26.00 

000010.SZ 美丽生态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标《普洱市振太至景谷高速公

路 PPP 项目——大歇马场隧道工程第二标段》 
- 

300815.SZ 玉禾田 
公司中标《滨城区城市管理市场化项目采购项

目》 
7.24 

300422.SZ 博世科 
公司中标《百色市六田沟综合整治（二期）工程

EPC 总承包》 
1.82 

002034.SZ 旺能环境 
公司全资子公司签署《松阳县城乡垃圾资源化利

用处置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1.17 

000544.SZ 中原环保 
公司中标《伊川县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及乡镇污

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BOT 项目》 
1.40 

300495.SZ 美尚生态 
公司联合体签定《滁河流域（来安县汊河）水环

境综合治理项目（二次）施工总承包合同》 
7.74 

603359.SH 东江环保 公司预中标《罗山县乡村振兴生态修复项目》 1.71 

数据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三、行业近期热点信息 

生态环境部举办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政策吹风会，全国碳市场第一个

履约周期启动（来源：生态环境部） 

政策吹风会上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介绍《碳排

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2019-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

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有关情况。 

吹风会通报，修订印发《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了对温室气体

排放的控制和管理，《配额分配方案》明确了纳入配额管理的发电

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单，首次从国家层面将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责任

压实到企业，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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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动，吹

风会介绍生态环境部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

统和交易系统建设，逐步扩大市场覆盖行业范围。 

 

发改委等十部门印发《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来

源：发改委） 

《意见》明确提出了总体目标：2025 年，全国污水收集效能显

著提升，县城及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基本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水环境敏感地区污水处理基本实现提标升级；全国地级及以上

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5%以上，京津冀地区达到 35%以上；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畜禽粪污和渔业养殖尾水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

提升；污水资源化利用政策体系和市场机制基本建立。到 2035 年，

形成系统、安全、环保、经济的污水资源化利用格局。 

 

住建部印发《关于加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来

源：住建部） 

近日住建部印发《关于加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

意见》，明确到 2023 年底前，基本完成设施普查，地级及以上城市

建立和完善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到 2025 年底前，基本实现综合管

理信息平台全覆盖，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机制更加健

全、建设效率明显提高。 

 

江苏省环境厅发布《江苏省“十四五”地表水环境监测网设置方案》

（来源：江苏省环境厅） 

《方案》共设置各类断面（点位）850 个（河流监测断面 775

个，湖库监测点位 75 个），断面数量较“十三五”期间翻一倍多，

实现“三提升，一突破”：1）河湖覆盖率明显提升，十四五”省控

断面布设范围涉及全省 490 条河流和 45 个湖库，较“十三五”河

湖覆盖率分别提升了 82.1%和 60.7%；2）跨界水体覆盖率明显提升

“十四五”省控断面共涵盖了不同层级的行政交界断面（点位）280

个，较“十三五”增加 151 个，整体增幅达 117%；3）重点区域监

控密度明显提升，入江支流控制断面由“十三五”期间的 45 个增

加至 116 个，入海河流控制断面由 31 个增加至 50 个，环太湖入湖

河流控制断面由 15 个增加至 30 个等；3）农业面源监测有所突破，

针对全省 81 个规模化典型农田灌区的主要退水河流共设置 123 个

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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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资建议 

十四五中环保仍是重要任务之一，当前环保板块估值接近五年

历史最低位，安全边际较高，看好未来需求释放环保行业业绩改善、

政策持续推进景气度上行带来的投资机会。近期发改委等十部门印

发《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要实现

县城及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基本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水环境

敏感地区污水处理基本实现提标升级，全国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

生水利用率达到 25%以上，京津冀地区达到 35%以上等目标。出水

高标准的污水处理项目需求有望加速释放，行业提标提质在即。此

外《意见》还提到，要健全污水资源化利用体制机制，建立使用者

付费制度。随着水处理价格机制的完善，水处理运营类资产利润有

望增厚。看好具备技术、设备、运营优势的企业优先受益于行业提

标提质带来的增量市场。 

 

风险提示：行业政策推进不达预期、项目进度不达预期、信贷政

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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