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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宏观联合交运环保、建筑、建材、钢铁、军工、机

械、地产专题】 

量化雄安新区【环保篇】 

基本结论： 

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

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
新区。4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

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 3 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资

本市场随即刮起了一阵雄安题材概念风。细究雄安新区，我们不难发

现它不仅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而且也是我
国践行新发展理念的试验田，因此从中长期来讲对于经济乃至资本市

场也将催化出更多的利好。再造新区，基建与制度先行，对于资本市

场而言，短期内哪些板块将持续受益，我们又将如何从板块中进行有

效配置至关重要。据此，我们联合交运环保、建筑、建材、钢铁、地

产、军工和机械等热点领域进行深度研究，旨在解释雄安新区对于宏

观经济的影响后，结合行业研究提供新区建设给我们带来的投资盛宴

脉络和投资建议。 

1、新区建设，环保行业收益。在雄安新区建设的七大任务中，首要两
项任务就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

市；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

城市。这对环保行业提出的新要求，带来了新挑战，但是同时也提供

了新机遇，这一举措将进一步打开环保行业的大门。 

2、水污染治理势在必行，市场空间达 630 亿元。受供水不足以及水污

染严重的影响，新区内白洋淀水域的情况不容乐观。虽然新区开发，

更多人入住新区，供水不足和污染严重两大问题制约新区发展。我们

预计在未来供水及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上将有 130 亿元的市场空

间，同时流域治理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投资金额有望达到 500 亿

元，共计 630 亿元的市场空间。 

3、雾霾严重，大气治理迫在眉睫。新区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境内，受河

北重工业废气排放影响，新区大气污染状况严重。随着“大气十条”
的出台，一系列的政策纷纷出台，京津冀地区政加大了治理力度。

2017 年 4 月，国家组织最大规模的一次防治督查活动，将对各地区对

于“大气十条”等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严密的审查。未来大气治理成

为重中之重。 

4、推荐标的。水资源治理方面：碧水源；大气治理方面：清新环境和

先河环保；垃圾处理方面：启迪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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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政策执行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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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规

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 3 县及周边部分区域。雄安新区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

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不仅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

津冀协调发展，而且也是我国践行新发展理念的试验田。再造新区，

基建与制度先行，无疑对短中期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刺激作用。据此，

我们提出本次跨行业深度合作专题，旨在解释雄安新区对于宏观经济
的影响后，结合行业研究提供新区建设给我们带来的投资盛宴脉络和

投资建议。 

雄安新区的新发展理念之一就是建设绿色生态宜居城市，包括两大重

点任务，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

城市；二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

的生态城市。习近平强调雄安新区不会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

而两大任务也紧紧围绕环保主题，环保行业将会迎来新的机遇。水质

量方面，2015 年，白洋淀水质为劣Ⅴ类，属于重度污染，白洋淀绝

大部分区域落于雄安新区核心区域，核心区域是雄安新区近期和远期

开发目标，因此，白洋淀将是环境污染重点治理区域；空气质量方面，

2015 年，74 个新标准第一阶段监测实施城市中，保定市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 10.41 排名倒数第一，雄安新区空气质量堪忧。 

一、雄安新区设立，环保行业迎来又一春天 

雄安新区的设立是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

策部署，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

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

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

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 3 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

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
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

起步区面积约 100 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 200 平方公里，远

期控制区面积约 2000 平方公里。 

http://baike.so.com/doc/2510451-2652822.html
http://baike.so.com/doc/5574708-5789126.html
http://baike.so.com/doc/5683115-5895794.html
http://baike.so.com/doc/5373481-56094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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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雄安新区范围图 

 
来源：百度地图、国金证券研究所 

对于雄安新区的发展，党中央提出了七大重点任务，其中第一项重大

任务建设绿色智慧新城以及第二项重大任务打造优美生态环境就是针

对雄安新区的环保工作提出的指示。结合新区环境状况，我们预计，

新区的设立将对环保行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助力。在诸多方面的环境

治理中，我们认为首当其冲的应是水资源环境治理和大气污染环境治

理，两者将成为环保行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图表 2：雄安新区建立七大任务 

 
来源：新华社、国金证券研究所 

二、新区环保重大增长点一：水资源环境治理 

1、缺水+污染，白洋淀地区水资源急需治理 

白洋淀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泊，位置正好处于雄安新区三县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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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范围内，主要位于新安县境内，另有容城、雄县、高阳、沧州任丘

五地共同管理。白洋淀由白洋正淀、烧车淀等 143 个大小不等的淀泊

和 3700 多条沟壕组成，水域面积 366 平方公里，平均年出水量为

13.2 亿立方米。 

图表 3：白洋淀位置 

 
来源：百度地图、国金证券研究所 

改革开放以后，淀区经济大发展，农业、工业、生活用水不断增多。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白洋淀流域平原区的总用水量一直维持在 30

亿立方米以上，2000 年达到最高峰值 43.4 亿立方米。上游地区大力
发展农业生产，引用了一些本来应当入淀的水量。1991 年至 2007 年，

低效农业用水还导致地下水超采量达 58.3 亿立方米，占总超采量的 8

成。气候因素与工农业用水量的激增等因素叠加，导致白洋淀地区地

下水位急速下降。20 世纪 80 年代，平均下降速率高达 0.55m/a，是

1974 年-1979 年的 30 多倍。为解决水量不足的问题，水利部及河北

省政府开始为白洋淀补水，1981 年到 2013 年间，由上游水库为白洋

淀地区进行补水，从 2004 年开始，白洋淀开始跨流域补水，2006 年

进行了第一次的“引黄补淀”，补水量超过 1 亿立方米。 

水质方面，白洋淀地区水质污染严重。据河北省环保厅 2016 年 6 月

公布数据显示，白洋淀水质为劣 V 类，属于重度污染，根据保定市环

保局 2017 年 2 月最新公布的水环境质量状况月报显示，白洋淀监测

点功能区划为Ⅲ类标准的实测水质均在Ⅳ类和Ⅴ类，水资源治理迫在
眉睫。水资源受到极大污染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白洋淀上游及周边

的工业厂区均为高耗水，高污染的工厂为主，不少企业直接将污水排

入上游河道，污水直接排入白洋淀；第二，白洋淀地区污水治理能力

不足，现有三座污水处理厂的日处理能力仅有 20 万吨，相比 25 万吨

的日产生量存在较大缺口。 



宏观经济报告 

- 7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图表 4：白洋淀地区水质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功能区别 实测水质类别 主要污染物 

烧车淀 Ⅲ类 Ⅳ类 总磷、化学需氧量 

圈头 Ⅲ类 Ⅳ类 总磷、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 

采蒲台 Ⅲ类 Ⅴ类 总磷、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 

光淀张庄 Ⅲ类 Ⅳ类 化学需氧量 
 

来源：保定市环保局、国金证券研究所 

2、政策促动，水资源治理市场空间巨大 

2015 年，环保部出台《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又称“水十条”，“水

十条”要求，2017 年底前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建成区要
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到 2020 年，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0%以

上，京津冀区域达到 30%以上。此后，针对白洋淀地区的水污染情

况，河北省政府相关部门又出台了《白洋淀环境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规划(2015-2020)》和《河北省白洋淀和衡水湖综合整治专项行动方

案》，其中《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到 2019 年白洋淀区除南刘庄点位水

质达到地表水Ⅴ类标准外，淀区其他区域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

《规划》中推出大力抓好河流整治、生态修复等方面的工作，共规划

了 10 类 156 个项目，总投资近 246 亿元。 

图表 5：白洋淀污水治理相关政策文件 

时间 发布方 政策 

2015.04 环保部 《水污染防治行劢计划》（“水十条”） 

2015.06 河北省 《白洋淀环境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规划（2015-2020）》 

2016.09 河北省 《河北省白洋淀和衡水湖综合整治专项行劢方案》 

2016.10 财政部 《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知》 

2016.12 
证监会、发

改委 
《关于推进传统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资产证券化相关工作的通知》 

2016.12 国务院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2017.03 河北省 《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 
 

来源：政府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资源治理市场空间巨大，达 630 亿。水资源治理方面，主要在于供水、
污水治理以及流域治理两个方面。 

在供水方面，目前在雄安新区的三县的日供水量在 20 万吨左右，考

虑到雄安新区未来一定有新增人口，根据有关部门的预计，我们按照

300 万人计算，并以北京人均日用水量 0.48 吨来计算，新区每日需

要的供水量为 144 万吨。相比于现在的 20 万吨/日的供水量，存在

124 万吨/日的缺口。在供水基础设施上，我们按照每吨水 2000 元的

投资价格，将产生 24.8 亿元的投资空间；在污水处理方面，我们按

照污水率 80%测算，新区日污水产生量将达到 115 万吨，目前新区

存在 3 家污水处理厂，但是污水处理能力较低，只能达到 5 万吨/日，

因此未来将存在 100 万吨/日的缺口，按照污水处理造价 3000 元/吨，

污水处理基础设施造价将达到 30 亿元。同时，我们预计雄安新区未

来与供水、污水处理配套的管道设施长度总计达到 3000km，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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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万元/km 计算，管道设施建设存在 75 亿元的市场空间。供水、

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空间累计 129.8 亿元。 

流域治理方面，根据《白洋淀环境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规划(2015-

2020)》，《规划》推出大力抓好河流整治、生态修复等方面的工作，

共规划了 10 类 156 个项目，总投资近 246 亿元。但是我们考虑到，

白洋淀整个流域治理距离较长，实际进行治理时费用将大大超出预计，

因此我们预计在投资金额上将有可能翻倍，达到 500 亿元的投资空间。 

3、碧水源：膜处理技术在新区水资源治理中抢占先机 

优先布局河北，流域治理经验丰富。早在 2015 年 11 月，公司就与

保定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将投资 80 亿元用于保定市环境

治理工作。而且，公司先后承接了巢湖、潮白河、滇池、太湖等多项

流域治理项目，积累了再生水厂、水资源利用、水污染防治与生态修

复等项目建设的丰富经验，未来公司有望助力恢复白洋淀水生态系统

和饮水源地。 

公司是 MBR 龙头，助力恢复白洋淀水生态系统和饮水源地。公司拥
有核心 MBR 膜技术，MBR+DF 双膜工艺（自主创新），350 余项专

利技术。世界各地超过 10 万吨/天的 42 个 MBR 项目中，碧水源占

24 个，居全球第一。因此其创新的技术可有效解决新区缺水与生态

环境问题，丰富的 MBR 水厂设计、建设经验可为白洋淀区域提供整

体技术解决方案。 

三、新区环保重大增长点二：大气污染治理 

1、新区地处保定市，雾霾污染严重 

新区地处河北省保定市，河北省作为工业大省，一直以来空气质量很
低，空气污染严重，根据 2016 年国家环保部门检测统计的数据，河

北省有四市进入全国 PM2.5 浓度前十名的名单，分别是石家庄市、

保定市、衡水市、邢台市。其中保定市 PM2.5 浓度近年来虽有一定

程度上的下降，但是仍然大幅度高于全国水平。 

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严重，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如河北省重工业企

业的尾气排放、北京地区汽车尾气排放、天津地区的扬尘等。雄安新

区位于河北省的保定市，空气状况受河北省影响较大，河北省以重工

业为主，其制药、化工、冶金、建材等工厂是 PM2.5 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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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2016 年 PM2.5 浓度全国前十名 

城市 省份 PM2.5 平均浓度（微克/立方米） 排名 

喀什地区 新疆 156.9 1 

和田地区 新疆 108.5 2 

石家庄市 河北 98.8 3 

阿克苏地区 新疆 92.4 4 

保定市 河北 92.1 5 

衡水市 河北 86.8 6 

邢台市 河北 86.5 7 

安阳市 河南 85.7 8 

聊城市 山东 85.7 9 

新乡市 河南 83.9 10 
 

来源：政府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2、大气治理政策频出，防治督查重拳出击 

“大气十条”打响大气治理第一炮，后续政策频出。2013 年 6 月，

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治理防治行动计划》，又称“大气十条”，“大

气十条”提出要全面整治燃煤小锅炉，加快重点行业脱硫脱硝除尘改

造，整治城市扬尘；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到 2017 年底下降 30%以上；

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加大天然气、煤制甲烷等清洁能源供应。之后，

国家环保相关部门及京津冀地区各政府机构积极响应，频繁发布政策。
2017 年 2 月，由环保部、发改委等多部委联合发布的《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进一步提出要：（1）全面

推进冬季清洁取暖；（2）加强工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3）产业结构

调整要取得实质性进展。 

图表 7：河北省大气治理相关政策 

日期 发布方 政策 

2013.06 国务院 《大气污染防治行劢计划》 

2013.09 环保部、发改委等 6 部委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劢计划实施细则》 

2015.03 河北省 《河北省燃煤锅炉治理实施方案》 

2015.07 国务院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 

2015.12 发改委、环保部 《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2016.03 河北省 《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2016.03 环保部 《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 

2016.06 环保部、京津冀政府 《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2016-2017）》 

2016.10 河北省 《关于加快实施保定廊坊禁煤区电代煤和气代煤的指导意见》 

2017.01 河北省 《河北省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7.02 环保部、发改委等多部委和省市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2017.04 河北省 《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意见》 
 

来源：政府官网、环保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大气污染治理防治督查重拳出击。目前，600 名环境执法人员参与，
为期一年，环保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层面行动已经启动。此次强化督

http://huanbao.bjx.com.cn/zt.asp?topic=%bb%b7%b1%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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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是环境保护有史以来，国家层面直接组织的最大规模行动，主要对

7 个方面进行督查，包括相关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落实大气污染

防治任务情况，固定污染源环保设施运行及达标排放情况，“高架源”

自动监测设施安装、联网及运行情况，“散乱污”企业排查、取缔情

况，错峰生产企业停产、限产措施执行情况，涉挥发性有机污染物企

业治理设施安装运行情况等。通过督查，抓实、抓细、抓好 2017 年

政府工作报告、《大气十条》、《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2016

－2017 年）》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确定的各项任务，为全面实现区域及各地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提供

保障，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通过重拳出击，层层传导大气污染

防治压力，确保工作分工落地见效；加大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力度，实
现守法常态化；创新区域监管方式，提高环境执法整体水平。 

3、清新环境：烟气治理龙头企业 

公司是综合烟气治理的龙头，具有 SPC-3D 领先技术，预计业绩增速

达 30%以上。受益东部及北方火电超净排放加速改造，及钢铁冶金

等非电领域去产能的政策机遇，有望实现业绩和估值双升。通过并购

中铝环保资产、博惠通，率先进军石化烟气治理，有望在技术和业务

上产生协同效应。在石化有色等 8 大非电行业污染物排放占比达到

54%，改造空间巨大。非电领域排放标准为火电超低排放的 4 倍，急
需改造。另外 17 年为期权激励案的最后一年，管理层有充足的动力

保增长。公司在烟气治理方面优良的技术经验将为公司在雄安新区的

大气治理中占据有利的市场空间。 

4、先河环保：地处河北，地理位置优势明显，环境监测成为看点 

优先布局 VOCs 治理，雄安新区 VOCs 治理空间大。2015 年 9 月，

先河环保与雄县政府签署河北雄县包装印刷 VOCs 治理及资源化利用

框架协议，项目投入约 18 亿元，已于 17 年重新启动。包装印刷是

VOCs 排放量最大的行业，雄县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塑料包装印刷基

地，VOCs 治理空间大。此次与雄县包装印刷 VOCs 治理项目可复制

性强，预计未来公司将承接更多 VOCs 治理订单，增厚公司业绩。 

受益环保监管趋严，环境监测作为污染防治的重要部分，有望全面铺

开。作为网格化监测先行者，一方面公司率先推出国标方法与微型站
设备组合应用，可解决各地污染源头是谁的问题，保证了网格化监控

系统数据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公司已完成 20 个城市 2000 个点位

的布设，市场占有率高。2016 年公司在河北地区网格化订单额为

1.16 亿元，占河北总订单的 72%，全国订单的 30%左右。同时公司

地处河北，雄安新区战略功能将驱动公司在冀业务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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