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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量研究 

宏观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创 2000 年以来最低，扩内需迫切 

4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回升至 7%，进入 5 月，高炉开工率和发电耗

煤量同比增速继续回升，同时去年 5 月工业增加值基数依然偏低，我们预计

5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维持在高位；1-4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为

2000 年以来最低。基建、房地产投资回落；除了工业生产和制造业投资，4

月的经济数据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但 4 月经济应该好于 3 月。经济有下行

压力，在春节、两会、限产、低温等因素干扰下，1-4 月经济数据反映：好

的数据未必好，差的数据未必差，扩大内需具有迫切性，防风险依然重要。 

 行业研究 

中小盘研究：“独角兽”的融资与估值研究 

市值大于 10 亿美元的在美上市“四新”企业在 IPO 前的融资历程主要有

五大特征：企业上市前多数融资三至四轮，各轮融资金额逐步增加，“四新”

企业上市速度快于 A 股的其他行业（10-11 年），在美上市“四新”企业投资退

出回报率的中位数为 7.4 倍，红杉资本、阿里资本、IDG 资本等机构参与较

活跃；根据《2017 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截至 2017 年底，未在境内

外上市且估值达到 200 亿人民币的“独角兽”约为 29 家；不同行业“独角兽”

估值融资比差异化明显：汽车交通、电商企业偏低，互金、医疗领域较高，

生态型企业估值溢价更高。 

环保行业：钢铁超低排放征求意见稿发布，非电治理进程提速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征求《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函。《意见稿》明确，新建(含搬迁)钢铁项目要全部达到

超低排放水平；超低排放由河北拓展至全国，超出市场预期，彰显了政府对

“蓝天保卫战”的坚定信心，非电大气治理市场将加速释放；《意见稿》明

确时间表，2020 年底前完成过半，近两年多是治理市场集中释放期；标准

提升不仅仅会促进大气非电治理市场的爆发，同时也会带动监测设备的升级

改造，建议关注相关监测龙头企业，如雪迪龙（002658.SZ）、聚光科技

（300203.SZ）；治理市场首推龙净环保（600388.SH），深耕大气治理领域多

年，干法脱硫+COA 脱硝技术的处理效果和经济性在梅钢项目已经得到认

可，有望最先受益。 

风险提示：经济超预期回落，政策落实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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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容概要  

总量研究: 

宏观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创 2000 年以来最低，扩内需迫切 

工业生产反弹。4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回升至 7%，原因在于：其一，去年

同期基数较低。其二，3 月上旬，采暖季限产约束叠加两会、元宵节等因素，企业

复工偏缓，开工旺季推迟到 3 月下旬。4 月，开工节奏加快，工业增加值季调环比

增长 0.61%。其三，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8%，主

要由于供需扩张，火电产量同比增速大幅回升至 7.3%；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7.4%，产业结构优化。其四，4 月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速回升至 4.2%，出口提振

工业生产 5 月，高炉开工率和发电耗煤量同比增速继续回升，同时去年 5 月工业增

加值基数依然偏低，预计 5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维持高位。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创 2000 年以来最低。1-4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为

2000 年以来最低。基建、房地产投资回落。制造业投资增速回升至 4.8%，传统制

造业维持在低位，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均增长 7.9%，增速均比制

造业投资快 3.1 个百分点。经过 2017 年的供给侧改革，产能利用率逐渐回升，行

业集中度提升，企业盈利改善，资本开支意愿有望提升，同时，政策加大对新经济

的扶持力度，民间投资增速也回升至高位，我们预计制造业投资增速会逐渐回升，

结构变化值得期待。 

扩大内需具有迫切性。1-4 月经济数据反映：1）好的数据未必好。1-4 月的工

业生产均受到一定干扰，高增速是否持续待观察（目前至少已经持续到 5 月上半月）。

房地产投资高增速主要受土地购臵费的推动，但土地购臵费不计入 GDP；2）差的

数据未必差。今年投资数据最大看点是制造业投资，虽然低迷，但已经具备反弹的

条件，同时政策加大支持力度；3）扩大内需具有迫切性。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

扩大内需、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体现政策重心从金融监管

转到经济增长，财政部提出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共同点在于对冲信用收缩给经济带

来的下行压力；4）防风险依然重要。经济数据中，投资数据波动相对较大，经济

在一定范围内缓慢下行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风险积聚并爆发，对经济的打击将更

强，因此需要兼顾防风险。 

行业研究 

中小盘研究：“独角兽”的融资与估值研究 

在美上市“四新”企业 IPO 前融资呈五大特征。（1）企业上市前多数融资三

至四轮，融资 C 轮及以上企业占比 67%；（2）各轮融资金额逐步增加，融资金额

中位数从天使轮的 0.1 亿人民币逐步增加至 F 轮的 11.1 亿人民币；（3）“四新”企

业上市速度更快，在美上市“四新”企业从创立到完成 IPO 平均历时 8.0 年，上市

速度快于 A 股的其他行业（10-11 年）；（4）以上市日市值/上市前融资总额的比值

作为投资退出时的回报率参考值，在美上市“四新”企业投资退出回报率的中位数

为 7.4 倍；（5）红杉资本、阿里资本、IDG 资本等机构参与投资较为活跃。 

未在境内外上市且估值达到 200 亿人民币的“独角兽”各轮融资金额大幅提高，

融资轮次达到 C 轮及以上的共 10 家。根据《2017 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

截至 2017 年底，未在境内外上市且估值达到 200 亿人民币的“独角兽”约为 29 家。

（1）融资轮次达到 C 轮及以上的分别是滴滴出行、美团点评、饿了么、小米、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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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宁德时代、蔚来汽车、口碑网、优必选科技、今日头条。能拿到 C 轮融资的企

业已具备较成熟且清晰的盈利模式，多数企业在拿到 C 轮融资以后开始筹备上市，

而到达 B 轮融资的公司中有 90%因拿不到 C 轮融资而陷入资金困境。（2）29 家“独

角兽”各轮融资金额中位数较过去大幅提高。 

不同行业“独角兽”估值融资比差异化明显：汽车交通、电商企业偏低，互金、

医疗领域较高，生态型企业估值溢价更高。（1）互联网金融“独角兽”估值融资比

10 倍是常态。（2）医疗健康领域“独角兽”整体估值融资比较高。（3）随着电商

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电商类企业的估值融资比相较过去大幅下降。（4）生态型企

业估值溢价更高，代表企业阿里巴巴、小米。从绝对估值的角度来看，目前新浪、

微博、网易、京东等电商类企业市值都在百亿美元级别，而阿里巴巴、腾讯、谷歌、

苹果等生态型企业巨头估值已达千亿美元。 

环保行业：钢铁超低排放征求意见稿发布，非电治理进程提速 

事件：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征求《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函。《意见稿》明确，新建(含搬迁)钢铁项目要全部达到超低排

放水平。 

超低排放由河北拓展至全国，超出市场预期。2017 年 6 月，环保部发布了关

于征求《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20 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修改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2018 年 4 月 25 日，河北省环保厅发布了钢铁、

焦化、水泥、平板玻璃、锅炉五个领域的地方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稿》

明确：烧结机头烟气、球团焙烧烟气在基准含氧量 16%条件下，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小时均值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50 毫克/立方米，钢铁超低排放标

准走向全国。我们认为，钢铁全国超低排放的进度超出了市场预期，彰显了政府对

“蓝天保卫战”的坚定信心，非电大气治理市场将加速释放。 

明确时间表，2020 年底前完成过半，近两年多是治理市场集中释放期。《意见

稿》明确：2020 年 10 月底前，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具备

改造条件的钢铁企业基本完成超低排放改造；2022 年底前，珠三角、成渝、辽宁

中部、武汉及其周边、长株潭、乌昌等区域基本完成；2025 年底前，全国具备改

造条件的钢铁企业力争实现超低排放。力争 2020 年、2022 年、2025 年底前完成钢

铁产能改造 4.8 亿吨、5.8 亿吨、9 亿吨，2020 年底前完成量超过 50%。我们测算，

钢铁仅烧结废气污染物治理市场空间就有 418.89 亿元-644.4 亿元。 

标准提升将带动监测设备升级改造。标准提升不仅仅会促进大气非电治理市场

的爆发，同时也会带动监测设备的升级改造，建议关注相关监测龙头企业，如雪迪

龙（002658.SZ）、聚光科技（300203.SZ）。 

治理市场首推龙净环保（600388.SH）。龙净环保深耕大气治理领域多年，干法

脱硫+COA 脱硝技术的处理效果和经济性在梅钢项目已经得到认可，有望最先受益。 

2、 总量研究 

2.1、 宏观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创 2000 年以来最低，扩内需迫切 

工业生产反弹。4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回升至 7%，原因在于：其一，去年

同期基数较低。其二，3 月 15 日前，采暖季限产约束仍在，叠加两会、元宵节等

因素，企业复工偏缓，生产力度偏弱。开工旺季推迟到 3 月下旬，进入 4 月，开工

节奏加快，工业增加值季调环比增长 0.61%，高于 3 月（0.33%）。其三，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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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8%，较 3 月提高 3 个百分

点，主要由于供需扩张，火电产量同比增速大幅回升至 7.3%；制造业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7.4%，提升 0.8 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优化。其四，4 月出口交货值同比增

速回升至 4.2%，出口提振工业生产。进入 5 月，高炉开工率和发电耗煤量同比增

速继续回升，同时去年 5 月工业增加值基数依然偏低，我们预计 5 月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速维持在高位。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创 2000 年以来最低。1-4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为

2000 年以来最低。基建、房地产投资回落。制造业投资增速回升至 4.8%，传统制

造业维持在低位，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均增长 7.9%，增速均比制

造业投资快 3.1 个百分点。经过 2017 年的供给侧改革，产能利用率逐渐回升，行

业集中度提升，企业盈利改善，资本开支意愿有望提升，同时，政策加大对新经济

的扶持力度，民间投资增速也回升至高位，我们预计制造业投资增速会逐渐回升，

结构变化值得期待。 

扩大内需具有迫切性。除了工业生产和制造业投资，4 月的经济数据均出现不

同程度回落，但 4 月经济应该好于 3 月。经济有下行压力，在春节、两会、限产、

低温等因素干扰下，1-4 月经济数据反映： 

1）好的数据未必好。比如出口、工业生产、房地产投资。出口保持较高增速，

但近期韩国、德国、越南等出口增速下滑较多，主要经济体制造业 PMI 有下行趋

势，叠加贸易战的不确定性，外需未必有预期的那么好。1-4 月的工业生产均受到

一定干扰，高增速是否持续待观察（目前至少已经持续到 5 月上半月）。房地产投

资高增速主要受土地购臵费的推动，但土地购臵费不计入 GDP。 

2）差的数据未必差。比如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基建投资虽然持续下滑，

但 PPP 项目退库清理已经结束，项目质量得到提升，前两年存量规模较大，同时政

府加大对民营企业支持，全年基建投资未必会快速下滑。今年投资数据最大看点是

制造业投资，虽然低迷，但已经具备反弹的条件，同时政策加大支持力度。 

3）扩大内需具有迫切性。外部环境具有不确定性，不可控因素多，但内部环

境可以通过政策来调整，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扩大内需、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一

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体现政策重心从金融监管转到经济增长，财政部提出加快财

政支出进度，共同点在于对冲信用收缩给经济带来的下行压力。我们在前期报告《计

划赶不上变化快》中提过一季度经济平稳下的隐忧之一是内需不足，4 月的数据也

体现这一特点，投资增速创 2000 年以来新低，消费增速也在回落。因此，政策需

要转向经济增长，经济稳增长更为可靠的途径在于扩大内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等发生的微调均为扩大内需创造条件。 

4）防风险依然重要。经济数据中，投资数据波动相对较大，经济在一定范围

内缓慢下行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风险积聚并爆发，比如债务违约，对经济的打击

将更强，扩大内需保证经济增长，同时也需要兼顾防风险。 

风险提示：经济超预期回落。 

3、 行业研究 

3.1、 中小盘研究：“独角兽”的融资与估值研究 

在美上市“四新”企业 IPO 前融资呈五大特征。市值大于 10 亿美元的在美

上市“四新”企业在 IPO 前的融资历程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1）企业上市前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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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三至四轮，融资 C 轮及以上企业占比 67%；（2）各轮融资金额逐步增加，融

资金额中位数从天使轮的 0.1 亿人民币逐步增加至 F 轮的 11.1 亿人民币；（3）“四

新”企业上市速度更快，在美上市“四新”企业从创立到完成 IPO 平均历时 8.0 年，

上市速度快于 A 股的其他行业（10-11 年）；（4）以上市日市值/上市前融资总额的

比值作为投资退出时的回报率参考值，在美上市“四新”企业投资退出回报率的中

位数为 7.4 倍；（5）红杉资本、阿里资本、IDG 资本等机构参与投资较为活跃。 

未在境内外上市且估值达到 200 亿人民币的“独角兽”各轮融资金额大幅提

高，融资轮次达到C轮及以上的共 10家。根据《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

截至 2017 年底，未在境内外上市且估值达到 200 亿人民币的“独角兽”约为 29 家。

（1）融资轮次达到 C 轮及以上的分别是滴滴出行、美团点评、饿了么、小米、易

商、宁德时代、蔚来汽车、口碑网、优必选科技、今日头条。能拿到 C 轮融资的企

业已具备较成熟且清晰的盈利模式，多数企业在拿到 C 轮融资以后开始筹备上市，

而到达 B 轮融资的公司中有 90%因拿不到 C 轮融资而陷入资金困境。（2）29 家“独

角兽”各轮融资金额中位数较过去大幅提高，一方面由于目前“独角兽”各轮融资

时间比在美上市“四新”企业晚了近十年；另一方面是因为“四新”企业之间竞争

变得更激烈，后进入者面对激烈的竞争，对融资需求大幅增加。 

不同行业“独角兽”估值融资比差异化明显：汽车交通、电商企业偏低，互

金、医疗领域较高，生态型企业估值溢价更高。（1）互联网金融“独角兽”估值融

资比 10 倍是常态。蚂蚁金服、陆金所等互联网金融领域巨头在完成前两轮融资后

的估值融资比都超过 10 倍。（2）医疗健康领域“独角兽”整体估值融资比较高，

其中互联网医疗企业平安好医生估值融资比达 13 倍、医药生物企业复宏汉霖估值

融资比为 14 倍。（3）随着电商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电商类企业的估值融资比相

较过去大幅下降，京东、携程网在上市时的估值融资比分别为 9 倍、20 倍，但目

前美团点评、口碑网、饿了么等企业估值融资比仅为 5 倍左右。（4）生态型企业估

值溢价更高，代表企业阿里巴巴、小米的估值融资比分别高达 30 倍与 29 倍。从绝

对估值的角度来看，目前新浪、微博、网易、京东等电商类企业市值都在百亿美元

级别，而阿里巴巴、腾讯、谷歌、苹果等生态型企业巨头估值已达千亿美元。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风险、政策落实不达预期。 

3.2、 环保行业：钢铁超低排放征求意见稿发布，非电治理进程提速 

事件：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征求《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函。《意见稿》明确，新建(含搬迁)钢铁项目要全部达到超低排

放水平。 

超低排放由河北拓展至全国，超出市场预期。2017 年 6 月，环保部发布了关

于征求《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20 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修改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2018 年 4 月 25 日，河北省环保厅发布了钢铁、

焦化、水泥、平板玻璃、锅炉五个领域的地方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其中钢铁

行业要求烧结（团球）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分别小于 10、35、50 毫克/

立方米，标准向火电的超低排放标准看齐。此次《意见稿》明确：烧结机头烟气、

球团焙烧烟气在基准含氧量 16%条件下，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小时均值排

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50 毫克/立方米，钢铁超低排放标准走向全国。我们认

为，钢铁全国超低排放的进度超出了市场预期，彰显了政府对“蓝天保卫战”的坚

定信心，非电大气治理市场将加速释放。 

明确时间表，2020 年底前完成过半，近两年多是治理市场集中释放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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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稿》明确：到 2020 年 10 月底前，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区域具备改造条件的钢铁企业基本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到 2022 年底前，

珠三角、成渝、辽宁中部、武汉及其周边、长株潭、乌昌等区域基本完成；到 2025

年底前，全国具备改造条件的钢铁企业力争实现超低排放。力争 2020 年、2022 年、

2025 年底前完成钢铁产能改造 4.8 亿吨、5.8 亿吨、9 亿吨，2020 年底前完成量超

过 50%。根据目前全国现有烧结机约 900 台，烧结机面积约 11.6 万 m2，我们测算，

钢铁仅烧结废气污染物治理市场空间就有 418.89 亿元-644.4 亿元。 

标准提升将带动监测设备升级改造。标准提升不仅仅会促进大气非电治理市

场的爆发，同时也会带动监测设备的升级改造，建议关注相关监测龙头企业，如雪

迪龙（002658.SZ）、聚光科技（300203.SZ）。 

治理市场首推龙净环保（600388.SH）。根据这次《意见稿》的时间表来看，

非电大气治理短期的需求旺盛。但目前非电治理技术比较繁杂，干法、活性焦、湿

法等多技术并存，且钢铁超低排放的示范项目甚少，市场急需可靠、经济的技术路

线，进而大范围迅速推广。我们认为，龙净环保深耕大气治理领域多年，干法脱硫

+COA 脱硝技术的处理效果和经济性在梅钢项目已经得到认可，有望最先受益。 

风险提示：非电行业政策推进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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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2017年7月1日

起正式实施。根据上述规定，新时代证券评定此研报的风险等级为R3（中风险），因此通过公共平台推送的研报其

适用的投资者类别仅限定为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专业投资者及风险

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请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报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臵，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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