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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天涯”——瀚蓝环境首次覆盖报

告》 

环保行业证券研究报告 

评级：看好 

——环保行业周报（2018.8.27-2018.9.2） 

投资观点： 

8 月 3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务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土壤污染防治

法》的亮点主要在于：（1）创新立法过程。鼓励地方先行立法，在吸收地

方实施经验的基础上，推出土壤污染防治法。（2）明晰相关责任方。土壤

污染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土壤污染责任人无

法认定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3）相比行

政处罚，更注重风险管控和修复。（4）提出了保障措施，建立土壤污染防

治基金制度，使得土壤污染防治能落实到真金白银。 

目前全国土壤环境状况仍严峻，根据 2014 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

报》，总的点位超标率为 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

例分别为 11.2%、2.3%、1.5%和 1.1%。重污染企业用地、工业废弃地以及

工业园区的土壤点位超标率是最高，分别为 36.3%、34.9%以及 29.4%。

《土壤污染防治法》是我国首次制定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法律，填补了我

国污染防治立法的空白，为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提供法治的保障，将

进一步打开土壤修复治理空间，建议关注高能环境、博世科。 

投资建议：目前环保板块机构持仓与估值均处于低点，在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宏观背景下，压制环保板块最关键的资金面因素有望

缓解，板块投资价值凸显。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明确提出要加大基础设施

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环保的水利、市政等领域均属

于大基建的范畴，生态环保既是基建补短板的关键，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抓手，我们看好环保板块，建议持续关注融资的落地。 

本周，建议从两方面配置：1）“十三五”期间垃圾焚烧 CAGR 有望超 20%，

关注业绩高增长、现金流充裕标的伟明环保，稳定增长、低估值标的瀚蓝

环境，；2）大气提标，环保机构垂直管理改革，环保税、环保督查等制度

提升监测景气度，关注龙头聚光科技。 

行情回顾：上周，大盘整体下跌，上证综指、深证成指以及创业板指数分

别下跌了 0.15%、0.23%、1.03%，环保板块表现不及大盘，首创环保板块下

跌了 2.09%（流动市值加权）。子板块涨跌幅分别为：固废-0.44%，再生资

源-0.51%，大气-0.88%，节能-1.05%，监测-1.05%，水处理-3.61%。个股

涨幅前 5 名分别是：绿色动力+15.99%，雪迪龙+8.02%，中环装备+4.62%，

理工环科+3.21%，国祯环保+3.07%。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宏观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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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资观点 

1.1 土壤污染防治法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2018年8月31日通

过，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土壤污染防治法》的亮点主要在于：（1）创新立法过程。鼓

励地方先行立法，在吸收地方实施经验的基础上，推出土壤污染

防治法。（2）明晰相关责任方。土壤污染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土壤污染责任人无法认定的，土地

使用权人应当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3）相比行政处

罚，更注重风险管控和修复，重点要求责任人做好土壤污染修复

工作。（4）提出了保障措施，建立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加

大土壤污染防治资金投入力度，使得土壤污染防治能落实到真金

白银。 

目前全国土壤环境状况形势严峻，根据2014年4月环保部和国土

资源部首次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总的点

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

分别为11.2%、2.3%、1.5%和1.1%。重污染企业用地、工业废弃

地以及工业园区的土壤点位超标率是最高，分别为36.3%、34.9%

以及29.4%。《土壤污染防治法》是我国首次制定土壤污染防治

的专门法律，填补了我国污染防治立法的空白，为扎实推进“净

土保卫战”提供法治的保障，将进一步打开土壤修复治理空间，

建议关注高能环境、博世科。 

1.2 投资建议 

目前环保板块机构持仓与估值均处于低点，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宏观背景下，压制环保板块最关键的资金面因

素有望缓解，板块投资价值凸显。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明确提出

要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环保

的水利、市政等领域均属于大基建的范畴，生态环保既是基建补

短板的关键，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我们看好环保

板块，建议持续关注融资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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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建议从两方面配置：1）“十三五”期间垃圾焚烧CAGR有

望超20%，建议关注业绩高增长、现金流充裕标的伟明环保，稳

定增长、低估值标的瀚蓝环境，2）监测板块，大气提标，环保

机构垂直管理改革，环保税、环保督查等制度提升监测景气度，

建议关注龙头聚光科技。 

2 行情回顾  

上周，大盘整体下跌，上证综指、深证成指以及创业板指数分别

下跌了0.15%、0.23%、1.03%，环保板块表现不及大盘，首创环

保板块下跌了2.09%（流动市值加权），环保（中信）下跌了

1.19%。从子板块来看，水处理板块调整力度较大，子板块涨跌

幅分别为：固废-0.44%，再生资源-0.51%，大气-0.88%，节能-

1.05%，监测-1.05%，水处理-3.61%。上周一，东方园林复牌，

水处理板块受市值占比较大的东方园林（-23.45%）拖累，调整

力度较大。 

图 1：环保板块市场走势  图 2：总体及子版块周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研发部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研发部 

从个股来看，涨幅前5名分别是：绿色动力+15.99%，雪迪龙

+8.02%，中环装备+4.62%，理工环科+3.21%，国祯环保+3.07%；

跌幅前5名分别是：东方园林-23.45%，龙马环卫-15.76%，神雾

节能-12.43%，盛运环保-10.51%，博天环境-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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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周涨幅前 5的个股（%） 图 4：周跌幅前 5的个股 （%）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研发部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研发部 

估值方面，环保（中信）市盈率（TTM）均值为24.30倍，上升了

2.81%，相对上证指数的估值溢价增至101.33%。 

图 5：环保板块估值情况（市盈率 TTM）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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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新闻回顾 
 

分类 标题 内容 

监测 

国家地表水自动监测站建

成联网 

 

（来源：人民网） 

作为国家地表水监测权上收中关键性的一环——建设国家自动监测

站并交由第三方运维,截至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完成。截至 8月 15

日,2050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站中,除 280 个不具备建站条件

外,1770 个水站中的 1762个水站已实现数据联网,联网率 99.5%；

经现场复核通过后,将全部交由第三方运维单位独立运维。这也是

我国第一次实现地表水监测分析与考核对象脱钩,真正做到了“谁

考核、谁监测”。对于厘清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保证监测

数据的真实、准确和客观具有重要意义。 

大气 

《2018年各省（区、市）

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

目标任务的通知》印发 

 

（来源：国家能源局） 

近日，国家能源局印发《2018 年各省（区、市）煤电超低排放和节

能改造目标任务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和相关企业要加大

力度、加快改造，促进煤电清洁高效发展，中部地区力争在 2018

年前基本完成，西部地区在 2020年完成，要严格按照相关标准，

对于不能满足国家标准要求的燃煤机组要加快实施改造，对不改造

或改造后仍不达标的机组予以淘汰关停，机组改造后的能效水平和

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要符合有关规定要求，安排 2018年全国煤电

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4868万千瓦，节能改造 5390.5 万千瓦。 

韩正主持召开大气污染防

治专题工作会议 

 

（来源：生态环境部） 

近日，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主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专题工作会议，对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韩

正指出，粗放的发展方式是大气污染严重的根本原因，要坚持标本

兼治、突出治本，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要着力解决污染治理工

程建设领域低价中标问题，确保治污设施建得牢，用得了，效果

好。要坚持“以气定改”，突出重点区域，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

气、宜煤则煤、宜油则油的原则，稳步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

暖，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要统筹“油、路、车”治理，深入开

展打击“黑加油站点”专项行动。要加强扬尘综合整治，做好露天

矿山、秸秆焚烧治理等工作。 

其他 

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生态

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放

管服”改革的指导意见 

 

（来源：生态环境部）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五个方面，共计 15 条措施，突出“五个重

点”：一是突出进一步简政放权。以环评审批为重点，改革环评管

理方式，提高环评审批效率，服务实体经济，充分激发经济发展活

力与动力。二是突出加强环境监管执法。通过深化生态环保督察，

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严格依法行政，坚决杜绝“一刀切”等措施，

压实责任促进高质量发展，为守法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三是突

出优化生态环境公共服务。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生态

环境大数据建设和生态环境科技支撑，全面提升发展保障能力。四

是突出发展环保产业。通过污染防治攻坚战带动生态环境项目实

施，充分释放环保产业有效需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创新，提

升环保产业发展效果；加强行业规范引导，促进环保产业健康发

展。五是突出创新绿色金融、落实价格财税等环境经济政策，推动

绿色生产和消费，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土壤污染防治法将于 2019

年 1月 1 日起施行 

 

（来源：生态环境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8 年 8月 31 日通

过，将于 2019年 1 月 1日起施行。明确了土壤污染防治应当坚持

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分类管理、风险管控、污染担责、公众参与

的原则。土壤污染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

务，土壤污染责任人无法认定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实施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和修复。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研发部 



 第 7 页 
 

7                                                     

         

环保行业研究报告 Page 7  

4 公司公告回顾 

长青集团：上半年业绩同比下降38.01% 

长青集团发布2018年上半年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47亿元，

同比下降5.5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102.41万元，

同比下降38.01%。 

兴蓉环境：上半年业绩同比增长17.12% 

兴蓉环境发布2018年上半年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9.24亿元，同比增长10.54%；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5.31亿元，

同比增长17.12%。 

鹏鹞环保：上半年业绩同比下降13.02% 

鹏鹞环保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2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7.40%；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4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02%。 

汉威科技：上半年业绩同比增长20.97% 

汉威科技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1亿元，

同比增长5.7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67.69万元，

同比增长20.97%。 

科林环保：上半年业绩同比下降35.24% 

科林环保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0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4.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19.21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5.24%。 

华控赛格：上半年业绩同比下降88.96% 

华控赛格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640.81万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17.0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8.96%。 

三聚环保：上半年业绩同比增长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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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环保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2.34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5.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14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10%。 

中环装备：上半年业绩下降231.48% 

中环装备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81亿元，

同比下降13.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55.84万元，

同比下降231.48%。 

久吾高科：上半年业绩增长23.66% 

久吾高科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0亿元，

同比增长7.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25.16万元，

同比增长23.66%。 

兴源环境：上半年业绩减少51.05% 

兴源环境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15.63亿元，较

上年同期减少0.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7亿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1.05%。 

龙净环保：上半年业绩增加11.00% 

龙净环保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32.42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9.6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1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00%。 

天瑞仪器：上半年业绩减少45.53% 

天瑞仪器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25亿元,

增加57.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00.50万元，减幅

45.53%。 

新界泵业：上半年业绩同比下降30.71% 

新界泵业发布2018年上半年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30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37.17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71%。 

国中水务：上半年业绩同比减少6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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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水务发布2018年上半年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6亿元，

同比增加0.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9.71万元，

同比减少65.93%。 

*ST凯迪：上半年业绩同比下降847.41% 

*ST凯迪发布2018年上半年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95亿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37.3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9.60亿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847.41%。 

龙马环卫：上半年业绩同比增长6.41% 

龙马环卫发布2018年上半年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08亿元，

同比增长9.8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5亿元，同

比增长6.41%。 

中国天楹：上半年业绩同比增长21.00% 

中国天楹发布2018年上半年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63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59.2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25.5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00%。 

维尔利：上半年业绩同比增长53.78% 

维尔利发布2018年上半年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5亿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63.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8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53.78%。 

盛运环保：上半年业绩同比下降267.38% 

盛运环保发布2018年上半年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4.54亿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43.3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9252.9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67.38%。 

上海环境：上半年业绩同比下降6.68% 

上海环境发布2018年上半年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12.15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1.4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79亿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68%。 

三维丝：上半年业绩同比减少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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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丝发布2018年上半年报告，公司取得销售收入3.23亿元，同

比增长45.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02.75万元，同

比亏损减少45.13%。 

创业环保：上半年业绩同比增长10.78% 

创业环保发布2018年上半年报告，实现营业收入11.08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12.2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83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10.78%。 

联泰环保：上半年业绩同比增长31.47% 

联泰环保发布2018年上半年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3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23.79%；实现归母净利润3731.32万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31.47%。 

博天环境：上半年业绩同比下降22.29% 

博天环境发布2018年上半年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31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68.87%；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9465.61万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22.29%。 

清新环境：上半年业绩同比增加11.70% 

清新环境发布2018年上半年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98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48.30%；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3.53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加11.70%。 

清水源：上半年业绩同比增加284% 

清水源发布2018年上半年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66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149.11%；实现归母净利润1.09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284%。 

格林美：上半年业绩增长50.83% 

格林美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26亿元，

同比增长63.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11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50.83%。 

先河环保：上半年业绩增长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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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河环保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7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7619.1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39%。 

武汉控股：上半年业绩增长2.04% 

武汉控股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9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6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4%。 

神雾环保：上半年业绩下降140.66% 

神雾环保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502.2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5.88%；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0.66%。 

津膜科技：上半年业绩增长123.36% 

津膜科技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3亿元，

同比降低4.9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95.15万元，

同比增长123.36%。 

中山公用：上半年业绩下降26.57% 

中山公用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总营业收入7.87亿元，

增长13.0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6亿元，下降

26.57%。 

聚光科技：上半年业绩增加66.42% 

聚光科技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3.50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6.3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1.69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66.42%。 

神雾节能：上半年业绩减少139.79% 

神雾节能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56.64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99.6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8265.59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39.79%。 

巴安水务：上半年业绩增长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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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安水务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0亿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21.06%。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东

的净利润1.2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0.66%。 

永清环保：上半年业绩减少67.50% 

永清环保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7亿元，

同比减少40.49%，归属上市公司的净利润1881.05万元，同比减

少67.50%。 

天翔环境：上半年业绩减少637.88% 

天翔环境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0亿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44.1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637.88%。 

中材节能：上半年业绩下降19.83% 

中材节能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32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10.5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70.89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9.83%。 

德创环保：上半年业绩减少130.82% 

德创环保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2亿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1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3.80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30.82%。 

首创股份：上半年业绩减少19.22% 

首创股份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79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9.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0

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9.22%。 

远达环保：上半年业绩增加30.36% 

远达环保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90亿元，

同比上涨4.38%；归属上市公司的净利润3813.29万元，同比增加

30.36%。 

中再资环：拟7亿元收购控股股东资产中再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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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资环8月28日晚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公司拟支付现金向

控股股东中再生收购中再环服100%股权，交易作价7.11亿元。中

再生承诺，中再环服2018、2019和2020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662万元、7055万

元和8576万元，考核期实现的净利润之和不低于20293万元。 

龙马环卫: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 

公司、宁波龙马与东证资本拟共同发起设立东证龙马（嘉兴）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证龙马基金认缴规模为2亿元，其

中东证资本为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认缴出资1000万元；

公司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9500万元；宁波龙马为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9500万元。产业并购基金将立足于环卫产业，围绕其它

环保细分行业和其它新兴产业开展投资。  

高能环境：增强对岳阳锦能的控制，推进岳阳静脉产业园PPP 

为顺利承接岳阳静脉产业园PPP项目，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公司控股子公司岳阳高能拟对非关联方岳阳锦能进行

股权收购。收购前，岳阳高能持有目标公司56%股权；收购完成

后，岳阳高能将持有目标公司67%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

1070.76万元及7%的年利息，另支付溢价款100万元。 

上海环境：中标金华市第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飞灰填埋项目 

上海环境中标金华市第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及金华市飞灰

（含其它危废）填埋项目，建设一座总处理规模3000t/d的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新建一座处理能力900t/d渗沥液处理站，

飞灰（含其它危废）填埋项目新建一座库容约为40万立方米的飞

灰（含其它危废）填埋场。生活垃圾处理费报价90元/吨，项目

合作期为30年。 

5 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力度不及预期，宏观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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