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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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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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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维持评级） 
  

行业指数走势图 

 
 

相关报告  
《黑臭水体及固废整治专项行动启动，水

环境及危废板块景气度提升》2018-05-13 

《继续关注 PPP 估值修复行情，15.8 亿

环境监测项目中标公示》2018-05-06 

《业绩分化继续加剧，PPP 规范化持续加

码》2018-05-02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获批，禁止

洋垃圾入境进程加快》2018-04-23 

《中美贸易战再度升级，禁止洋垃圾入境

进程加快》2018-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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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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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点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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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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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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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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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底前将集中释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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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治理市场首推龙净环保（600388.SH） 

龙净环保在梅钢采用干法脱硫+COA 脱硝技术路线，目前可稳定运行并达到超

低排放要求，且治理费用较低，示范效应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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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硝技术路线在处理效果和经济性上也得到市场认可，有望最先抢占钢铁超

低排放市场，受益明显。 

表1： 钢铁企业超低排放限值 

生产工序 生产设施 基准含氧量（%） 有组织排放（mg/m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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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铁矿采选 选矿厂的矿石运输、转载、矿仓、破碎、筛分 — 10 — — 

烧结（球团） 

烧结机 

球团焙烧设备 
16 10 35 50 

烧结机机尾 

带式烧结机机尾 

其他生产设备 

— 10 — — 

炼焦 

焦炉烟囱 8 10 30 150 

精煤破碎、焦炭破碎、筛分及转运 — 10 — — 

装煤 — 10 50 — 

推焦 — 10 30 — 

干法熄焦 — 10 50 — 

粗苯管式炉、半焦烘干和氨分解炉等燃用焦炉煤气的设施 — 10 30 150 

硫铵结晶干燥 — 10 — — 

炼铁 
热风炉 — 10 50 150 

原料系统、煤粉系统、高炉出铁场、其他生产设施 — 10 — — 

炼钢 

转炉（一次烟气） — 10 — — 

铁水预处理（包括倒灌、扒渣等）、转炉（二次烟气）、电炉、精

炼炉 
— 10 — — 

连转切割及火焰清理、石灰窑、白云石窑焙烧 — 10 — — 

钢渣处理 — 10 — — 

其他生产设施 — 10 — — 

轧钢 

热处理炉 8 10 50 150 

热轧精轧机 — 10 — — 

废酸再生 — 10 — — 

拉矫、精整、抛丸、修磨、焊接机及其他生产设施 — 10 — — 

自备电厂 

燃气锅炉 3 10 35 50 

燃煤锅炉 6 10 35 50 

燃气轮机组 15 10 35 50 

燃油锅炉 3 10 35 50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3、 风险提示 

非电行业政策推进不及预期。 

 



 

 

2018-05-16 环保工程及服务行业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4- 证券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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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师声明 

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券

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

确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证他们报

酬的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分析师介绍 
 

邱懿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金融学硕士，南开大学国贸系本科，2015 年就职于银河证券研究部，拥有两年以

上行业研究经验，2017 年加入新时代证券，现任环保行业首席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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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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