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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观点 

副总理韩正到能源局主持座谈会提出化解电力、煤炭区域性时段性供需矛
盾，我们判断今年春节期间煤价有望较去年大幅走低。1 月 11日秦皇岛港
口煤价（5500K）为 577 元/吨，同比 18 年 1 月 11 日下降 21%。我们看好
19Q1煤价同比大幅下降，推荐火电企业一季报行情。一线火电首推华电国
际，建议关注华能国际；二线火电推荐内蒙华电、皖能电力、建投能源，
建议关注长源电力、粤电力 A。 

 

子行业观点 

环保：碧水源公告称公司管理层将转让 10.7%股权给川投集团，后续川投
集团有望成为碧水源实际控制人。我们判断当前环保板块融资尚未明显好
转，股权转让引入国资的环保龙头融资情况有望率先改善，后续有望重回
快速增长期。推荐碧水源，建议关注博世科、国祯环保。公用:推荐华电国
际/内蒙华电/皖能电力/建投能源，建议关注华能国际/长源电力/粤电力 A。 

 

重点公司及动态 

环保组合：华测检测:精细化管理成效显著，短看利润率拐点；下游全覆盖，
将享受大部制改革+消费升级+检测规范管理带来的红利。公用组合：华电
国际:低 P/B，高弹性火电龙头。内蒙华电：稳定+成长+弹性，攻守兼备的
内蒙火电龙头。皖能电力:低估值高弹性，优质资产拟注入。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达预期，项目进度不达预期。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涨跌幅(%) 

新疆火炬 603080.SH 13.52 

中材节能 603126.SH 13.13 

理工环科 002322.SZ 10.32 

建投能源 000600.SZ 8.57 

江苏新能 603693.SH 8.51 

东方能源 000958.SZ 8.26 

大禹节水 300021.SZ 7.64 

国中水务 600187.SH 7.31 

清水源 300437.SZ 7.27 

盛运环保 300090.SZ 7.14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涨跌幅(%) 

哈投股份 600864.SH (6.09) 

科融环境 300152.SZ (6.04) 

天翔环境 300362.SZ (5.72) 

粤电力 A 000539.SZ (3.56) 

京蓝科技 000711.SZ (3.27) 

三聚环保 300072.SZ (2.87) 

长青集团 002616.SZ (2.78) 

瀚蓝环境 600323.SH (2.62) 

华电国际 600027.SH (2.60) 

华能国际 600011.SH (1.83)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01 月 11 日 目标价区间 EPS (元) P/E (倍) 

证券名称 (代码) 评级 收盘价 (元)  (元)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17 2018E 2019E 2020E 

华测检测 300012.SZ 买入 6.28 7.28~7.80 0.08 0.16 0.26 0.35 78.50 39.25 24.15 17.94 

内蒙华电 600863.SH 增持 2.39 2.37~2.58 0.09 0.14 0.20 0.24 26.56 17.07 11.95 9.96 

华电国际 600027.SH 买入 4.50 4.70~5.17 0.04 0.21 0.36 0.44 112.50 21.43 12.50 10.23 

皖能电力 000543.SZ 买入 5.08 6.30~6.93 0.07 0.23 0.45 0.63 72.57 22.09 11.29 8.06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0.0

0.5

1.0

1.5

2.0

01/04 01/06 01/08 01/10

(%) 

公用事业 环保Ⅱ 

沪深300 0.00 0.75 1.50 2.25 3.00

水务 

燃气 

环保 

电力 

(%) 

(1)

1

3

4

6

通
信

 

电
子
元
器
件

 

电
力
设
备
与
新
能
源

 

家
用
电
器

 

食
品
饮
料

 

建
材

 

社
会
服
务

 

交
运
设
备

 

中
小
市
值

 

基
础
化
工

 

航
天
军
工

 

轻
工
制
造

 

采
掘

 

计
算
机
软
硬
件

 

机
械
设
备

 

交
通
运
输

 

综
合

 

黑
色
金
属

 

石
油
化
工

 

商
业
贸
易

 

纺
织
服
装

 

传
媒

 

农
林
牧
渔

 

医
药
生
物

 

有
色
金
属

 

公
用
事
业

 

房
地
产

 

建
筑

 

银
行

 

非
银
行
金
融

 

(%) 

(4)

(0)

3

7

10

14

房
地
产

 

传
媒

 

建
筑

 

商
业
贸
易

 

计
算
机
软
硬
件

 

采
掘

 

银
行

 

有
色
金
属

 

建
材

 

纺
织
服
装

 

公
用
事
业

 

黑
色
金
属

 

基
础
化
工

 

轻
工
制
造

 

社
会
服
务

 

电
力
设
备
与
新
能
源

 

综
合

 

通
信

 

航
天
军
工

 

电
子
元
器
件

 

石
油
化
工

 

交
运
设
备

 

食
品
饮
料

 

农
林
牧
渔

 

医
药
生
物

 

家
用
电
器

 

(%) 本周重点推荐公司 

一周内各行业涨跌图 

一周内行业走势图 

 

一周行业内各子板块涨跌图 

一周跌幅前十公司 

一周涨幅前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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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观点 
 

本周环保头条 
PPP 龙头公司碧水源实际控制人或变更。碧水源 1 月 11 日晚间发布公告，文剑平先生、

刘振国先生、陈亦力先生、周念云女士及武昆先生与川投集团签署了《关于北京碧水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暨战略合作意向性协议》。文剑平/刘振国/陈亦力/周念云/武昆拟

将其持有的公司 1.79/1.06/0.29/0.07/0.17 亿股（共计 3.37 亿股，占总股本 10.7%）。转

让完成后，川投集团将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股份转让完成后，为达到川投集团并表要求，

可能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改组、股东刘振国、陈亦力及周念云剩余股份表决权委托至

川投集团、后续非公开发行或股份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等措施，最终条款将以正式股份转

让协议的内容为准。如本次交易全部实施完毕，公司的控制权将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川投集团。 

 
观点评述 

国资入主有望解决降低公司融资成本，环保板块龙头经营有望改善。根据碧水源公告，本

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仍将由碧水源管理层担任，我们判断未来公司主业仍将

以膜技术为纲坚守环境治理领域。1 月 11 日 1/3/5/10 年期公司债信用利差分别为

29/46/75/67bp，较上月同期环比提升 3/5/16/5bp，信用利差有小幅回升趋势。此前 18 年

12 月 25 日中金环境已通过股权转让，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无锡国资委。我们判断当前环保

板块整体融资情况尚未明显好转，股权转让引入国资的环保龙头融资情况有望率先改善，

后续有望重回快速增长期。推荐碧水源，建议关注博世科、国祯环保。 

 

本周公用头条 

1 月 8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到国家能源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

谈会。韩正指出要着力解决资源承载区域与能源消耗区域的平衡性问题，补齐能源基础设

施短板，有效化解电力、煤炭区域性时段性供需矛盾。韩正强调，新春佳节临近，要密切

关注能源供需动态变化，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加强企地协调联动，做好煤炭、电力、油

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保障工作，防止出现气荒，突出重点抓好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遏制重特

大事故发生。 

 

观点评述 

春节临近，煤价有望旺季不旺。副总理韩正到能源局主持座谈会提出化解电力、煤炭区域

性时段性供需矛盾，我们判断今年春节期间煤价有望较去年大幅走低。1月 11日秦皇岛港

口煤价（5500K）为 577元/吨，同比 18年 1 月 11日下降 21%。我们看好 19Q1煤价同比大

幅下降，看好火电企业一季报行情。一线火电首推华电国际，建议关注华能国际；二线火

电推荐内蒙华电、皖能电力、建投能源，建议关注长源电力、粤电力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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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推荐 
 

华测检测（300012）：1）检测市场快速发展，龙头市占率提升空间广阔。2008-16 年，

我国第三方检测市场规模从 157 亿元增长至 909 亿元，CAGR 为 24.5%，主要受质检改

革政策红利和更严格的质检标准和服务需求推动，华测在第三方检测市场市占率仅 1.8%。

2）华测下游产品线齐全保障长期可持续增长，网点布局高投入期已过，实验室布局基本

完成，18 年精细化管理成效显著，将迎来人均产值提升拐点（2017 年公司人均产值 28

万元 vs SGS 45 万元）。 

 

瀚蓝环境（600323）： 公司固废/燃气/污水/供水业务运营属性明显，贡献稳定现金流，未

来有望实现稳健增长：1）公司已投运垃圾焚烧产能约 1.43 万吨/日，在建及筹建产能高达

1 万吨；2）16 年与德国瑞曼迪斯成立合资公司（持股 51%）开展危废处理项目建设（9.3

万吨）。 

 

聚光科技（300203）：1）公司前三季度新增订单 29 亿左右（不含 PPP），三季报给出全

年业绩指引：预计 18 归母净利 6.0-6.6 亿（+34%~+48%），全年业绩高增长；2）监测龙

头，受益环保督查+二污普+环保税三重共振，监测需求迅速放量；政策明令 2020 年全面

建成环境监测体系，叠加管理体系优化，，污染源监测、水的网格化、气的网格化以及园

区 VOC 监测设备及运维需求加速释放，聚光科技在上游设备领域品类齐全，销售网络全

面，下游已经初步渗入环境治理领域，通过自主研发+外延并购不断创造新的成长点。 

 

华电国际（600027）：1）山东省发布关于完善自备电厂价格政策的通知，未来自备电厂

经济性预计减弱，假设山东自备电厂利用小时降低 800 小时，将驱动当地统调机组利用小

时增加 375 小时，预计将带来 1 亿元净利润增厚；2）入炉煤价（5500 大卡、不含税）每

下降 10 元/吨对应华电国际 18 年利润总额提升 6.6 亿（占 18 年利润总额的 12%）；3）

P/B 处于历史低位（历史 P/B 1 倍标准差区间为[0.6x,1.6x]），当前股价对应 18 年 P/B 不

到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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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概览 
图表1： 重点公司一览表  

  01 月 11 日 目标价区间 EPS (元) P/E (倍) 

证券名称 (代码) 评级 收盘价 (元)  (元)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17 2018E 2019E 2020E 

建投能源 000600.SZ 买入 5.70 6.38~7.02 0.09 0.19 0.41 0.64 63.33 30.00 13.90 8.91 

国检集团 603060.SH 买入 19.69 24.96~27.04 0.66 0.87 1.04 1.26 29.83 22.63 18.93 15.63 

聚光科技 300203.SZ 买入 24.44 28.00~31.50 0.99 1.36 1.75 2.16 24.69 17.97 13.97 11.31 

瀚蓝环境 600323.SH 买入 13.75 16.52~17.70 0.85 1.18 1.27 1.54 16.18 11.65 10.83 8.93 

清水源 300437.SZ 买入 12.84 16.74~18.60 0.52 0.93 1.13 1.35 24.69 13.81 11.36 9.51 

碧水源 300070.SZ 买入 7.96 10.22~11.68 0.80 0.73 0.89 1.07 9.95 10.90 8.94 7.44 

国祯环保 300388.SZ 增持 8.98 8.88~9.62 0.35 0.56 0.74 0.92 25.66 16.04 12.14 9.76 

博世科 300422.SZ 买入 10.33 13.44~14.56 0.41 0.80 1.12 1.57 25.20 12.91 9.22 6.58 

金圆股份 000546.SZ 买入 8.99 10.77~12.59 0.49 0.77 0.99 1.44 18.35 11.68 9.08 6.24 

龙马环卫 603686.SH 买入 10.94 13.02~14.88 0.87 0.93 1.14 1.37 12.57 11.76 9.60 7.99 

龙净环保 600388.SH 买入 10.27 9.75~11.25 0.68 0.75 0.83 0.93 15.10 13.69 12.37 11.04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 重点公司最新观点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最新观点 

300012.SZ 华测检测 股权激励显信心，高质量成长确立 

公司发布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授予核心高管 2065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6.13 元，行权条件 2018-2020

年归母净利 2.4/3.0/3.6 亿或 3 年累计净利润 10 亿，我们认为，此次激励计划行权利润目标是基于对未来业绩高速增长信心，

利于核心高管共享公司高质量成长，维持 2018-2020 年 EPS 0.16/0.26/0.35 元、EBITDA 为 6.1/8.5/10.7 亿元的盈利预测，

对应 19 年 PE 为 24x，EV/EBITDA 为 12x，参考国内/国外可比公司 19 PE 均值 20x/25x，考虑公司稀缺的龙头地位，优异

的经营性现金流和成长性，认可享受一定估值溢价，给予公司 19 年 28-30x 目标 PE，目标价 7.28-7.80 元，维持“买入”。 

  点击下载全文：华测检测(300012,买入): 股权激励显信心，高质量成长确立 

600863.SH 内蒙华电 内蒙古火电龙头，业绩正处拐点，首次覆盖给予“增持”评级 

内蒙华电是华能集团在内蒙最大的发电平台，母公司北方联合电力。公司拥有在运可控发电装机容量 1101 万千瓦，其中煤

电/风电占比分别为 91.5%/8.5%，蒙西火电市场占比达到 24%。在建电厂包括乌达莱 47.5 万千瓦风电项目和和林 132 万千

瓦火电项目。受益于存量资产业绩向好+增量资产优质，公司业绩正处拐点，我们预测 2018~20 年 EPS 为 0.14/0.20/0.24

元，BPS 为 1.93/2.06/2.15 元，给予公司 19 年 1.15-1.25 倍 PB，对应目标价为 2.37-2.58 元，首次覆盖给予“增持”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内蒙华电(600863,增持): 内蒙古火电龙头，业绩正处拐点 

600027.SH 华电国际 业绩符合预期，火电龙头再起航 

受益于用电需求向好和电价同比提升等因素推动，公司前三季度完成发电量 1552 亿千瓦时，同比+8.8%，平均上网电价

405.53 元/兆瓦时，同比+8.55 元/兆瓦时。电量电价齐升之下，公司业绩扭亏为盈，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643 亿（+10.7%），

扣非归母净利润 14.9 亿（+689%），业绩表现符合预期，我们维持盈利预测，预计 2018~20 年 EPS 为 0.21/0.36/0.44 元，

BPS 为 4.43/4.70/5.00 元，给予公司 19 年 1.0-1.1 倍 PB，目标价为 4.70-5.17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华电国际(600027,买入): 业绩符合预期，低估值+高弹性 

000543.SZ 皖能电力 首次覆盖“买入”评级，高弹性+低估值+优质资产注入 

公司是安徽省最大发电平台，母公司为安徽省能源集团，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在运可控发电装机 693 万千瓦，均为煤电

机组。考虑公司存量资产煤价弹性大，省内电力供需格局较好，优质资产神皖能源拟注入，中性假设下 19 年 7 月收购完成

贡献投资收益，将使公司 19-20 年整体 ROE 较资产注入前增厚 1.0pct、1.1pct。我们预测 2018~20 年 EPS 为 0.23/0.45/0.63

元，BPS 为 5.88/6.30/6.87 元，参考可比公司 19 年平均 P/B 1.1x，给予 19 年 1.0-1.1xPB，目标价 6.30-6.93 元，首次覆

盖“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皖能电力(000543,买入): 安徽火电龙头：低估值高弹性，优质资产拟注入 

000600.SZ 建投能源 河北火电龙头之一，首次覆盖“买入”评级 

公司为河北省第二大火电公司，截至 18H1 控股煤机装机容量达 780 万千瓦。我们预计 18-20 年河北省火电利用小时有望

保持 5000 小时左右高位，公司煤价弹性明显，秦皇岛煤价（5500K）下降 10 元/吨对应入炉煤价下降 10 元/吨，对应业绩

增厚 1.7亿元，占 19年我们预期盈利的 23%。我们预测 18~20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5/7.3/11.4亿元，BPS为 6.07/6.38/6.81

元。当前股价对应 18~20 年 P/E 为 29/14/9x，P/B 为 0.94/0.89/0.83x。P/B 估值处低位，参考火电行业内可比公司 19 年平

均 P/B 为 1.1x，给予公司 18 年 1.0-1.1 倍 P/B，对应目标价 6.38-7.02 元，给予“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建投能源(000600,买入): 河北火电龙头之一，业绩改善正当时 

603060.SH 国检集团 18 业绩好于预期，外延加速可期 

公司公告：1）2018 年业绩快报显示实现营收 9.4 亿元，同比增长 24.6%；实现归母净利润 1.9 亿元，同比增长 32.0%，好

于市场预期；2）收购中材投资香港公司 100%股权，作为公司海外投资平台；3）增资控股枣庄方圆检验认证有限公司，联

手打造枣庄乃至淮海区域综合检验检测产业基地；4）成立 5000 万元检测行业股权投资基金。公司 2019 年内生（四大募投

基地稳步推进+自建、建材建工检测领域拓展）+外延（集团承诺资产注入+大部制改革下的收购机会）有望加速。考虑公司

内生增长提速，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0 年的 EPS 为 1.04/1.26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国检集团(603060,买入): 内生增长超预期，外延加速可期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3/1864f6db-b440-4900-9838-d14926a66dba.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101/33876d6e-2072-4b55-807c-08d2843634e4.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9/8cc9cf2d-32a0-4b66-be27-3c3b6dd4dce3.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101/ec8e85e6-c658-4736-ae00-846725573207.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101/495ad593-bbac-4ace-a014-c1e0f3e87940.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3/ca8169fe-7eab-4d6d-a8aa-e67fbbd8fe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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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最新观点 

300203.SZ 聚光科技 股份回购拟常态化，监测龙头价值凸显 

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定期回购股份并授权董事会实施回购股份的议案》，为促使公司股份回购行为制度化、常态化，拟在

未来每一年按照前一年归母净利的 15%-30%的金额回购股份，且回购股份可能用于员工持股或股权激励等。我们认为，此

次回购议案的提出彰显了公司对未来发展和股票价值信心，利于维护股东利益，利于高管及员工共享公司高质量成长。维持

18-20 年 EPS 1.36/1.75/2.16 元的盈利预测，参考可比公司 19 平均 P/E 12x，公司作为监测龙头，股份回购拟常态化凸显

对未来价值认可，可享受估值溢价，给予 19 年 16-18x P/E，对应目标价 28.0-31.5 元，维持“买入”。 

  点击下载全文：聚光科技(300203,买入): 股份回购拟常态化，监测龙头价值凸显 

600323.SH 瀚蓝环境 拟并购宏华环保加码危废，盈利点再拓展  

公司 11 月 21 日晚公告，董事会同意子公司南海固废以 3.7 亿元收购赣州宏华环保 100%股权，并投资赣州信丰工业固体废

物处置中心项目，后续增资不超过 1.5 亿元。宏华环保已于 18 年 10 月取得临时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处理范围涵盖 36 大

类 172 种危废处置，负责运营的信丰项目年处理危废产能 7.2 万吨。在去杠杆大背景下，瀚蓝环境业绩稳健增长，前三季度

实现扣非归母净利 5.98 亿元（+20.3%）。我们认为危废行业壁垒高且盈利能力强，本次并购若完将进一步提升盈利水平。

我们预计 18-20 年每股收益 1.18/1.27/1.55 元，维持目标价 16.52-17.70 元/股，维持“买入”。 

  点击下载全文：瀚蓝环境(600323,买入): 高质成长，逆势扩张 

300437.SZ 清水源 业绩低于预期，适当下调盈利预测 

前三季公司实现营收 11.04 亿元（+144.7%），归母净利/扣非归母净利分别为 1.54/1.52 亿元（+262.5%/+276.6%），低

于市场及我们的预期。我们判断公司盈利水平不及预期主要由于水处理剂副产品价格下跌，且公司工程项目开工进度不及预

期。我们适当下调公司盈利预测，预计 2018-2020 年公司 EPS 分别为 0.93/1.13/1.35 元（调整前为 1.11/1.34/1.61 元）。

参考可比公司 2018 年平均 P/E 18x，给予公司 2018 年 18-20xP/E，对应目标价 16.74-18.60 元/股，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清水源(300437,买入): 业绩低于预期，回款同比改善  

300070.SZ 碧水源 业绩符合市场预期，期待行业反转 

前三季公司实现营收 60.73 亿元（+11.9%），归母净利/扣非归母净利分别为 5.73/5.51 亿元（-22.6%/+3.5%），；略超预

告上限（预告前三季归母净利润同比-28.2%~-24.6%），符合市场预期，低于我们预期。PPP 清库叠加融资难度提升拖累

公司业绩，当前公司采取多项措施促进稳健运营，若行业融资状况改善，公司有望重回高速成长期。我们下调公司盈利预测，

预计 2018-2020 年公司 EPS 分别为 0.73/0.89/1.07 元（调整前为 1.08/1.43/1.77 元）。参考可比公司 2018 年平均 P/E 14x，

给予公司 2018 年 14-16xP/E，对应目标价 10.22-11.68 元/股，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碧水源(300070,买入): 业绩符合市场预期，充裕订单待反转  

300388.SZ 国祯环保 3Q 业绩略超预期，在手订单充裕支撑业绩高增长 

18 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24.9 亿，同比+74%；，归母净利 2.3 亿，同比+128%（前次业绩预告同比+100%至 120%）；扣非

归母净利 2.3 亿（同比+135%）；18Q3 归母净利 8915 万元（同比+125%），业绩表现略超预期。截至三季报末，公司在

手工程类订单/运营类订单达 45.6 亿/53.4 亿，有望支撑业绩增长。维持 2018-20 年归母净利 3.1/4.0/5.0 亿盈利预测，对应

EPS 0.56/0.74/0.92，参考可比公司 19 年平均 P/E 为 12 倍，给予公司 2019 年 12-13x P/E，对应目标价 8.88-9.62 元，维

持“增持”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国祯环保(300388,增持): 3Q 净利+125%，现金流同比出现改善 

300422.SZ 博世科 3Q 业绩符合预期，在手订单充裕支撑业绩高增长 

18 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18.9 亿，同比+105%；，归母净利 1.75 亿，同比+112%（前次业绩预告同比+93%至 122%）；扣非

归母净利 1.77 亿（同比+135%）；18Q3 归母净利 6891 万元（同比+132%），业绩符合预期。截至三季报末，公司在手

合同达 132 亿，有望支撑业绩增长。考虑 18 融资成本上升造成财务费用率增加，我们小幅下调盈利预测，预计 2018-20 年

EPS 0.80/1.12/1.57（前次为 0.85/1.25/1.68 元），参考可比公司 19 年平均 P/E 为 13 倍，给予公司 2019 年 12-13 P/E，

对应目标价 13.44-14.56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博世科(300422,买入): 3Q 净利+132%，在手订单充裕支撑高增长 

000546.SZ 金圆股份 18Q3 业绩表现稳健，危废加速迈进 

根据公司三季报披露，18Q3 公司实现营收/归母净利润 21/2 亿元，同比+13%/14%，18Q3 现金流较好，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达到 2.3 亿，公司业绩表现总体稳健，我们预计伴随危废项目持续落地，未来公司盈利有望提升，预计 2018 年归母净利润

5.5 亿，采取分部估值法，给予建材业务 18PE 9-10 倍，环保业务 18PE 20-24 倍，对应 2018 年目标价 10.77-12.59 元（调

整前 19.2-20.8 元），对应 18PE 13.99-16.36 倍，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金圆股份(000546,买入): 业绩稳健发展，危废加速迈进 

603686.SH 龙马环卫 3Q 业绩略低于预期，环卫装备形成一定拖累 

18 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24.8 亿，同比+9.5%，归母净利 2.0 亿，同比+3.9%，扣非归母净利 1.9 亿，同比+3.0%；18Q3 归母

净利 6357 万元，同比-1.0%，业绩表现低于预期。系设备收入仍不及预期，18Q3 为 5.9 亿（18H1 为 11.4 亿，同比+1%，

上半年受新增产能处于调试阶段+政府对环卫采购下滑影响），Q3 环卫装备收入未能回暖。考虑到环卫装备收入下滑超预

期，我们下调盈利预测，预计 2018-20 年 EPS 至 0.93/1.14/1.37 元（前次为 1.12/1.42/1.80 元），参考可比公司平均 P/E

为 14 倍。给予公司 2018 年 14-16x P/E，对应目标价 13.02-14.88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龙马环卫(603686,买入): 3Q 业绩略低于预期，经营性现金流环比改善 

600388.SH 龙净环保 非电加速拓展，大气龙头稳健增长  

18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56.6 亿元，同比+13.8%，归母净利 5.3 亿，同比+12.6%；扣非归母净利 4.7 亿，同比+6.7%，

业绩表现符合预期。18 前三季度公司新增订单 102 亿元，同比+31%，其中非电行业订单高达 69 亿元，占比为 68%，截至

18 年 9 月底，公司在手订单 188 亿元，电力/非电分别为 102/86 亿元。考虑到我们前次预测对订单收入转换偏乐观，小幅

下调盈利预测，预计 2018-2020 年公司 EPS 分别为 0.75/0.83/0.93 元（前次预测 0.80/0.89/1.00 元），参考可比公司 18

平均 P/E 为 14x，给予公司 2018 年 13-15xP/E，对应目标价 9.75-11.25 元/股，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龙净环保(600388,买入): 非电订单占比提升，业绩稳健增长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3/b65b69f2-c6d9-46cb-a857-f8284fb7341b.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1/fbf2dee8-fa62-45aa-bd60-71775db8bfea.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9/6411c76b-e8bb-452b-8ee9-e9d503a24b76.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9/97fb693c-17d9-447a-adff-18d00ae79d2f.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9/9f34ef25-63b5-4208-adcd-b63a84a8d5fa.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9/cd67acd6-6f91-49c3-acab-b0f734ac90e2.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9/907a189f-7741-4826-a4a2-0c1653e35023.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9/8bb2b897-1e8c-489d-b414-e397f2f9217c.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9/93163ebf-3ce8-4f27-b770-874e0ece7ed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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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图表3： 行业新闻概览  
新闻概要 

世界首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转轮完工  2019-01-12 

  今天，位于四川与云南两省交界的白鹤滩水电站节点工程首台机组转轮，经过 24 道工序，100 多名技术人员 12 个月加工后，正式完工。电站建成

后，将成为中国第二大水电站。 

（云财经  2019-01-12 08:43:00） 

 

2018 年我国水力发电量约 1.2 万亿千瓦时  2019-01-09 

  “据初步统计，至 2018 年底，我国水电总装机容量约 3.5 亿千瓦、年发电量约 1.2 万亿千瓦时，双双继续稳居世界第一。”8 日，在 2019 年中国

水电发展论坛暨水电科技奖颁奖典礼上，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理事长张野透露。  张野表示，世界第一高拱坝的锦屏一级水电站荣获菲迪克工程项

目杰出成就奖，中国水电坝工技术继续领跑国际；三峡电站年发电量首破 1000 亿千瓦时，澜沧江大华桥、黄登、里底水电站首台机组相继投产，青海

连续 9 天以水风光等全清洁能源供电，龙羊峡水电站建成 30 年首次蓄水至正常蓄水位，水电在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节能减排、高效调控和开

发利用水资源等综合效益持续显现。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8 年底，我国大陆已建 5 万千瓦及以上大中型水电站约 640 座、总装机约 2.7 亿千瓦；

中国企业参与的已建在建海外水电工程约 320 座、总装机 8100 多万千瓦。 

（人民网  2019-01-09 08:35:00） 

 

辽宁去年新增发电能力四成为清洁能源  2019-01-09 

  近年来，辽宁多措并举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去年一年辽宁电网清洁能源发电能力快速提升，清洁能源新增装机占全年新增装机的 41.30%，清洁能源

合计发电量同比增加 23.11%。  国家电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马千说，清洁能源发电能力提升了，还要千方百计提高清洁能源发电的利用

率。辽宁电网提前 2 年完成《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中风电利用率达 95%的行动目标，新能源消纳达国际先进水平。  据介绍，

为保障最大程度消纳清洁能源，辽宁省一方面充分发挥特高压跨区输电能力，实现省内过剩的清洁能源跨区消纳。2018 年辽宁清洁能源合计送华北电量

37.72 亿千瓦时。同时，辽宁还全力推进火电机组灵活性技术改造，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截至 2018 年底，辽宁电网完成 832 万千瓦火电机组改造，

合计增加调峰能力 209 万千瓦，为清洁能源发展和消纳奠定坚实基础。 

（经济参考报  2019-01-09 07:16:46） 

  

资料来源：财汇资讯、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4： 公司动态  
公司 具体内容 

皖能电力 皖能电力：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2019-01-12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12\4987149.pdf 

金圆股份 金圆股份：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019-01-12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12\4985553.pdf 

碧水源 碧水源：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暨战略合作意向性协议》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2019-01-1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11\4987919.pdf 

碧水源 碧水源：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2019-01-1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11\4987920.pdf 

国投电力 国投电力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2019-01-1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1\4984606.pdf 

国检集团 国检集团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2019-01-1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1\4983308.pdf 

金圆股份 金圆股份：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751.pdf 

金圆股份 金圆股份：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752.pdf 

碧水源 碧水源：关于公司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4284.pdf 

博世科 博世科：关于联合体收到 EPC 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3121.pdf 

清水源 清水源：2018 年度业绩预告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4829.pdf 

国检集团 国检集团与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44.pdf 

国检集团 国检集团关于对外捐赠的公告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20.pdf 

国检集团 国检集团董事会议事规则（2019 年第一次修订）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5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12/498714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12/498555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11/498791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11/498792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1/498460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1/498330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75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75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428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312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482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4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2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5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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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具体内容 

国检集团 国检集团关于更换董事的公告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28.pdf 

国检集团 国检集团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51.pdf 

国检集团 国检集团：中国中材投资（香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21.pdf 

国检集团 国检集团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八次董事会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42.pdf 

国检集团 国检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29.pdf 

国检集团 国检集团关于收购中国中材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25.pdf 

国检集团 国检集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2019 年第一次修订）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48.pdf 

国检集团 国检集团关于对枣庄方圆检验认证有限公司增资暨对外投资公告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47.pdf 

国检集团 国检集团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49.pdf 

国检集团 国检集团关于更换监事的公告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24.pdf 

国检集团 国检集团拟收购中国中材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45.pdf 

国检集团 国检集团关于合作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2019-01-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46.pdf 

金圆股份 金圆股份：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2019-01-09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9\4978478.pdf 

国检集团 国检集团 2018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2019-01-09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9\4977853.pdf 

金圆股份 金圆股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2019-01-08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6558.pdf 

金圆股份 金圆股份：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2019-01-08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6556.pdf 

金圆股份 金圆股份：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2019-01-08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6555.pdf 

金圆股份 金圆股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2019-01-08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6557.pdf 

建投能源 建投能源：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9-01-08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6718.pdf 

博世科 博世科：关于“博世转债”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2019-01-08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7565.pdf 

清水源 清水源：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初审会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2019-01-08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80240.pdf 

清水源 清水源：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告知函的回复 2019-01-08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80239.pdf 

华能国际 华能国际 H 股公告 2019-01-08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5937.pdf 

华能国际 华能国际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019-01-08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5936.pdf 

内蒙华电 内蒙华电：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2019-01-08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5174.pdf 

龙马环卫 龙马环卫：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2019-01-08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5785.pdf 

国祯环保 国祯环保：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8 年现场检查工作报告 2019-01-07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7\4975844.pdf 

国祯环保 国祯环保：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8 年持续督导培训情况的报告 2019-01-07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7\4975845.pdf 

启迪桑德 启迪桑德：关于股东股权质押事项公告 2019-01-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5\4974079.pdf 

龙净环保 龙净环保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2019-01-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5\497225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2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5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2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4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2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2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4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4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4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2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4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10/498084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9/497847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9/497785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655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655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655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655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671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756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8024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8023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593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593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517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8/497578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7/497584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7/497584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5/497407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5/497225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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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具体内容 

龙净环保 龙净环保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变更的公告 2019-01-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5\4972249.pdf 

国投电力 国投电力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01-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5\4974591.pdf 

国投电力 国投电力公司债券和可续期公司债券发行预案公告 2019-01-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5\4974588.pdf 

国投电力 国投电力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9-01-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5\4974585.pdf 

龙马环卫 龙马环卫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的公告 2019-01-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5\4973702.pdf 

龙马环卫 龙马环卫关于 2018 年度使用公司自有闲置流动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三） 2019-01-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5\4973703.pdf 

龙净环保 龙净环保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2019-01-04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4\4969187.pdf 

碧水源 碧水源：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及延期购回的公告 2019-01-0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1\2019-01-03\4970737.pdf 

三峡水利 三峡水利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的公告 2019-01-0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3\4967737.pdf 

内蒙华电 内蒙华电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2019-01-0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3\4966032.pdf 

龙马环卫 龙马环卫公司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2019-01-0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3\4968091.pdf  

资料来源：财汇资讯、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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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5/49745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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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1/2019-01-03/49660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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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公司重大合同 
图表5： 一周公司重大合同 

公司 时间 项目名称 金额（亿元） 

创业环保 2019/1/2 界首市污水处理 PPP 项目（第二批） 4.87 

天翔环境 2019/1/2 青白江区第三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 PPP 项目 3.3 

洪城水业 2019/1/2 定南县 2018-2020 年度城区污水管网改造工程 PPP 项目 0.46 

美尚生态 2019/1/4 泉水湖湿地公园项目（A 区）、羊横四线西延线（二标段）道路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施工总承包 4.1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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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再融资进程 
图表6： 公司再融资进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方案 

融资额

(亿) 进度 增发/转让价格（元/股） 发行底价（元/股） 定价日 

300388.SZ 国祯环保 非公开发行股票 10 证监会受理中    

000035.SZ 中国天楹 非公开发行股票 24.8 证监会核准 5.89  2018/6/21 

601368.SH 绿城水务 非公开发行股票 16.0 证监会受理中    

300495.SZ 美尚生态 非公开发行股票 15.5 证监会核准    

000040.SZ 东旭蓝天 非公开发行股票 20.0 实施 13.36 13.36 2017/11/29 

300072.SZ 三聚环保 非公开发行股票 30 董事会预案    

600642.SH 申能股份 非公开发行股票 20.0 证监会受理中    

600982.SH 宁波热电 非公开发行股票 11.4 证监会受理中 3.42 3.42 2018/10/27 

600461.SH 洪城水业 非公开发行股票 8.94 股东大会通过    

000543.SZ 皖能电力 非公开发行股票 23.01 证监会受理中 4.87 4.87 2018/8/30 

000711.SZ 京蓝科技 非公开发行股票 8.76 发审委通过 5.96 5.96 2018/11/21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各类环保政策是推进环保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如果相关环保政策落实力度低于预期，

将对环保行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此外，从公司层面来看，如果相关业务订单推进低于预期，也将对公司业绩表现产生一定

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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