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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看好 

——环保公用行业周报（2019.4.22-2019.5.5） 

投资观点： 

五部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要求推

动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有效提高钢铁行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大幅削减

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对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企业，加大税收、资金、

价格、金融、环保等政策支持力度。到 2020 年底前，重点区域钢铁企业超

低排放改造取得明显进展，力争 60%左右产能完成改造；2025 年底前，重

点区域基本完成，全国力争 80%以上产能完成改造。 

《意见》根据行业排放特征，对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和大宗物料产品

运输，分门别类提出指标限值和管控措施，实现全流程、全过程环境管

理。烧结机机头、球团焙烧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小

时均值分别不高于 10、35、50 毫克/立方米，其他主要污染源原则上分别

不高于 10、50、200 毫克/立方米；物料储存、输送及生产工艺过程采取密

闭、封闭等有效措施，实现无组织排放有效管控；大宗物料和产品采用铁

路、水路、管道等清洁方式运输，清洁运输比例不低于 80%。 

我们认为钢铁超低排放改造是在全国指导性政策的框架下企业根据实际情

况实施和调整，重点区域龙头钢企改造订单有望首先释放。初步测算，一

个国内先进环保水平的 500 万吨钢铁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一次性建设

投资约 20 亿元，环保运行成本将达到 250 元/吨钢以上，环保水平低的钢

铁企业相应的投资将大幅增加。建议关注大气治理龙头龙净环保。 

环保行业投资策略：年报和一季报陆续发布，环保板块整体业绩下滑导致

估值抬升，板块短期受业绩、市场整体波动影响，长期来看，随着融资政

策逐步落地，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落实，环境治理需求端持续发力，板块

估值有望逐步夯实。建议关注瀚蓝环境、龙净环保、聚光科技。 

燃气行业投资策略：2019 年天然气需求端有望继续发力，供给端上游资源

开发潜力不断释放，中游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天然气价改逐步落地，向上

游延伸的公司更具议价能力，建议关注新天然气、蓝焰控股和深圳燃气。 

行情回顾：上两周，环保公用板块整体下跌 9.32%，跑输上证综指（-

5.88%），深证成指（-7.14%）和创业板指数（-5.36%）。子板块涨跌幅分

别为：监测-4.06%，固废-7.53%，大气-9.04%，水处理-9.74%，再生资源-

10.14%，燃气-10.17%，节能-18.38%。涨幅居前的个股是：华测检测

+12.02%，科融环境+6.50%，三维丝+1.65%，联泰环保+1.49%，大禹节水

+1.25%。 

风险提示：宏观风险，政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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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资观点 

1.1 《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印

发 

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实施

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意见》要求推动实施钢铁行业超

低排放，有效提高钢铁行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大幅削减主要大气

污染物排放量，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意见》根据行业排放特征，对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和大宗

物料产品运输，分门别类提出指标限值和管控措施，实现全流程、

全过程环境管理。烧结机机头、球团焙烧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分别不高于10、35、50毫克/立方米，

其他主要污染源原则上分别不高于10、50、200毫克/立方米；物

料储存、输送及生产工艺过程采取密闭、封闭等有效措施，实现

无组织排放有效管控；大宗物料和产品采用铁路、水路、管道等

清洁方式运输，清洁运输比例不低于80%。 

《意见》提出，对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企业，加大税收、资金、

价格、金融、环保等政策支持力度。到2020年底前，重点区域钢

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取得明显进展，力争60%左右产能完成改造；

2025年底前，重点区域基本完成，全国力争80%以上产能完成改

造。 

我们认为钢铁超低排放改造是在全国指导性政策的大框架下企业

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实施，逐步调整，重点区域龙头钢企改造订单

有望首先释放。初步测算，一个国内先进环保水平的500万吨钢

铁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一次性建设投资约20亿元，环保运行

成本将达到250元/吨钢以上，环保水平低的钢铁企业相应的投资

将大幅增加。建议关注大气治理龙头龙净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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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云南省发布 2019年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

点 

近日，云南省发布2019年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要点指出，

2019年云南省环保工作要围绕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决打

好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以长江为重点的六大水系保护修复、

水源地保护、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生态保护

修复、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柴油货车污染治理8个标志性战役。 

首先，要求全力打好碧水保卫战，碧水保卫战的重点在于推进九

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打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攻坚战、配合落实

其他涉水标志性战役实施、持续推进不达标水体治理、推进水污

染源整治。 

其次，要求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下一步将强化源头治理、持续

打好蓝天保卫战、配合打好柴油货车治理攻坚战、加强扬尘防控

等。 

第三，要求全力打好净土保卫战，做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强化

农用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试点示范，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打好固体废物污染治理

攻坚战。 

我们认为，在不断强化空气质量要求的背景下，大气治理取得良

好进展，下一步将继续巩固蓝天保卫战成效，碧水保卫战在环境

治理工作中的地位将不断提升，尤其对于非大气治理的重点区域

来说，水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将提高，治理空间有望进一步释放。 

1.3 投资策略 

环保行业投资策略：近期，年报和一季报陆续发布，环保板块整

体业绩下滑导致估值抬升，板块短期受业绩、市场整体波动影响，

长期来看，我们认为随着融资政策逐步落地，税收优惠政策进一

步落实，环境治理需求端持续发力，板块估值有望逐步夯实，持

续看好环保行业。建议关注（1）拥有优质运营资产、成长有保

证的瀚蓝环境;（2）聚焦打赢蓝天保卫战，非电烟气治理市场将

进一步开启，建议关注大气治理龙头龙净环保；（3）监测领域

杠杆低、景气度较高，建议关注龙头聚光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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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行业投资投资策略：蓝天保卫战仍是重中之重，2019年天然

气需求端有望继续发力，供给端上游资源开发潜力不断释放，中

游基础设建设提速，天然气价改逐步落地，布局上游气源的公司

更具议价能力，建议关注向上游煤层气生产延伸的新天然气、蓝

焰控股和拥有LNG接收站的深圳燃气。 

2 双周行情回顾  

上两周，环保公用板块整体下跌 9.32%，跑输上证综指（ -

5.88%），深证成指（-7.14%）和创业板指数（-5.36%）。子板

块均呈不同程度下跌，涨跌幅分别为：监测-4.06%，固废-7.53%，

大气-9.04%，水处理-9.74%，再生资源-10.14%，燃气-10.17%，

节能-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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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测检测+12.02%，科融环境

+6.50%，三维丝+1.65%，联泰环保+1.49%，大禹节水+1.25%；涨

跌幅后5名分别是：金鸿控股-28.85%，中天能源-23.19%，东方

园林-22.77%，启迪桑德-22.21%，神雾环保-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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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周涨幅前 5的个股（%） 图 4：周涨跌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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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1.65，环比上升

24.4%，对上证指数的估值溢价升至3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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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 

《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

超低排放的意见》印发 

 

（来源：生态环境部） 

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实施钢

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意见》要求推动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

放，有效提高钢铁行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大幅削减主要大气污染物

排放量，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意见》根据行业排放特征，对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和大宗物

料产品运输，分门别类提出指标限值和管控措施，实现全流程、全

过程环境管理。烧结机机头、球团焙烧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分别不高于 10、35、50毫克/立方米，其

他主要污染源原则上分别不高于 10、50、200 毫克/立方米；物料

储存、输送及生产工艺过程采取密闭、封闭等有效措施，实现无组

织排放有效管控；大宗物料和产品采用铁路、水路、管道等清洁方

式运输，清洁运输比例不低于 80%。 

《意见》提出，对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企业，加大税收、资金、价

格、金融、环保等政策支持力度。到 2020年底前，重点区域钢铁

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取得明显进展，力争 60%左右产能完成改造；

2025年底前，重点区域基本完成，全国力争 80%以上产能完成改

造。 

其他 

云南省发布 2019 年全省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 

 

（来源：云南省生态环境

厅） 

近日，云南省发布 2019年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要点指

出，2019 年云南省环保工作要围绕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决

打好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以长江为重点的六大水系保护修复、

水源地保护、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修

复、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柴油货车污染治理 8个标志性战役。 

首先，要求全力打好碧水保卫战，碧水保卫战的重点在于推进九大

高原湖泊保护治理、打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攻坚战、配合落实其他

涉水标志性战役实施、持续推进不达标水体治理、推进水污染源整

治。 

其次，要求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下一步将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打

好蓝天保卫战、配合打好柴油货车治理攻坚战、加强扬尘防控等。 

第三，要求全力打好净土保卫战，做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强化农

用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

示范，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打好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攻坚

战。 

人大常委会审议 2018 年度

环保报告：目标全部完

成，形势依然严峻 

 

（来源：人民日报） 

4 月 2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关于

2018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生态环境部

部长李干杰表示，2018 年，全国大气和水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土

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生态系统格局整体稳定，环境风险态势

保持稳定。 

大气环境方面，空气质量继续改善，污染程度有所减轻。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 121个城市达标，全年优良天数比率

79.3%，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同比下降 0.3%，PM2.5 浓度同比

下降 9.3%。重污染天气过程的峰值浓度、污染强度、持续时间和影

响范围均明显降低。但随着大气污染治理边际递减效应逐步显现，

产业、能源、运输结构调整优化还需要一个过程，继续大幅改善空

气质量的难度加大。 

水环境方面，地表水水质持续改善，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水体比例

同比提高 3.1%，劣Ⅴ类水体比例同比降低 1.6%。长江、黄河、珠

江等十大流域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同比提高 2.5%，劣Ⅴ类水质断

面比例同比降低 1.5%。 

土壤环境方面，全国土壤环境风险管控进一步强化，部分地区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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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风险依

然存在，部分重有色金属矿区周边耕地土壤重金属问题突出，固体

废物及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导致的土壤污染不可忽视。 

报告指出，2018 年，生态环境保护 9 项约束性指标年度目标全部完

成，达到“十三五”规划序时进度要求。 

李干杰表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面临多重挑战。2019 年度生态环境保护主要目标包括：地级及以

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提高到 79.4%，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

类水体比例提高到 71.3%，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

下降 3.6%左右。下一步，将积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标志性战役，将打赢蓝天保卫战作为重中之重，突出

重点区域、重点指标、重点时段、重点领域防控。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首创证券研发部 

4 公司公告回顾 

东方园林：2018年业绩下降26.72% 

公司发布2018年年报，实现营业收入132.93亿元，同比下降

12.69%；其中水环境综合治理业务实现营收58.76亿元，占营业

收入的比重为44.21%；全域旅游业务实现营收20.77亿元，占营

业收入的比重为15.63%，危废处置业务实现营收8.72亿元，占营

业收入的比重为6.56%。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6亿元，同比下降26.72%。 

贵州燃气：2018年业绩增长24.96%，2019Q1业绩增长37.19% 

公司发布2018年年报，实现天然气销售9.25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34.84%；完成营业收入36.06亿元，同比增长29.75%；实现净利

润1.69亿元，同比增长22.42%；归母净利润1.72亿元，同比增长

24.96%。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完成营业收入11.33亿元，

同比增长24.67%；归母净利润4916.48万元，同比增长37.19%。 

维尔利：2019Q1业绩增长53.40%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4.72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42.06%；实现归母净利润7288.4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3.40%。主要得益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18年新签订单大幅增长，

部分新签订单达到收入确认节点。 

中金环境：2018年业绩同比下降27.17% 



 第 9 页 
 

9                                                     

         

环保行业研究报告 Page 9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43.63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14.36%；实现归母净利润4.30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7.17%。 

开能健康：2018年业绩同比增长499.91%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总收入9.01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27.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8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499.91%，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公司出售了原能集团

10.99%股权，同时对剩余持有的原能集团股权以公允价值计量。 

*ST菲达：2019Q1业绩增长208.42%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7.60亿元，较去年同

期下降6.44%；实现归母净利润2047.3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08.42%。 

久吾高科：2018年业绩增长22.14%，2019Q1业绩增长74.48%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4.72亿元，同比增长

60.93%，实现归母净利润5500.82万元，同比增长22.14%。公司

在报告期内成功签订了盐湖卤水提锂的首个大型订单并顺利实施，

在钛白粉清洁生产、工业废水零排放、小孔径陶瓷膜应用等方面

也有较好成绩，推动了公司整体经营规模的增长。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8139.46万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76.88%；归母净利润537.5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74.48%。业绩变动主要原因为部分18年签订的项目顺利实施，一

季度完成的项目数量和金额有所增加，尤其在生物医药、水务处

理板块的业绩增长较多，从而推动了总体销售收入规模持续增长。 

启迪桑德：2018年业绩下降48.53%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109.94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17.4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44亿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48.53%。 

陕天然气：2019Q1业绩下降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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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37.66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加29.99%；实现归母净利润3.02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3.87%。 

创业环保：2019Q1业绩下降14.70%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93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加20.22%；实现归母净利润9338.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4.70%。 

旺能环境：2019Q1业绩增长27.07%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2.21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加21.73%；实现归母净利润6358.0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27.07%。 

长春燃气：2018年业绩下降224.09%，2019Q1业绩扭亏为盈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本年度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5.68亿元，

较上年增长7.22%，实现归母净利润-7000.12万元，较去年同期

下降224.09%。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销售收入5.46

亿元，较上年增长13.47%，实现归母净利润277.04万元，扭亏为

盈。 

理工环科：2018年业绩下降8.08%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9.94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18.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7亿元，比去年同

期下降8.08%｡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软件和信息化业务

中新业务的增长和环境监测业务的增长。 

三维丝：2018年业绩亏损4.29亿元，2019Q1业绩亏损2110万元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取得销售收入7.86亿元，同比减

少39.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4.29亿元，比上

年同期减少1119.65%。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销售收

入2.74亿元，较上年增长146.42%，实现归母净利润亏损2109.86

万元。 

新疆浩源：2018年业绩下降7.94%，2019Q1业绩下降22.93% 



 第 11 页 
 

11                                                     

         

环保行业研究报告 Page 11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4.12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12.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75.77万元，比去

年同期下降7.94%。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1.3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7.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654.27万元，同比下降22.93%。 

天壕环境：2018年业绩减少6.41%，2019Q1业绩扭亏为盈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74亿元，比上

年同期减少了0.4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39.55万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6.41%。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

现营业收入4.3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78%；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470.57万元，与去年相比扭亏为盈。 

中山公用：2018年业绩减少36.58%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总收入20.37亿元，同比增

长15.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6亿元，同比下降

36.58%。 

鹏鹞环保：2018年业绩减少23.29%，2019Q1业绩增加3.34%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较上年减少

4.45%；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1.68亿元，较上年减少23.29%。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总收入3.09亿元，同比增

长76.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43.75万元，同比增

加3.34%。 

新疆火炬：2019Q1业绩增加39.97%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总收入1.12亿元，同比增

长12.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42.94万元，同比增

加39.97%。 

江南水务：2018业绩减少20.49%，2019Q1业绩增加1.13%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8.99亿元，同比减少

18.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5亿元，同比减少

20.49%。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总收入1.73亿元，

同比降低13.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48.70万元，

同比增加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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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天然气：2019年一季度业绩增加47.92%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10.85亿元，同比增

加3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72.63万元，同比增加

47.92%。 

龙马环卫：2019年一季度业绩减少32.14%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57亿元，同比

增长12.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40.02万元，比上

年同期减少32.14%。 

聚光科技：2019年一季度业绩增长27.02%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15亿元，同比

增长20.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54.76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27.02%。 

中原环保：2019年一季度业绩增长17.69%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13亿元，同比

增长21.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75.89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17.69%。 

新界泵业：2019年一季度业绩增长8.08%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15亿元，同比

增长5.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38.43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8.08%。 

理工环科：2019年一季度业绩增长166.07%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7亿元，同比

增长52.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76.66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166.07%。 

绿色动力：2019年一季度业绩增长18.59%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51亿元，同比

增长38.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536.25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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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2019年一季度业绩增长64.63%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93亿元，同比

减少2.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6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64.63%。 

首创股份：2019年一季度业绩增长34.35%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4.48亿元，同

比增长15.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6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34.35%。 

中再资环：2019年一季度业绩增长35.08%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77亿元，同比

增长19.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670.29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35.08%。 

大通燃气：2018业绩亏损，2019Q1业绩增长123.15%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6.31亿元，同比增长

29.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86亿元。公司发布

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61亿元，同比增长

11.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2.92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123.15%。 

津膜科技：2018业绩增长117.81%,2019Q1业绩亏损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6.86亿元，同比增加

8.4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85.74万元，同比增

加。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9357.35万元，

同比减少 38.4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亏损

2208.59万元，同比减少813.30%。 

雪浪环境：2019Q1业绩同比增长4.74%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4亿元，较去

年同期上涨23.2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65.1万

元，较去年同期上涨4.74%。 

雪迪龙：2019Q1业绩同比增长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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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8亿元，较去

年同期上涨40.5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90.15万

元，较去年同期上涨49.33%。 

环能科技：2019Q1业绩同比增长76.48%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0亿元，较去

年同期上涨35.3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82.44

万元，较去年同期上涨76.48%。 

格林美：2019Q1业绩同比增长2.47%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42亿元，较

去年同期上涨3.1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5亿

元，较去年同期上涨2.47%。 

金圆股份：2018业绩增长6.78%,2019Q1业绩上涨43.37%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9.74亿元，较去

年同期上涨57.1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5亿元，

较去年同期上涨6.78%。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11.76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1.47%；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28.70万元，较去年同期上涨43.37%。 

天瑞仪器：2018业绩下降65.12%,2019Q1业绩上涨19.63%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总收入为10.24亿元，比去

年同期上升29.3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17.73万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65.12%。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

总收入为1.83亿元，比去年同期降低13.7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1906.67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9.63%。 

京蓝科技：2018业绩下降64.56%,2019Q1业绩增加18.16%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24.91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37.77%。公司2018年度净利润为1.03亿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64.56%。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1.5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5.94%，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亏损

6566.5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8.16%。 

深圳燃气：2018业绩增长16.24%,2019Q1业绩下降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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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127.41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5.22%，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10.31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16.24%。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

31.0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97%，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38亿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37%。 

海峡环保：2019Q1业绩上涨26.46%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9亿元，较去

年同期上涨57.2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71.30

万元，较去年同期上涨26.46%。 

大众公用：2019Q1业绩上涨348.25%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08亿元，较

去年同期上涨11.6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5亿

元，较去年同期上涨348.25%。 

洪城水业：2019Q1业绩上涨41.95%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34亿元，较

去年同期上涨23.8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1亿

元，较去年同期上涨41.95%。 

联美控股：2019Q1业绩上涨25.28%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07亿元，较

去年同期上涨9.5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80亿

元，较去年同期上涨25.28%。 

上海环境：2019Q1业绩下降5.33%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42亿元，较去

年同期上涨8.6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9亿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5.33%。 

武汉控股：2019Q1业绩上涨11.25%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3亿元，较去

年同期上涨4.3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505.01万

元，较去年同期上涨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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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净环保：2019Q1业绩上涨11.89%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29亿元，较

去年同期上涨34.7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5亿

元，较去年同期上涨11.89%。 

先河环保：2018业绩增加37.87%，2019Q1业绩增长22.27%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13.74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31.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9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37.87%。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7亿元，较去年同期上涨10.7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2371.90万元，较去年同期上涨22.27%。 

博世科：2018业绩增加60.37%，2019Q1业绩增长16.91%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27.24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85.4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3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60.37%。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6.41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37%，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7082.66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6.91%。 

绿城水务：2019Q1业绩增长26.12%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3.25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4.50%，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8935.85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26.12%。 

百川能源：2019Q1业绩增长11.60%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19.63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22.91%，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3.26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11.60%。 

远达环保：2019Q1业绩增长25.76%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9.67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36.10%，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3010.83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25.76%。 

瀚蓝环境：2019Q1业绩减少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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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12.54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10.50%，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1.91亿元，较上年同期

减少38.08%，归属母公司扣非净利润1.83亿元，同比增长9.72%。 

大禹节水：2019Q1业绩增长10.38%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3.99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1.15%，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5084.44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10.38%。 

东江环保：2019Q1业绩减少11.05%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8.07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6.3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1.08亿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11.05%。 

清水源：2019Q1业绩减少34.85%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3.78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4.7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3256.46万元，较上年同

期减少34.85%。 

中环环保：2019Q1业绩提升25.20%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8812.31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75.88%，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1012.82万元，较上

年同期提升25.20%。 

中国天楹：2018业绩下降2.60%，2019Q1业绩增长246.08%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47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14.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6亿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2.60%。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32.5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16.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7994.2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6.08%。 

富春环保：2018业绩下降63.61%，2019Q1业绩下降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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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10亿元，较去

年同期下降9.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5亿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63.61%。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7.1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3824.5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27%。 

华测检测：2018业绩增长101.63%，2019Q1业绩增长286.93%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81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26.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0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101.63%。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

收入为5.6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23%，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

4537.7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6.93%。 

国祯环保：2018业绩增长44.61%，2019Q1业绩增长31.01%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06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52.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1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44.61%。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

入为6.8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48%，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

5944.7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01%。 

上海洗霸：2019Q1业绩增长47.53%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1.46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86.46%，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1898.49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47.53%。 

新天然气：2019Q1业绩增长4.79%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6.95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10.9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7723.41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4.79%。 

兴蓉环境：2019Q1业绩增长13.00%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9.59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7.13%，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6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13.00%。 

重庆燃气：2019Q1业绩增长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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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18.60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15.07%，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9029.08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15.72%。 

胜利股份：2019Q1业绩增长4.17%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15.79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51.20%，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3433.24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4.17%。 

国新能源：2019Q1业绩增长51.53%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41.22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34.02%，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4646.07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51.53%。 

汉威科技：2019Q1业绩增长20.28%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4.31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4.21%，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823.08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20.28%。 

南方汇通：2019Q1业绩增长137.60% 

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为2.29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7.7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598.37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137.60%。 

国祯环保：2019Q1业绩增长33.93%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25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36.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1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33.93%。 

联泰环保：2018年业绩增长13.79%，2019Q1业绩增长78.53% 

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1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36.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352.88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3.79%。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

收入为1.0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7.58%，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

3385.1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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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天环境：中标泰兴市镇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PPP项目 

博天环境中标泰兴市镇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PPP项目，总投资额

12.59亿元，合作期20年，其中建设期2年，建设内容包括12集镇

建成区范围污水管网建设、14个集镇副中心生活污水治理和141

个行政村庄台的生活污水治理，改造不达标化粪池约1.43万个。 

5 风险提示 

宏观风险，政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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