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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进一步加强，利好检测服务与源头环

境治理 

——环保行业事件点评报告 
 

 

最近一年行业走势 

 

 

行业相对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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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Ⅲ(申万) 
-20.4 -4.4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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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环保及公用事业行业周报：重点流域及区域

水环境治理加强，“无废城市”正式启动》—

—2019-05-19 

《环保及公用事业行业周报：城镇污水处理提

质增效，关注管网及短板投资》——

2019-05-13 

《环保及公用事业行业周报：环保业绩放缓，

聚焦优质公司》——2019-05-05 

《环保及公用事业行业周报：节能环保财政支

出持续扩大，持续关注板块改善》——

2019-04-21 

《环保及公用事业行业周报：环保融资环境有

望持续改善，关注农村领域》——2019-04-15  
 

事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对加强食品安全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投资要点： 

 食品安全为国家重大战略，顶层设计加快工作推进。食品安全是重

大的民生问题，也是重大的整治问题。“十三五”期间，食品安全

问题已经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

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为“十三五”期间国家食品安全工作

提供政策总纲领。同时，每年国务院办公厅还会印发通知对当年的

食品安全重点工作进行具体的安排和部署。此次出台的意见由中共

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为 2019-2020 年的食品安

全工作提供顶层设计，也是加快促进“十三五”规划目标完成的重

要文件。 

 食品检测频次预计将有明显提升。意见要求到 2020 年，农业产品

和食品抽检量达到 4 批次/千人。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

的数据，2018 年全国共完成食品及食用农业产品抽检 335.59 万

次，较 2017 年大幅增长 42%。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末全国总

人口数测算，2018 年全国平均单位抽检量 2.4 批次/千人，较 2017

年的 1.7 批次/千人有较大幅度提升，但距离意见中要求的 4 批次/

千人仍有 67%的提升空间。当前，仅深圳等较为发达地区，或国

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能够达到或超过 4 批次/千人的抽检量目标，

我们认为全国大部区域的食品检测频次预计将有明显提升，且有望

在 2019-2020 年加速释放。 

 食品安全标准进一步提升。意见指出要加快制修订农药残留、兽药

残留、重金属、食品污染物、致病性微生物等食品安全通用标准，

到 2020 年农药兽药残留限量指标达到 1 万项，基本与国际食品法

典标准接轨。目前我国农兽药残留标准共有 7537 项，与美国 11000

项、欧盟 45000 项、日本农药 51392 项，且均仅为农药残留标准

相比较，我国农兽药残留指标有广阔的增长空间。根据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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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2019-2020 年还将新制修订强制性标准 3500 项，以实现

2020 年目标。标准提升及检测指标增加，将带来新的检测项目增

加及检测方法的变更，新的食品检测需求随之增加。 

 食品安全责任明确，处罚与问责严格。意见提出生产经营者是食品

安全第一责任人，企业要加大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方面的投入，鼓励

企业制定实施严于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对危害食品安

全的实行最严厉的处罚。责任明确、鼓励自查、处罚严厉等措施将

有望促使食品检测需求由当前的以政府抽检为主扩大至企业自主

检测，食品检测服务客户群体更加广泛，客户结构亦得到优化。与

此同时，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则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其对管辖

区域内食品生产企业监管的不断重视，有望成为倒逼企业加大食品

安全自查检测力度的重要因素。 

 环境治理与食品安全息息相关。生态环境污染对食品带来的源头污

染是我国食品安全面临的重要挑战，环境治理与食品安全息息相

关。意见中提出要严把产地环境安全关，实施耕地土壤环境治理保

护重大工程，开展重点地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土壤风险排查和整

治；加大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力度；加强流域水污染防治。

我们认为，环境治理，尤其是土壤污染治理，将在食品安全工作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此外，意见还提出要大力推进餐厨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防范“地沟油”流入餐桌，餐厨垃圾

处理力度亦有望加大。 

 维持行业“推荐”评级：我们看好食品安全工作不断加强为食品检

测服务带来检测频次、检测项目、检测客户的三重提升，直接利好

食品检测服务市场空间释放，进而带动食品检测仪器仪表及耗材需

求。同时环境治理，尤其是土壤污染治理及餐厨废弃物处理为食品

安全严把源头关，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因此维持行业“推荐”评

级。 

 重点推荐个股:我们建议重点关注直接受益于食品检测需求提升的

检测服务公司【华测检测】，为食品检测提供实验室仪器及耗材的

【聚光科技】，具备食品检测相关配套产品生产和研发能力的【天

瑞仪器】;同时建议关注土壤修复龙头企业【高能环境】，餐厨垃圾

处理龙头公司【维尔利】。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达预期风险；相关上市公司业绩不达预期风

险；食品检测市场空间释放不达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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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公司及盈利预测   
重点公司 股票 2019-05-20  EPS   PE  投资 

代码 名称 股价 2018 2019E 2020E 2018 2019E 2020E 评级 

300012.SZ 华测检测 9.6 0.16 0.23 0.3 60.0 41.74 32.0 增持 

300190.SZ 维尔利 5.87 0.29 0.44 0.6 20.24 13.34 9.78 买入 

300203.SZ 聚光科技 22.85 1.33 1.68 2.09 17.18 13.6 10.93 买入 

603588.SH 高能环境 9.69 0.49 0.64 0.83 19.78 15.14 11.67 增持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国海证券研究所（注：天瑞仪器暂无万得一致预期盈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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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组介绍】  
  
谭倩，8 年行业研究经验，研究所副所长、首席分析师、电力设备新能源组长、环保公用事业组长、主管行业公司研

究，对内创新业务。水晶球分析师公用事业行业公募机构榜单 2016 年第三名、2014 年第五名，2013 年第四名。 

赵越，工程硕士，厦门大学经济学学士，3 年多元化央企战略研究与分析经验，2016 年进入国海证券，从事环保行业

及上市公司研究。 

任春阳，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硕士，1 年证券行业经验，2016 年进入国海证券，从事环保行业上市公司研究。  

【分析师承诺】 

 
赵越、谭倩，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

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

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国海证券投资评级标准】 

行业投资评级 

推荐：行业基本面向好，行业指数领先沪深 300 指数； 

中性：行业基本面稳定，行业指数跟随沪深 300 指数； 

回避：行业基本面向淡，行业指数落后沪深 300 指数。 

股票投资评级 

买入：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 20%以上； 

增持：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卖出：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 10%以上。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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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在决定投资前，如有需要，投资者务必向本公司或其他专业人士咨询并谨慎决策。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

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务必注意，其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本公司

员工或者关联机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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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

亦不为该机构之客户因使用本报告或报告所载内容引起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郑重声明】 

本报告版权归国海证券所有。未经本公司的明确书面特别授权或协议约定，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任何人不得对本报

告的任何内容进行发布、复制、编辑、改编、转载、播放、展示或以其他任何方式非法使用本报告的部分或者全部内

容，否则均构成对本公司版权的侵害，本公司有权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