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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及公用事业周报（2019.5.13-2019.5.19） 

第二轮环保督查正式开启，无废城市试点助推固废板块 

■第二轮环保督查正式开启，无废城市试点助推固废板块。近日，生态环境

部加急印发《关于开展 2019 年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强化监督（第一轮）工作

的通知》，文件涉及全国 25 个省和直辖市，涉及 7个专项内容，并且以加

急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相关部门，意味着新一轮生态环境督查的到来。本轮

环保督查涉及城市黑臭水体治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清废行动、打击洋垃

圾进口、长江三磷整治、斯德哥尔摩公约和汞公约履约和信访线索等 7 个专

项内容。本轮环保督查重点聚焦水环境和大固废。在水环境领域，抽查三磷

企业的污染治理情况；大固废领域更是提及抽查涉及斯德哥尔摩公约和水俣

公约履约类企业环境管理情况。此番环保督查的开启，叠加污染排放提标改

造，利好污水处理板块，建议关注水处理领域标的【博世科】【国祯环保】

【碧水源】，以及监测板块的龙头【聚光科技】【先河环保】。5月 13 日，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在深圳宣布启动，深圳市、包头市以及河北雄安新区

等“11+5”个城市将率先探路，为“无废城市”在全国推广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建设模式。根据生态环境部公开的《“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试

行）》，“无废城市”应当以固体废物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为核心，在固体

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最终处臵、保障能力、群众获得五个方面达标，

有利于进一步打开固废处理市场。5 月 16 日，辽宁省安委会下发通知，决

定从即日起到 7 月 10 日，对全省 33 家化工园区及园区内化工企业开展安

全生产专项检查，切实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这也是

即江苏、山东等省份之后又一开展化工企业整治的省份，利好危废处理和土

壤需求的释放。综合来看，第二轮环保督查倒逼需求释放，叠加园区的搬迁

整治将带来危废处臵率提升及土壤修复需求增长，以及无废城市试点加速固

废产业链发展，大固废板块将持续保持高景气度。建议关注固废板块的垃圾

焚烧发电运营标的【旺能环境】【瀚蓝环境】以及关注土壤、危废类标的【高

能环境】【理工环科】【东江环保】。 

■4 月发电量增速大幅下降，第二批四项降电价措施出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2019 年 4 月份全国实现发电量 544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8%。其中，火

电发电量 3886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0.2%；水电发电量 829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8.2%。2019 年 1-4 月份全国绝对发电量 2219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1%。

其中，全国火电发电量 1655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水电发电量 2987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3.7%。为落实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

降低 10%的要求，近日国家发改委出台了第二批四项降电价措施。《关于降低

一般工商业电价的通知》明确，除市场化交易电量外，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征收标准降低 50%形成的降价空间，将全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国家发

改委要求，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要抓紧研究提出利用上述降价空间相

应降低当地一般工商业电价的具体方案，按照程序于 5 月底前发文，于 7 月 1

日正式实施。结合增值税从 16%下调至 13%，今年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对发电

企业的影响较小，发电企业主要通过参与市场价交易来落实降电价任务，同时

火电行业亏损比例较高（约为 50%），上网电价下调的可能性较小。煤炭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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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改革彰显成效，政策出台系列措施促使煤价逐步回归绿色合理区间。从煤炭

供需基本面看，目前电煤库存处高位，铁路运价运量均有望改善，同时核电水

电对火电出力带来一定挤压，煤价正处于中长期下行通道。预计 2019 年全社会

用电量保持中速增长，存量火电机组的利用效率提升。建议重点关注电力龙头

【华能国际】【华电国际】【国电电力】和二线火电龙头【长源电力】。近日

三峡水利发布公告，其股东新华发电成为长电资本（长江电力全资子公司）的

一致行动人，长江电力成为三峡水利的控股股东，着力打造配售电平台，利好

【长江电力】和【三峡水利】，建议重点关注。 

■终端配气环节渐趋规范，利好天然气产业长远发展：近日，国家发改委下发

《关于规范城镇燃气工程安装收费的指导意见》，对天然气中游管输的“最后

一公里”做出了明确规范。《意见》明确了城镇燃气工程安装费的定义及内涵，

并特别说明收费范围仅限于建筑区划红线内产权属于用户的资产。红线外市政

管网及其到建筑区划红线的管网，有城镇燃气企业建设，通过配气价格回收投

资及获得合理收益。同时，对于相关收费标准，规定成本利润率不得超过 10%，

现行收费过高的应及时降低。《意见》规定，城镇燃气配气收费严格按照红线

标准，费用范围仅涉及红线内相关服务及材料费用，对于红线外相关费用一律

取消。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当前配气环节收费乱象的问题得到解决，涉及中游

管输各个环节的相关制度标准愈发完善。短期来看，接驳费的取消可能会对城

镇燃气企业的收入造成一定冲击，但从长远来看，这更有利于整个下游配气环

节规范、健康的长远发展。毕竟接驳费用属一次性收取，目前随着我国城市气

化率的不断提高，以及城市房产市场的饱和，这都将会使得城镇燃气企业发展

新用户、收取接驳费收入的源泉枯竭 ,导致接驳费收入增长的缓慢和停滞。同时，

接驳费用本身并无实质性服务内容，收费乱象丛生，这不利于下游天然气推广

利用。同时，国家管网公司和中俄管线均有望于今年取得积极进展，直接影响

产业链上下游的议价能力和竞争格局，利好天然气产业链发展。看好拥有气源

优势的企业和中石油调价影响小的城燃公司。建议重点关注收购亚美能源的【新

天然气】和煤层气龙头【蓝焰控股】。 

■投资组合：【长江电力】+【旺能环境】+【先河环保】+【聚光科技】+

【新天然气】+【长源电力】+【华能国际】+【华电国际】。 

 

■风险提示：项目推进不及预期；煤价持续高位运行，电价下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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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核心观点 

1.1. 第二轮环保督查正式开启，无废城市试点助推固废板块 

第二轮环保督查正式开启，无废城市试点助推固废板块。近日，生态环境部加急印发《关

于开展 2019 年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强化监督（第一轮）工作的通知》，文件涉及全国 25 个省

和直辖市，涉及 7 个专项内容，并且以加急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相关部门，意味着新一轮生

态环境督查的到来。本轮环保督查涉及城市黑臭水体治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清废行动、

打击洋垃圾进口、长江三磷整治、斯德哥尔摩公约和汞公约履约和信访线索等 7 个专项内容。

本轮环保督查重点聚焦水环境和大固废。在水环境领域，抽查三磷企业的污染治理情况；大

固废领域更是提及抽查涉及斯德哥尔摩公约和水俣公约履约类企业环境管理情况。此番环保

督查的开启，叠加污染排放提标改造，利好污水处理板块，建议关注水处理领域标的【博世

科】【国祯环保】【碧水源】，以及监测板块的龙头【聚光科技】【先河环保】。5 月 13

日，“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在深圳宣布启动，深圳市、包头市以及河北雄安新区等“11+5”

个城市将率先探路，为“无废城市”在全国推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根据生态

环境部公开的《“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试行）》，“无废城市”应当以固体废物减量

化和资源化利用为核心，在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最终处臵、保障能力、群众获

得五个方面达标，有利于进一步打开固废处理市场。5 月 16 日，辽宁省安委会下发通知，决

定从即日起到 7 月 10 日，对全省 33 家化工园区及园区内化工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切实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这也是即江苏、山东等省份之后又一开展

化工企业整治的省份，利好危废处理和土壤需求的释放。综合来看，第二轮环保督查倒逼需

求释放，叠加园区的搬迁整治将带来危废处臵率提升及土壤修复需求增长，以及无废城市试

点加速固废产业链发展，大固废板块将持续保持高景气度。建议关注固废板块的垃圾焚烧发

电运营标的【旺能环境】【瀚蓝环境】以及关注土壤、危废类标的【高能环境】【理工环科】

【东江环保】。 

 

1.2. 4 月发电量增速大幅下降，第二批四项降电价措施出台 

4 月发电量增速大幅下降，第二批四项降电价措施出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

4 月份全国实现发电量 544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8%。其中，火电发电量 3886 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 0.2%；水电发电量 82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8.2%。2019 年 1-4 月份全国绝对发

电量 2219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1%。其中，全国火电发电量 1655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水电发电量 298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7%。为落实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一般工商

业平均电价再降低 10%的要求，近日国家发改委出台了第二批四项降电价措施。《关于降低

一般工商业电价的通知》明确，除市场化交易电量外，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标准降低

50%形成的降价空间，将全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国家发改委要求，各省（区、市）

价格主管部门要抓紧研究提出利用上述降价空间相应降低当地一般工商业电价的具体方案，

按照程序于 5 月底前发文，于 7 月 1 日正式实施。结合增值税从 16%下调至 13%，今年降

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对发电企业的影响较小，发电企业主要通过参与市场价交易来落实降电价

任务，同时火电行业亏损比例较高（约为 50%），上网电价下调的可能性较小。煤炭供给侧

改革彰显成效，政策出台系列措施促使煤价逐步回归绿色合理区间。从煤炭供需基本面看，

目前电煤库存处高位，铁路运价运量均有望改善，同时核电水电对火电出力带来一定挤压，

煤价正处于中长期下行通道。预计 2019 年全社会用电量保持中速增长，存量火电机组的利

用效率提升。建议重点关注电力龙头【华能国际】【华电国际】【国电电力】和二线火电龙

头【长源电力】。近日三峡水利发布公告，其股东新华发电成为长电资本（长江电力全资子

公司）的一致行动人，长江电力成为三峡水利的控股股东，着力打造配售电平台，利好【长

江电力】和【三峡水利】，建议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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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终端配气环节渐趋规范，利好天然气产业长远发展 

终端配气环节渐趋规范，利好天然气产业长远发展：近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规范

城镇燃气工程安装收费的指导意见》，对天然气中游管输的“最后一公里”做出了明确规范。

《意见》明确了城镇燃气工程安装费的定义及内涵，并特别说明收费范围仅限于建筑区划红

线内产权属于用户的资产。红线外市政管网及其到建筑区划红线的管网，有城镇燃气企业建

设，通过配气价格回收投资及获得合理收益。同时，对于相关收费标准，规定成本利润率不

得超过 10%，现行收费过高的应及时降低。《意见》规定，城镇燃气配气收费严格按照红线

标准，费用范围仅涉及红线内相关服务及材料费用，对于红线外相关费用一律取消。这在很

大程度上使得当前配气环节收费乱象的问题得到解决，涉及中游管输各个环节的相关制度标

准愈发完善。短期来看，接驳费的取消可能会对城镇燃气企业的收入造成一定冲击，但从长

远来看，这更有利于整个下游配气环节规范、健康的长远发展。毕竟接驳费用属一次性收取，

目前随着我国城市气化率的不断提高，以及城市房产市场的饱和，这都将会使得城镇燃气企

业发展新用户、收取接驳费收入的源泉枯竭 ,导致接驳费收入增长的缓慢和停滞。同时，接

驳费用本身并无实质性服务内容，收费乱象丛生，这不利于下游天然气推广利用。同时，国

家管网公司和中俄管线均有望于今年取得积极进展，直接影响产业链上下游的议价能力和竞

争格局，利好天然气产业链发展。看好拥有气源优势的企业和中石油调价影响小的城燃公司。

建议重点关注收购亚美能源的【新天然气】和煤层气龙头【蓝焰控股】。 

1.4. 投资组合 

【旺能环境】+【新天然气】+【先河环保】+【三峡水利】+【聚光科技】+【长源电力】

+【华能国际】+【华电国际】。 

表 1：投资组合 PE和 EPS 

 EPS(元）  PE 

年份  2019E 2020E 2021E 2019E 2020E 2021E 

旺能环境  0.97 1.25 1.58 16.13 12.52 9.91 

聚光科技  1.75 2.2 2.9 12.95 10.30 7.81 

先河环保  0.63 0.78 0.89 12.97 10.47 9.18 

绿茵生态  1.36 1.8 2.45 14.54 10.98 8.07 

长源电力  0.5 0.664 0.82 9.96 7.50 6.07 

三峡水利  0.27 0.36 0.4 30.0  22.5  20.5  

华能国际  0.31 0.49 0.61 19.81 12.53 10.07 

华电国际  0.287 0.4 0.51 13.14 9.43 7.39 

新天然气  2.95 3.7 4.6 12.33 9.83 7.90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预测 

2. 行业要闻 

2.1. 全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 

5 月 9 日至 10 日，生态环境部组织召开全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生态环境部

部长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用新体制凝聚新优势，用新思路谋划新突破，在新

起点上奋力开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新局面，努力建成“水清、岸绿、滩净、湾美、物丰、人

和”的美丽海洋。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

期，也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期，生态

环境系统要把握好多方共治、生态用海、陆海统筹、质量改善等“四大原则”，着力抓好体

系、治理、监管、能力、协作五项工作。 

信息来源：https://0x9.me/hYK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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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浙江省出台美丽河湖建设行动方案 

浙江省水利厅、省治水办（河长办）联合印发《浙江省美丽河湖建设行动方案（2019-2022

年）》，以实现全域美丽河湖为目标，全力实施“百江千河万溪水美”工程。《方案》提出，

今后三年，浙江省将全域推进“百江千河万溪水美”工程，实现大美格局。推进“污水零直

排区”建设提升，全面推进截污纳管，建立完善长效运维机制；推进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提升，

建立健全城乡饮用水水源地“一源一策”管理机制；美丽河湖建设区内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

面达标等举措。 

信息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19-05/12/content_5390809.htm 

 

2.3.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有序推进光伏发展 实现可再

生能源规模化应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通

知要求加快推进昌江核电二期，有序发展光伏发电、风电等新能源，推进海洋能发电示范。

推动清洁低碳能源优先上网，拓宽清洁能源消纳渠道。结合智能电网升级改造、现代农村电

网建设、微电网示范建设、蓄能供冷等新型储能技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应用。到 2020

年，试验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025 年，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到 2035 年，

生态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海南成为展示美丽中国建设的靓丽名片。 

信息来源：http://guangfu.bjx.com.cn/news/20190513/979965.shtml  

 

2.4. 湖南：确保全省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明显好转 

湖南省河委会日前发布 2019 年实施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要点，要求确保全省重要江河湖

泊水功能区水质明显好转，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达 88.3%以上，湘资沅澧四水干流及一

级支流出境断面水质总体为优。要点要求，完成编制“一河(湖)一档”“一河(湖)一策”，全面摸

清省、市、县、乡河湖底数;推进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上河流及常年水面面积在 1 平方公

里以上湖泊划界，全力推进水利工程划界;补齐基层河长制湖长制短板，着重解决组织体系、

责任落实、人员力量、经费投入等方面问题，打通河长制湖长制落地“最后一公里”。 

信息来源：http://hunan.voc.com.cn/article/201905/201905130615487383.html  

 

2.5. 生态环境部：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5 月 13 日，生态环境部会同“无废城市”建设试点部际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在广东省深圳市

全面部署“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有关负责人指出，试点城市要通过找准自身定位和改革

方向，合理确定试点路径和任务，加强制度、技术、市场和监管体系建设等具体实践，形成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模式，为 2021 年后“无废城市”试点次第推开探索路径。要提高行

业企业和公众参与度，营造共建“无废城市”的良好氛围。省、市层面要加大对试点城市支

持力度。 

信息来源：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90514/980336.shtml 

 

2.6. 山东省探索构建废铅蓄电池收集处理体系 回收量 3 年增长 335 倍 

2018 年山东省转移废铅蓄电池 26.72 万吨（其中，跨省转出废铅蓄电池 18.42 万吨，

省内转移废铅蓄电池 8.3 万吨），同比增长 62.93%，是 2015 年的 335.26 倍。山东省生态

环境厅厅长王安德指出，作为铅蓄电池生产和使用大省，要铅蓄电池污染防治作为打好危险

废物治理攻坚战的重要内容，不断完善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监管体系，建立规

范有序的废铅蓄电池收集处理体系。同时，严厉打击涉废铅蓄电池违法犯罪行为，有效遏制

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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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90514/980286.shtml 

 

2.7. 4 月份能源生产情况：天然气和电力生产略有放缓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 月生产天然气 141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7.9%， 1—4 月生产天

然气 581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9.0%。进口天然气 765 万吨，同比增长 12.2%；1—4 月进口

量同比增长 16.4%。发电 544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8%； 1—4 月发电 2.2 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4.1%。分品种看，4 月份火电增速由正转负，水电、核电和太阳能发电快速增长，

风电小幅增长。其中，火电下降 0.2%、水电增长 18.2%、核电增长 28.8%、太阳能发电增

长 13.4%，风电受气象条件限制，增长 1.0%。1—4 月水电、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占

全部发电量的 25.4%，电力生产清洁化趋势明显。 

信息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19-05/15/content_5391782.htm 

 

2.8.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 2020 年起正式施行 

5 月 15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

保障机制的通知》，明确将按省级行政区域确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售电企业和

电力用户协同承担消纳责任。《通知》要求，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对照 2018 年消纳责任权

重开展自我核查，2019 年模拟运行并对市场主体进行试考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

进行监测评价和正式考核。 

信息来源：http://www.ndrc.gov.cn/xwzx/xwfb/201905/t20190515_936199.html 

 

2.9. 《世界能源投资报告 2019》发布：中国 2018 年能源投资全球最高 

国际能源署 14 日发布的《世界能源投资报告 2019》显示，2018 年全球能源投资总额

超过 1.8 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的能源投资额居全球首位。2018 年，中国能源投资总额达 3810

亿美元，比美国多 300 亿美元。2018 年全球能源投资结束了连续 3 年负增长，全球范围内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方面的资本支出出现反弹，对可再生能源等的投资停滞不前。另外，电

力行业连续第 3 年吸引的投资超过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信息来源：http://news.bjx.com.cn/html/20190516/980739.shtml 

 

2.10. 2019 年第二批降电价措施重磅来袭 7 月 1 日起实施 

5 月 15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通知》，明确了四项措施。首

先，除市场化交易电量外，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标准降低 50%形成的降价空间，将全

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其次，将适当延长电网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将电网企业固

定资产平均折旧率降低 0.5 个百分点。增值税税率和固定资产平均折旧率降低后，重新核定

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第三，因增值税税率降低到 13%，省内水电企业非市场化交易

电量、跨省跨区外来水电和核电企业（三代核电机组除外）非市场化交易电量形成的降价空

间，也将全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第四，积极扩大一般工商业用户参与电力市场化交

易的规模，通过市场机制进一步降低用电成本。 

信息来源：http://jgs.ndrc.gov.cn/zcfg/201905/t20190515_936210.html  

 

2.11. 海南：加快建设以核电为主要能源的清洁能源岛 

5 月 15 日和 16 日下午，海南省省长沈晓明深入澄迈、乐东、海口等市县调研电网基础

设施建设，并在海南电网公司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电网提质升级工作。沈晓明指出，

建设清洁能源岛，以核电为主要电源、气电为调峰电源，构建无化石能源消耗的清洁能源供

应体系；通过实施智能化电网项目，促进电网水平整体提升，建设智能电网示范省。建立健

全电网提质升级工作机制，把实施方案具体化、清单化、项目化，积极争取各方面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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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多种融资渠道。加快研究洋浦能源保障体系，加快推进昌江核电二期和万宁气电项目。

优化电网项目建设审批程序，实现极简审批。加快推动电动汽车充电桩建设。 

信息来源：http://news.bjx.com.cn/html/20190517/980992.shtml 

 

2.12. 中国煤电超低排放机组已超 8 亿千瓦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在 16 日召开的 2019 清洁电力国际工程科技高端论坛上表示，我

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清洁高效煤电系统，煤电超低排放机组超过 8 亿千瓦，排放标准

世界领先。目前我国清洁电力发展规模已领跑全球，结构不断优化。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

比约 40%，发电量占比接近 30%。章建华指出，我们将推动建立清洁能源消纳长效机制，

力争到 2020 年基本解决弃水、弃风、弃光的问题，最终实现到 2020 年和 2030 年非化石能

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为 15%和 20%、到 2050 年清洁能源成为主体能源的总体目标。 

信息来源：http://www.chinanews.com/ny/2019/05-17/8839061.shtml 

 

3. 上周行业走势 

上周上证综指下跌 1.94%，创业板指数下跌 3.59%，公用事业与环保指数下跌 2.48%。

环保板块中，水处理板块下跌 4.6%，大气治理板块下跌 1.43%，固废板块下跌 3.1%，环境

监测板块下跌 3.32%，集中供热板块下跌 8.56%；电力板块中，火电板块下跌 3.44%，水电

板块下跌 0.34%，清洁能源发电板块下跌 3.77%，地方电网板块下跌 2.42%，燃气板块下跌

2.73%；水务板块下跌 0.95%。 

 

图 1：各行业上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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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环保及公用事业各板块上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Choice 

 

图 3：电力燃气上周上涨企业  图 4：水务环保上周涨幅前十 

 

 

 

资料来源：Choice  资料来源：Choice 

图 5：电力燃气上周跌幅前十  图 6：水务环保上周跌幅前十 

 

 

 

资料来源：Choice  资料来源：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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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电力燃气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为天富能源，闽东电力，新疆浩源，中闽能源，

川投能源，长江电力；跌幅靠前的分别为华能国际，岷江水电，惠恒运 A，甘肃电投，霞客

环保，中天能源，东方能源，梅雁吉祥，深南电 A，金鸿控股。水务环保板块，涨幅靠前的

分别为三川智慧，中金环境，中再资环，科达洁能，宝馨科技，伟明环保，长青集团，*ST

菲达达，南方汇通，中山公用。；跌幅靠前的有*ST 科林，*ST 节能，盛运环保，哈投股份，

联美控股，兴源环境，雪浪环境，三聚环保，*ST 云投，渤海股份。 

4. 上市公司动态 

4.1. 重要公告 

表 2：项目(预）中标 签约 框架协议 
代码  简称  公告时间  公告名称 具体内容  

601985.SH 中国核电 5 月 13日 

关于公司子公司与俄

罗斯原子能建设出口

股份有限公司拟签署

重大项目合同的公告 

公司子公司辽宁核电、中核苏能会同原子能公司，拟于

近期与俄罗斯原子能建设出口公司签订《徐大堡核电站

3、4 号机组总合同》，合同金额为 17.02 亿美元。 

300190.SZ 维尔利 5 月 14日 

关于签订生物质天然

气项目合作协议的公

告 

公司与中广核节能、全资子公司杭能环境就有关生物质

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的合作签订了《突泉农业废弃物产

天然气项目合作协议》，本项目预计总投资暂估为

31400 万元，总体规划为日产 3.84万方生物天然气。 

600874.SH 创业环保 5 月 15日 中标公告 

公司中标酒泉市肃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PPP）模式建设酒泉市肃州区第一、第二污

水处理厂项目，总金额约 5.94亿元。 

603568.SH 伟明环保 5 月 16日 

关于对外投资并签署

闽清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

议的公告 

公司下属子公司闽清公司与闽清县住建局签署《闽清县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PPP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主要

处理闽清县生活垃圾，总规模为 600 吨/日，分两期实

施，其中一期规模为 300 吨/日，二期规模为 300 吨/日。

总投资约为人民币 2.41 亿元。该项目采用 BOT 的合作

模式，合作期为 30 年（含建设期）。 

000027.SZ 深圳能源 5 月 16日 
关于项目中标的提示

性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能源环保中标河北省威县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权项目,中标价格：70.80元/

吨; .项目总规模：2000 吨/日; 特许经营权期限：30年

（建设期为自签订合同后至 2020年 12 月 30 日）。 

002616.SZ 长青集团 5 月 16日 

关于宾县长青生物质

热电联产项目获得核

准的公告 

公司子公司宾县生物质收到黑龙江发展改革委下发的

《关于宾县长青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核准的批复》，同

意建设宾县长青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项目总投资

42658 万元。 

603797.SH 联泰环保 5 月 17日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

嘉禾县黑臭水体整治

及配套设施建设 PPP

项目合同的进展公告 

2019 年 5 月 10 日，嘉禾住建局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嘉禾

环境正式签订《嘉禾县黑臭水体整治及配套设施建设

PPP项目合同》，项目合同于 5 月 16 日经嘉禾县政府

备案生效。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表 3：兼并收购&资产重组&股权变动 
代码  简称  公告时间 公告名称  具体内容  

600795.SH 国电电力 5 月 13 日 
关于出售资产进展情

况的公告 

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宁夏太

阳能有限宁夏太阳能 100%股权和债权及子公司北京

国电电力拟转让的所持有石嘴山一法 60%股权和债

权，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将按照国资监管规定降价后

重新挂牌转让。 

600526.SH *ST 菲达 5 月 14 日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

公司的公告 

公司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菲达运输。吸收合并完成

后，本公司存续经营，公司名称及注册资本不变，菲达

运输独立法人资格注销。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600526.SH *ST 菲达 5 月 15 日 
关于控制权变更的提

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巨化集团正在筹划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权无偿划转事项，拟划转对象为浙江省内国资公司，预

计该事项可能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目前该事

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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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股东减持 
代码  简称  公告时间  公告名称  具体内容  

603393.SH 新天然气 5 月 13 日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

份的实施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乐旻已减持 10.0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0625%），减持后持有公司 791.9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9492%）。 

000605.SZ 渤海股份 5 月 15 日 

关于持股 5%以上的

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

公告 

泰达控股计划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不

超过 1763.29 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5%，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进行。 

601985.SH 中国核电 5 月 15 日 

关于债券持有人减持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公告 

中核集团从 5 月 10 日至 5月 15 日，通累计减持核能

转债 780 万张，占发行总量的 10%。本次减持后，中

核集团仍持有核能转债 4620 万张，占发行总量的

59.23%。 

603393.SH 新天然气 5 月 15 日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

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乐旻已减持 19.9965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0.1250%），减持后持有公司 781.88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8868%）。 

600758.SH 红阳能源 5 月 16 日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 

一致行动人锦天投资、锦瑞投资、锦强投资拟自减持计

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减持红阳能源股份不超过 2644.03 万股，

即不超过总股本的 2%，且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

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600856.SH 中天能源 5 月 17 日 
关于持股 5%以上股

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奇力资本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减持

区间已届满，2018-11-19至 2019-5-18期间，奇力资

本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365.77 万股，占

公司股分总数的 1%，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表 5：股东增持&股权激励&股份回购 
代码  简称   公告日期  公告名称  公告内容  

600963.SH 岳阳林纸 5 月 17 日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12000万元（含）且不超过 24000

万元（含）；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回购股份

价格：不超过 6 元/股（含）；回购用途：股权激励。

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预案之日

起 6 个月内。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表 6：股权增发&债权融资&其他融资 

代码  简称  公告时间 公告名称 具体内容  

300422.SZ 博世科 5 月 13 日 
关于公开增发 A 股股

票的方案 

本次发行为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增发，股份数量为不超过

7000 万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71000 万元（含发

行费用），计划投资于北部湾项目、湖南基地建设项目及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8.SH 首创股份 5 月 13 日 

关于 2019 年度第二

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

结果公告 

2019 年 5月 9 日，公司完成 2019 年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的发行，发行金额 5 亿元，票面利率 3.15%。 

600011.SH 华能国际 5 月 13 日 
关于超短期融资券发

行的公告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华能国际 2019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

资券的发行。发行额 50亿元人民币，期限 180 天，单位

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 2.30%。 

601016.SH 节能风电 5 月 13 日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预案 

公司拟向包括中国节能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8.31 亿股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

易。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8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投

资建设阳江南鹏岛海上风电项目、德令哈风电项目、达茂

旗百灵庙风电供热项目、定边胶泥崾先风电场项目以及补

充流动资金。 

600864.SH 哈投股份 5 月 16 日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19 年次级债券(第

一期)发行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海证券将于近日非公开发行 2019 年次

级债券（第一期），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不超过 5亿元、

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亿元），票面利率询价

区间：4.5%-5.5%，网下发行时间：2019-5-21 至 22。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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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股权质押&担保 
代码  简称  公告时间 公告名称  具体内容  

002015.SZ 霞客环保 5 月 15 日 
关于大股东股份质押

的公告 

公司第一大股东协鑫创展质押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6465.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13%。质押开始日

期：2019-5-14.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75%。 

600979.SH 广安爱众 5 月 15 日 

关于公司股东大耀实

业所持公司股份质押

的公告 

大耀实业于 2019年 5月 15日在长江证券质押所持有

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000万股，初始交易日：

2019-5-15；回购交易日：2021-5-14；占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总数的 10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38%。 

000546.SZ 金圆股份 5 月 16 日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

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金圆控股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总数为 1735 万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 2.43%。截至目前，金圆控股质押 15308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21.42%。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表 8：停牌&复牌 
代码  股票名称 公告日期  公告名称  公告内容  

000939.SZ *ST 凯迪 5 月 12 日 
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

市的公告 

暂停上市日期：2019-05-13，原因：最近一期年度报

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核意见。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表 9：权益分派  

代码  简称  公告时间 公告名称 具体内容  

600963.SH 岳阳林纸 5 月 12 日 
2018 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 

分配方案：10 派 0.27 元(含税,扣税后 0.243元)；股权登

记日：2019-05-17；除权除息日：2019-05-20；派息日：

2019-05-20。 

603200.SH 上海洗霸 5 月 13 日 
2018 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 

每股现金红利：0.33 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 0.35 股（含

税）；股权登记日：2019-5-21；除权（息）日：2019-5-22；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9-5-22；新增流通股上市日：

2019-5-23。 

002658.SZ 雪迪龙 5 月 14 日 
2018 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 

每股现金红利：1.00 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 0 股；股

权登记日：2019-5-22；除权（息）日：2019-5-23；现金

红利发放日：2019-5-23。 

603588.SH 高能环境 5 月 15 日 
2018 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353.38 万元。股权登记日：2019-5-22；除权（息）日：

2019-5-23；现金红利发放日：2019-5-23。 

601368.SH 绿城水务 5 月 16 日 
2018 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4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8388.24 万元。股权登记日：2019-5-23；除权（息）日：

2019-5-24；现金红利发放日：2019-5-24。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表 10：其他 
代码  股票名称 公告日期 公告名称  公告内容  

300425.SZ 环能科技 5月12日  

关于 2017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60人。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为 159.8 万股，占总股本的 0.24%。实际可

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数量为 153.1万股，占总股本的

0.23%。限售股份上市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15 日。 

600187.SH 国中水务 5月13日  民事诉讼进展公告 

案件：黑龙江宇华担保追债权纠纷案；所处诉讼阶段：

收到二审开庭传票；上市公司所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

涉案金额：人民币 2170.3万元及利息。 

300190.SZ 维尔利 5月14日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

资公司的公告 

公司将与中广核节能投资设立合资公司，负责突泉农业

废弃物产天然气项目的投资、建设与运营。中广核节能

出资 6594.7 万元,持有突泉生物能源 70%的股权；维尔

利出资 2826.3 万元，持有突泉生物能源 30%的股权。 

300266.SZ 兴源环境 5月14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

示性公告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为 4242.4万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2.71%；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792.1 万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0.51%。上市流通日：201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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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91.SZ 太阳能 5月14日  
关于按期收回理财产

品本金和收益的公告 

近日公司赎回理财产品兴业金雪球-优先 2 号人民币

1000 万元，本金已到账,年化收益率约 2.6%，收益将

于 5 月 21 日左右到账。 

002499.SZ *ST 科林 5月17日  
关于累计诉讼情况的

进展公告 

近期新增诉讼、仲裁事项共计 2037.91 万元，截止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

讼（在诉）金额合计为 15404.58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净资产的 77.06%。 

600167.SH 联美控股 5月17日  
关于投资信托计划到

期赎回的公告 

5 月 17日公司赎回信天翁 41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剩

余份额 35590 万元及信托收益 1226.64万元，年化收

益率 8.5%。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4.2. 定向增发 

表 11：环保公用上市公司增发情况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增发进度  增发上市日  增发价格（元） 增发数量（万股） 增发募集资金（ 亿元） 

600642.SH 申能股份 证监会核准   36000.00 - 

000600.SZ 建投能源 股东大会通过  5.21 20138.45 - 

002340.SZ 格林美 股东大会通过   83018.52 - 

603603.SH 博天环境 股东大会通过   6000.00 - 

600744.SH 华银电力 股东大会通过   35622.49 - 

600499.SH 科达洁能 股东大会通过   31544.11 - 

600131.SH 岷江水电 董事会预案  5.61  - 

600163.SH 中闽能源 董事会预案  3.39  - 

600116.SH 三峡水利 董事会预案  7.42  - 

601016.SH 节能风电 董事会预案   83111.20 - 

300422.SZ 博世科 董事会预案   7000.00 - 

000958.SZ 东方能源 董事会预案  3.58 412011.17 - 

603603.SH 博天环境 证监会核准  19.03 1050.97 - 

000543.SZ 皖能电力 证监会核准  4.87 47255.39 - 

002015.SZ 霞客环保 证监会核准  4.62 95175.75 - 

600982.SH 宁波热电 证监会核准  3.42 33320.86 - 

600310.SH 桂东电力 股东大会通过   16555.50 - 

002672.SZ 东江环保 股东大会通过   17743.04 - 

600461.SH 洪城水业 股东大会通过   15791.87 - 

300388.SZ 国祯环保 发审委通过   10979.00 - 

601368.SH 绿城水务 发审委通过   14716.22 - 

300072.SZ 三聚环保 董事会预案   36161.60 - 

600008.SH 首创股份 实施 2018-11-14 3.11 86483.41 26.90 

600011.SH 华能国际 实施 2018-10-15 6.55 49770.99 32.60 

002340.SZ 格林美 实施 2018-09-13 5.46 33626.37 18.36 

000301.SZ 东方盛虹 实施 2018-09-03 4.53 281081.68 127.33 

600021.SH 上海电力 实施 2018-08-24 6.52 20750.70 13.53 

002479.SZ 富春环保 实施 2018-04-23 8.00 9775.00 7.82 

601991.SH 大唐发电 实施 2018-03-23 3.47 240172.91 83.34 

300334.SZ 津膜科技 实施 2018-03-08 12.93 460.94 0.60 

000967.SZ 盈峰环境 实施 2018-01-03 8.53 7385.70 6.30 

300362.SZ 天翔环境 证监会核准  13.43 12658.23 - 

300385.SZ 雪浪环境 实施 2017-12-14 29.60 1013.51 3.00 

603686.SH 龙马环卫 实施 2017-12-07 27.11 2692.10 7.30 

600021.SH 上海电力 实施 2017-12-07 9.91 26991.79 26.75 

600499.SH 科达洁能 实施 2017-11-30 7.24 16574.14 12.00 

000993.SZ 闽东电力 实施 2017-11-29 8.24 8495.15 7.00 

600681.SH 百川能源 实施 2017-11-20 13.05 6735.63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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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266.SZ 兴源环境 实施 2017-11-17 21.29 2583.37 5.50 

000720.SZ 新能泰山 实施 2017-11-09 5.70 42619.10 24.29 

600509.SH 天富能源 实施 2017-11-09 6.89 24571.84 16.93 

000826.SZ 启迪桑德 实施 2017-08-18 27.39 16754.44 45.89 

600856.SH 中天能源 实施 2017-08-07 9.90 23232.32 23.00 

000035.SZ 中国天楹 实施 2017-07-26 6.60 11296.37 7.46 

600333.SH 长春燃气 实施 2017-07-07 6.62 7941.09 5.26 

000925.SZ 众合科技 实施 2017-07-06 15.95 2984.33 4.76 

600475.SH 华光股份 实施 2017-06-30 13.84 1549.31 2.14 

300190.SZ 维尔利 实施 2017-06-27 15.85 4416.40 7.00 

600963.SH 岳阳林纸 实施 2017-05-17 6.46 35457.40 22.91 

600167.SH 联美控股 实施 2017-05-12 19.36 19989.67 38.70 

001896.SZ 豫能控股 实施 2017-04-27 9.30 7424.34 6.90 

000968.SZ 蓝焰控股 实施 2017-04-24 6.90 19088.55 13.17 

600217.SH 中再资环 实施 2017-04-21 6.63 6974.90 4.62 

600578.SH 京能电力 实施 2017-04-07 4.18 71770.33 30.00 

600187.SH 国中水务 实施 2017-03-02 4.80 19831.09 9.52 

000605.SZ 渤海股份 实施 2017-02-08 15.75 5690.79 8.96 

000767.SZ 漳泽电力 实施 2017-01-23 3.62 82320.44 29.80 

300056.SZ 三维丝 实施 2017-01-20 17.71 1129.31 2.00 

300332.SZ 天壕环境 实施 2017-01-19 8.24 6361.15 5.24 

000862.SZ 银星能源 实施 2017-01-18 7.03 16699.36 11.74 

300425.SZ 环能科技 实施 2017-01-17 32.03 543.92 1.74 

300152.SZ 科融环境 股东大会通过   10000.00 - 

000692.SZ 惠天热电 董事会预案   33500.00 - 

000875.SZ 吉电股份 实施 2017-01-04 5.60 68570.18 38.40 

000939.SZ *ST 凯迪 实施 2016-12-02 9.30 45750.54 42.55 

002310.SZ 东方园林 实施 2016-11-11 13.94 7521.52 10.48 

300422.SZ 博世科 实施 2016-11-02 36.20 1519.34 5.50 

000820.SZ *ST 节能 实施 2016-10-24 9.29 34941.05 32.46 

300262.SZ 巴安水务 实施 2016-10-10 16.48 7281.55 12.00 

600864.SH 哈投股份 实施 2016-09-30 9.43 53022.27 50.00 

000544.SZ 中原环保 实施 2016-09-26 14.59 7830.71 11.42 

000591.SZ 太阳能 实施 2016-06-28 13.00 36584.84 47.56 

000593.SZ 大通燃气 实施 2016-06-08 7.18 7869.08 5.65 

600167.SH 联美控股 实施 2016-06-06 10.13 46914.93 47.52 

300190.SZ 维尔利 实施 2016-05-27 19.00 6000.00 11.40 

600461.SH 洪城水业 实施 2016-05-12 10.52 4982.41 5.24 

300266.SZ 兴源环境 实施 2016-05-09 34.50 1920.58 6.63 

600979.SH 广安爱众 实施 2016-05-06 6.67 23000.00 15.34 

300055.SZ 万邦达 实施 2016-05-04 18.23 13000.00 23.70 

000690.SZ 宝新能源 实施 2016-04-26 6.90 44927.54 31.00 

000407.SZ 胜利股份 实施 2016-04-20 6.13 10603.59 6.50 

300388.SZ 国祯环保 实施 2016-04-20 20.51 2549.66 5.23 

600900.SH 长江电力 实施 2016-04-13 12.08 350000.00 422.80 

002616.SZ 长青集团 实施 2016-03-31 17.76 1176.80 2.09 

300056.SZ 三维丝 实施 2016-03-31 12.8 4487.45 5.74 

600681.SH 百川能源 实施 2016-03-30 8.32 10500.00 8.74 

000791.SZ 甘肃电投 实施 2016-03-10 7.27 24896.83 18.10 

000899.SZ 赣能股份 实施 2016-02-03 6.56 32900.00 21.58 

300070.SZ 碧水源 实施 2016-02-03 37.41 3000.00 11.22 

300090.SZ 盛运环保 实施 2016-01-21 8.3 26096.39 21.66 

300362.SZ 天翔环境 实施 2016-01-19 26.52 3770.74 10.00 



行业周报/环保及公用事业 

16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000958.SZ 东方能源 实施 2016-01-15 19.19 6774.36 13.00 

600483.SH 福能股份 实施 2016-01-14 9.2 29347.8251 26.99999909 

300335.SZ 迪森股份 实施 2016-01-13 16.3 4601.2269 7.499999847 

601016.SH 节能风电 实施 2015-12-30 10 30000 30 

资料来源：Choice 

 

5. 投资组合推荐逻辑 

【旺能环境】公司项目稳步推进，其中兰溪二期（400 吨/日）、汕头二期（400 吨/日）于 2018

年投产，已投运处理规模增长 7.8%至 2018 年底的 1.1 万吨/日，在建+拟建项目产能 1.4 万

吨/日，在手项目充足，未来业绩释放值得期待。随着炉排炉产能占比逐步提升，公司垃圾焚

烧运营业务整体毛利率有望进入上升通道。此外，公司业务以垃圾焚烧运营为主，BOT 项

目建设期不确认收入。垃圾焚烧作为一种重要的市政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为城市每天正常运

转的必备公共服务，刚需属性强，政府付费周期短，公司现金流表现优秀。2017 年垃圾焚

烧发电上网电价国补占国家再生能源补贴附加比重仅为 5.9%，对国家再生能源补贴附加挤

占比例较小，电价补贴作为推广垃圾焚烧的重要激励手段，政策支持力度有望保持不减。 

 

【绿茵生态】小而美的区域园林生态龙头，订单放量+低杠杆，业绩高增长可期。公司作为 天

津地区生态园林龙头，2019 年年初至今，公司新中标订单合计超过 15 亿元，已超过 2018 

年全年新签订单的两倍。财务稳健负债率低，盈利能力居行业前列。截至 2018 年 9 月底， 

公司偿还了所有有息负债，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余额均为零，未发行任何债券。应付账款及 

应付票据合计 3.14 亿元，占比 14.8%。公司盈利能力强，毛利率和净利率创新高，远超行 

业平均值。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全行业最低，货币资金充足。截至 2018 年 9 月底，公司的

资 产负债率低于 20%，为全行业最低，且没有有息负债。后续可用财务杠杆空间大，有利

于增 强公司业绩弹性。 

 

【长江电力】公司为永久享有长江中上游优质水资源的水电龙头，为全球最大的水电上市公

司，拥有长江中上游优质水电资源，总装机占全国水电装机的 13.3%。据公告，公司拟收购

三峡集团在建水电 2620 万千瓦（预计 2020-2021 年投产），届时水电装机占比将超 20%。

此外，公司承诺，2016-2020 年每年现金分红不低于 0.65 元，2021-2025 年每年现金分红

不低于当年实现净利润的 70%。公司聚焦水电主业，先后举牌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通过对

两者的持股间接控股雅砻江水电，以股权加技术为双纽带为水电梯级联合调度奠定基础。 

 

【长源电力】利用小时数大增和煤价下行助业绩超预期。受益于电力供给侧改革，湖北省近

两年新投产机组有限，电力供需格局改善。2019 年 4 月初至今，湖北省日均用电量同比增

长 14%，水电装机占比高但来水一般，确保火电利用小时数大幅提升。煤价方面，2019 年

一季度煤价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目前电厂高库存，有效保障 Q2、Q3 煤价继续改善。煤价

弹性大，受益于蒙华铁路投产。湖北省煤炭资源贫乏，燃煤主要来自外省长距离运输，燃料

成本居高不下。2019 年全国煤炭供需形势显著好转，蒙华铁路有望于 2019 年底投产，直接

缓解华中地区“采购成本高、运输成本高”的双重难题。积极布局陆上风电业务，打开成长

空间。截至 2018 年底，公司已并网风电项目共有 9.35 万千瓦，其中中华山项目（4.95 万千

瓦）在 2018 年实现净利润 2568 万元，乐城山项目（4.4 万千瓦）于 2018 年 2 月顺利并网

发电。吉阳山项目（5 万千瓦）首批机组有望于 2019 年 6 月底并网发电。中华山二期（4.95

万千瓦）已获核准，力争年底全部投产。 

 

【华能国际】火电龙头盈利有望持续改善。煤炭供给侧改革彰显成效，政策出台系列措施促

使煤价逐步回归绿色合理区间。从煤炭供需基本面看，目前库存处高位，日耗偏低，铁路运

价运量均有望改善，煤价步入中长期下行通道。预计 2019 年全社会用电量保持中速增长，



行业周报/环保及公用事业 

17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存量火电机组的利用效率提升。公司火电占比高，具有煤价高弹性特点，有望受益于煤价下

行。现金流较好，持续性分红有保障。根据公告，公司承诺每年现金分红不少于可分配利润

的 70%且每股派息不低于 0.1 元，去年全年利润基数小，今年利润高增长和高分红可期。同

时，去年下半年参与 A 股定增的机构将在今年逐步解禁，预计股价会趋于合理。新领导入主

华能，大刀阔斧开发盈利较好的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项目。如果得到国网公司的特高压通道

支持，解决风电消纳的后顾之忧。依托公司的低融资成本优势，有望通过自主开发和外延并

购风电项目，将风电打造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华电国际】2017 年底公司控股装机 4918 万 kW，位列五大集团上市公司第二位，公司资

产相对优质，是市场上难得的低 PB+高业绩弹性火电标的。目前公司 PB 低于五大发电集团

其他上市公司，同时，公司业绩弹性较大，有望受益于机组利用小时数稳中有升、市场化交

易电价折价缩窄以及煤价长期下行，盈利和估值均有所改善，业绩复苏趋势和幅度也有望优

于行业平均水平。 

 

【三峡水利】三峡集团成三峡水利控股股东，拟收购联合能源与长兴电力。三峡集团多年增

持三峡水利，并于近日与新华水电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正式成为三峡水利控股股东。三

峡水利发布交易预案，拟发行股份和可转债及支付现金收购联合能源 88.55%的股权，并收

购长兴电力 100%的股权（长兴电力持有联合能源 10.95%的股权）。虽然装入资产的估值

暂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重组交易有助于拓宽三峡水利的购电渠道和扩大配售电规模，

助力三峡集团拓展电力产业链，深度参与配售电业务。此次交易对于三峡水利和三峡集团，

均具有深远意义。增量配电与售电侧改革作为电改重点，有望迎来拐点，电力混改势在必行。

截至目前，新一轮电改已开展四年有余，取得阶段性成果。2019 年作为完成“十三五”规

划目标的攻坚之年，有望突破增量配电和售电侧改革的诸多困难，取得新的突破。重庆市四

网融合是落实混改和电改的重要实践，有望在国内加速推进混改和电改的大背景下，加速实

现项目落地。四网融合打造三峡电网，多方共赢可期。打造三峡电网，有助于打造落实混改

和电改的标杆性项目；有助于重庆市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助于三峡

集团拓展电力产业链，深度参与配售电业务；有助于三峡水利拓宽购电渠道及扩大售电范围，

增强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现多方共赢。三峡集团整合三峡

水利及各地方电网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行为，可以视为三峡集团与重庆市政府共同敲定的混改

方案，是互相选择的结果。三峡集团低价电臵换外购高价电，大幅提升盈利水平。三峡水利

的单位外购电成本在 0.37 元/千瓦时，长江电力送往重庆的落地价 0.29 元/千瓦时，价差 0.08

元/千瓦时。假设三峡水利的外购电量由三峡集团供应，外购电价分别下降 1 分、3 分、5 分

和 7 分，业绩弹性分别为 2.9%、8.8%、14.6%和 20.4%。目前三峡水利、乌江电力、聚龙

电力三网售电量有 60%来自外购。考虑三网均采购三峡集团的低价电，上市公司的业绩将进

一步增厚。同时，两江新区作为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用电量增长潜力大。待四网融

合后，三峡集团的低价电代替四网外购电，公司的盈利水平将实现质的飞跃。 

 

【先河环保】环保税、排污许可制、京津冀大气治理攻坚推进，带动环境监测需求陆续释放。

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有效传导地方政府考核压力，部分省市将监测点位进行下沉，带来增量市

场空间。网格化监测高密度布点，在监控、精准寻找污染源上优势突出，受到地方政府的青

睐。公司作为监测设备和网格化监测的龙头，技术、运营经验优势明显，有望持续受益。 

 

【聚光科技】随着环保税、排污许可制、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京津冀大气治理攻坚等深

入推进，环境监测需求有望持续释放。2018 年 8 月，《生态环境监测质量监督检查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 年）》发布，将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排污单位、运维机构三类主体进

行全面的监督检查。环境监测监管不断加严，监测设备市场景气度有望持续提升。公司作为

监测设备龙头，有望不断受益。 

 



行业周报/环保及公用事业 

18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新天然气】亚美煤层气业务量价齐升，新疆城燃业务稳步推进：2018 年公司要 约收购亚

美后，于 2018 年三季度开始并表。根据亚美能源年报，亚美 能源 2018 年实现利润 4.12 

亿元。潘庄区块作为公司煤层气的主产区， 2018 年的平均销气价格为 1.67 元/方，较 2017 

年的 1.31 元/方上涨了 27.48%。煤层气产量方面，2018 年潘庄区块和马必区块分别产气 

7.05 亿方和 0.97 亿方，同比增长 23.4%和 65.9%。2018 年获得的政府补贴 是 1.87 亿

元，增值税退税是 0.92 亿元。新疆城燃业务方面，公司 2018 年完成天然气销售量 6.50 亿

方，同比增长 17.81%，用户安装户完成 31085 户。2018 年公司天然气销售和入户安装业

务的毛利率分别为 26.54%和 55.65%，分别减少 1.41 和增加 5.81 个百分点，新疆地区

的城 燃业务均保持较高的盈利水平。随着新疆地区煤改气的深入推进，公 司特许经营的 8 

个区县市燃气业务有望取得稳健增长。 

 

6. 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动力煤价上涨，水电来水不及预期，电价下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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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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