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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周报 （20190609-20190615）     维持评级 

专项债可作为重大项目资本金有助于提升市政环保需求    看好 

2019 年 6 月 16 日   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环保行业近一年市场表现  投资要点  

➢ 受习主席对垃圾分类推进工作做出明确指示的影响，上周垃圾分类相

关股票均有较好表现。6 月 10 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做好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允许将专项债券作为符合条件

的重大项目资本金，重点支持铁路、国家高速公路、供电、供气等项目。

生态环保也属于专项债支持的重点领域，《通知》有助于推动市政环保工程

类项目的建设进展，提升市政环保投资需求。 

➢ 行业政策方面，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和农村污染治理仍然是 2019 年环

保工作的重点，我们依然建议关注长江流域的环境修复及其前期带来的监

测需求，建议关注：聚光科技。此外，在垃圾分类方面，随着关注度的提

高，昆明（46 个重点城市之一）也审议通过了《2019 年城乡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方案》，加速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我们建议继续关注环卫装备/服务龙

头：龙马环卫；垃圾分类长期有助于提高垃圾焚烧热值，提高垃圾焚烧设

施的处置效率，利好垃圾焚烧发电企业。 

➢ 长期来看，专项债可用于重大项目资本金有助于提升生态环保工程类

项目的需求。A 股部分工程类公司前期已主动控制项目进度，严控新增项

目质量，缓解自身的现金流压力，期待中报业绩好转。2019 年，土壤修复

行业确定性高，市场需求有望加速释放，龙头企业技术体系较为完备、项

目经验丰富，优势明显。我们建议持续关注土壤修复领域龙头：高能环境。 

上周环保行业市场概况  

上周环保工程及服务Ⅱ（申万）指数上涨 2.28%，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53%，

环保板块跑输大盘 0.25%。上周环保各子版块均下跌，其中节能、大气板

块跌幅最大，分别为 9.35%和 6.86%。上周环保板块整体估值上升，PE

（TTM）为 27.27，低于创业板的 52.36；PB 为 1.60，低于创业板的 4.03。

上周无新增挂牌、做市、申请上市辅导新三板环保企业；无新三板环保企

业摘牌。 

行业政策与动态 

➢ 6 月 1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允许将专项

债券作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资本金。对于专项债券支持、符合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具有较大示范带动效应的重大项目，主要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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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国家高速公路和支持推进国家重大战略的地方高速公路、供电、供气

项目，在评估项目收益偿还专项债券本息后专项收入具备融资条件的，允

许将部分专项债券作为一定比例的项目资本金，但不得超越项目收益实际

水平过度融资。 

风险提示 

➢ 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债务及融资风险，项目进度不及预期，二级市场

整体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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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周环保行业市场概况 

1.1 A 股环保板块行情回顾 

上周环保工程及服务Ⅱ（申万）指数上涨 2.28%，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53%，环保板块跑输大盘 0.25%。

上周公用事业板块整体下跌 1.34%，在所有申万一级行业中表现居中。 

图 1：上周环保板块行情回顾  图 2：上周各行业涨跌幅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上周环保各子版块均上涨，其中固废、大气板块涨幅最大，分别为 7.33%和 2.87%。 

上周环保板块涨幅前 5 名分别为：盛运环保、龙马环卫、维尔利、富春环保、中国天楹；上周环保板

块跌幅前 5 名分别为：天翔环境、巴安水务、易世达、中金环境、科融环境。 

图 3：上周环保各板块涨跌幅  图 4：环保行业上周涨/跌前 5 名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上周环保板块整体估值上升，PE（TTM）为 27.27，低于创业板的 52.36；PB 为 1.60，低于创业板的

4.03。 

图 5：PE（TTM）  图 6：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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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1.2 新三板环保板块动态 

上周无新增新三板挂牌环保企业。 

上周无新增新三板环保做市企业。 

上周无新增申请上市辅导环保企业。 

表 1：已申请上市企业情况跟踪 

代码 名称 公告日期 辅导机构 起始日期 
总股本 

(万股) 

总市值 

(万元) 
拟上市板块 最新进程 

832218.OC 德长环保 2015/11/18 财通证券 2015/11/18 16700.00 166666.00 - 辅导 

831988.OC 乐普四方 2015/12/15 东莞证券 2015/12/13 21000.00 66780.00 - 辅导 

833310.OC 仁新科技 2016/1/15 西南证券 2016/1/11 9220.00 46561.00 - 辅导 

831124.OC 中标节能 2016/1/28 招商证券 2015/12/28 5000.00 7500.00 - 辅导 

831208.OC 洁昊环保 2016/1/28 海通证券 2016/1/27 9751.21 71086.36 创业板 已反馈 

832899.OC 景津环保 2016/2/29 中国银河 2016/2/22 32685.00 494524.05 主板 已受理 

832938.OC 国林环保 2016/3/30 华福证券 2016/3/29 4005.00 73852.20 创业板 已反馈 

833147.OC 华江环保 2016/4/22 东北证券 2016/4/22 10128.60 77382.50 - 辅导 

834718.OC 绿创声学 2016/6/8 民生证券 2015/10/22 6185.00 43913.50 - 辅导 

833896.OC 海诺尔 2017/3/20 
申万宏源

证券 
2017/3/3 10950.00 121216.50 - 辅导 

835710.OC 仕净环保 2017/4/18 长城证券 2017/4/6 6284.00 56241.80 - 辅导 

835283.OC 节水股份 2017/4/21 东吴证券 2017/4/21 15000.00 105000.00 - 辅导 

831562.OC 山水环境 2018/12/7 中航证券 2017/5/27 15252.10 61008.40 - 辅导 

831370.OC 新安洁 2017/6/6 瑞信方正 2017/6/2 11220.00 88638.00 - 辅导 

836054.OC 深港环保 2017/6/9 东兴证券 2017/6/9 8950.00 67125.00 - 辅导 

835476.OC 金科资源 2017/7/5 国金证券 2017/7/5 10000.00  - - 辅导 

430462.OC 树业环保 2017/8/8 招商证券 2017/7/28 22,400.00  161,280.00  - 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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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405.OC 星火环境 2017/8/8 东吴证券 2017/8/8 5,676.00  158,928.00  - 辅导 

830777.OC 金达莱 2017/10/26 招商证券 2017/10/25 20700.00 288144.00 科创板 辅导 

831540.OC 京源环保 2017/11/16 平安证券 2017/10/31 7,646.35  535,244.50  - 辅导 

831068.OC 凌志环保 2017/12/27 天风证券 2017/12/22 10,752.24 89,243.58 - 辅导 

837679.OC 百川环能 2018/5/22 中原证券 2018/5/18 12,032.45 240,648.94 - 辅导 

836926.OC 神洁环保 2018/5/31 东兴证券 2018/5/23 7,027.01 65,702.57 - 辅导 

839247.OC 芳源环保 2019/1/28 广发证券 2019/1/28 19,037.00 205,599.60 - 辅导 

834468.OC 松炀资源 2019/4/11 英大证券 2017/5/8 15,442.00 152,103.70 主板 发审委通过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上周无新三板环保企业摘牌。 

 

2. 行业政策及动态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19-06/10/content_5398949.htm） 

6 月 1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

资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允许将专项债券作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资本金。对于专项债券支持、符

合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具有较大示范带动效应的重大项目，主要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铁路、国家高速公路和

支持推进国家重大战略的地方高速公路、供电、供气项目，在评估项目收益偿还专项债券本息后专项收入

具备融资条件的，允许将部分专项债券作为一定比例的项目资本金，但不得超越项目收益实际水平过度融

资。 

➢ 生态环境部公布 4 月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降尘监测结果 

生态环境部：（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1906/t20190614_706655.html） 

生态环境部向媒体公布了 2019年 4月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降尘监测结果。4月，“2+26”

城市降尘量均值范围在（2.7－15.5）吨/平方千米·月之间，平均为 11.5 吨/平方千米·月，同比下降 17.9%。

其中，晋城、长治、济宁、安阳和淄博市等 5 个城市降尘量小于 9.0 吨/平方千米·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要求各城市平均降尘量不得高于 9.0吨/平方千米·月）；

菏泽、北京、石家庄、天津、沧州、德州、濮阳、郑州、邯郸、邢台、鹤壁、阳泉、济南、滨州、新乡、

开封、保定、衡水、太原、焦作、聊城、廊坊和唐山市等 23 个城市降尘量大于 9.0 吨/平方千米·月，其中

唐山市降尘量最大，为 15.5 吨/平方千米·月。 

➢ 云南：昆明出台方案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以试点带动实现“三个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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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http://www.mee.gov.cn/xxgk/gzdt/201906/t20190612_706350.shtml） 

云南省昆明市日前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2019 年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方案》

提出，今年昆明市将通过抓实示范片区建设、学校医院试点、党政机关试点等多种措施，加快推进城乡生

活垃圾分类，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 60%以上，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 30%以上。

昆明市是全国 46 个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之一。根据国家垃圾分类相关要求，《方案》对昆明

市今年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进行了安排，一是示范片区建设，主城区不少于 60%的街道，其他县（市）

区不少于 30%的街道（乡镇）进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各县（市）区 30%的乡镇进行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试点，试点范围为所有社区（建制村）全覆盖。二是学校医院试点，全市所有学校和医院各选取 50%开

展试点。三是党政机关试点，全市所有党政机关 100%全覆盖试点。 

3. 上周环保公司要闻回顾 

3.1 A 股环保公司动态 

上周 A 股环保公司重要公告 

表 2：上周重要公告 

公告日期 代码 名称 公告名称 公告内容 

2019/06/10 300090.SZ 盛运环保 
关于与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开展项目合

作的公告 

公司与瀚蓝环境拟签署《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具体项目包括但不

限于济宁垃圾焚烧二期项目、宣城垃圾焚烧

发电二期项目、海阳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乌

兰察布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蒙阴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以及其他经双方协商认为有必要合

作投资建设运营的项目。对于上述项目，由

瀚蓝环境承接相关项目特许经营权的权利和

义务，涉及在建工程的，以双方认可的评估

价值作价购买相关项目资产，由瀚蓝环境对

相关项目实施投资和建设运营。 

2019/06/10 002573.SZ 清新环境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公告 

2019 年 6 月 6 日，公司收到世纪地和通知,

经世纪地和与国润环境协商一致，双方签署

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上市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经审计的

净利润每年均不低于 4.5 亿元。双方一致同

意，《股份转让协议》增加第 3.4条，即“甲

方承诺，在业绩承诺期内，其每年经评估的

可变现资产减去该等资产对应的负债、利息、

商誉和其他费用后所获得的可变现资产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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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4.5 亿元。若前述可变现资产净额低

于 4.5 亿元时，在乙方的要求下，甲方对差

额部分应以其他等值资产进行补足。 

2019/06/10 300090.SZ 盛运环保 关于解除部分 PPP项目合作的公告 

公司拟终止五个 PPP 项目的投资合作：江西

省彭泽县矿山物料运输专用线建设 PPP项目、

江西省彭泽县矿山物料运输专用线建设 PPP 

项目、江西省彭泽县矿山物料运输专用线建

设 PPP 项目、桐城市六尺巷片区（含张府、

吴府）恢复与修缮 PPP 项目合同、联合中标

徐州市第二生活垃圾焚烧厂 PPP 项目。上述

项目协议均属于框架协议且未正式执行，本

次解除协议对公司的经营活动不会产生不良

影响。 

2019/06/11 300056.SZ 三维丝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增持公

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大股东上海中创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拟

增持的股份数为不少于公司总股本的 10%；增

持计划期间内，上海中创及其一致行动人的

具体增持时间和价格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019/06/12 000820.SZ *ST 节能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

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2017 年四季度至 2018年一季度期间，你公司

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以及信息

披露义务，为控股股东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累计金

额 2.195 亿元。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和第四十八条

的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现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

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2019/06/14 002672.SZ 东江环保 

关于关联方中标珠海市斗门区永兴盛环保

工业废弃物回收综合处理有限公司焚烧预

处理车间厂房项目建设工程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珠海市斗门区永兴盛环保

工业废弃物回收综合处理有限公司通过招标

竞价方式确定焚烧预处理车间厂房项目建设

工程总承包单位。通过前期招标程序，拟确

定广东中南建设有限公司为中标单位，中标

价格为人民币 7,180,000 元。珠海永兴盛拟

与中南建设签订焚烧预处理车间厂房项目建

设工程相关合同，中南建设将向珠海永兴盛

提供该项建设工程总承包服务。中南建设系

公司控股股东广晟公司的全资孙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中南建设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工程

中标及拟签订的相关合同构成关联交易。 

2019/06/15 600388.SZ 龙净环保 
关于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过户及购买完成

的公告 

2019 年 6月 1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 6,650,718

股公司股票，已全部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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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过户价格为

10.51 元/股。剩余 10,222,677.52 元已由员

工持股计划管理方在二级市场购入公司股票

848,400 股，购买均价 12.05 元/股。截至本

公告日，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回购

股份过户及二级市场购入合计 7,499,11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70%，该部分股票锁定期为

自本公告之日起 24个月。 

2019/06/15 300388.SZ 国祯环保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性合同的公

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麦王环境与万华美国公司就

Wanhua US MDI Complex Project Water 

Treatment Package 签订了正式合同。该项

目总投资 12.5亿美元，MDI设计年产能为 40

万吨，项目建设将于 2019年启动，预计 2021

年投产。本项目水处理合同主要包括河水处

理包、脱盐水处理包及废水处理包。MET作为

本合同的承包方，将在工程管理公司的配合

与监督下，完成三个水处理包的设备供货与

技术服务。三个水处理包均采用模块化设计、

制造，整体供货。 

2019/06/15 300388.SZ 国祯环保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复的公告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

具的《关于核准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967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9,790,001 股新股。 

2019/06/15 300334.SZ 津膜科技 
关于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

暨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与业绩承诺主体签署的《天津膜天

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王刚、叶泉之间关于

甘肃金桥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及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司将以 1 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

业绩承诺主体王刚、叶泉合计持有的

1,856,830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

的 0.61%。本次办理回购注销相关股东股份补

偿手续之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303,922,186

股减少至 302,065,356 股，公司注册资本将

由人民币 303,922,186元减少至 302,065,356

元。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上周无 A 股环保公司发布定增预案，无 A 股环保公司增发股票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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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三板环保公司动态 

上周新三板环保公司重要公告。 

表 3：上周重要公告汇总 

公告日期 代码 名称 公告名称 公告内容 

2019/06/13 832075.OC 东方水利 
关于公司全称变更的提

示性公告 

自 2019年 6月 14日起，公司全称由“四川东方水利装备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四川东方水利智能装备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证券简称、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2019/06/14 831208.OC 洁昊环保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司于 2019年 5月 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将全资子公

司江阴洁昊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给胡建华先

生、何文俊先生。近日，江阴洁昊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的股权

转让及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已办理完毕。此次股权转让后，江

阴洁昊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不再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再纳入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上周 2 家新三板环保公司发布定增预案，1 家新三板环保公司股票挂牌转让。 

表 4：上周增发预案汇总 

代码 名称 预案公告日 最新公告日 最新进度 数量（万股） 募资（亿元） 增发价格（元） 

830964.OC 润农节水 2019-06-15 2019-06-15 董事会预案 3,000.00 1.20  

838691.OC 金益环保 2019-06-12 2019-06-12 董事会预案 180.00 0.08 4.55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表 5：上周增发实施情况汇总 

代码 名称 增发上市日 预计募资总额（亿元） 实际募资总额（亿元） 数量（万股） 增发价格（元） 

837443.OC 蓝天集团 2019-06-13 0.45 0.37 1,225.00 3.00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4. 本周大事提醒 

表 6：本周大事提醒 

类别 日期 代码 名称 事件 

A股 

2019/06/18 603126.SH 中材节能 分红除权；分红派息 

2019/06/18 300190.SZ 维尔利 分红除权；分红派息 

2019/06/18 000544.SZ 中原环保 分红除权；分红派息 

2019/06/20 002630.SZ 华西能源 股东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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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1 600292.SH 远达环保 分红除权；分红派息 

2019/06/21 300165.SZ 天瑞仪器 分红除权；分红派息 

2019/06/21 300007.SZ 汉威科技 分红除权；分红派息 

2019/06/24 300388.SZ 国祯环保 分红除权；分红派息 

三板 

2019/06/17 835461.OC 瑞霖环保 股东大会召开 

2019/06/17 832218.OC 德长环保 退市 

2019/06/18 838909.OC 北京中科 股东大会召开 

2019/06/19 831353.OC 力源环保 分红除权；分红派息 

2019/06/21 836487.OC 东硕环保 分红股权登记 

数据来源：山西证券研究所、Wind 

5. 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债务及融资风险，项目进度不及预期，二级市场整体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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