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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观点 

7 月电力生产有所回落，发电量/用电量同比+0.6%/+2.7%，回顾历史，2011

和 2014 年行情走势证明，经济下行带来煤价&利用小时数双跌（低盈利的
条件下，煤价弹性远高于电量），火电成为经济弱势背景下值得关注的品种，
推荐华能国际/华电国际/内蒙华电/长源电力/皖能电力/京能电力/福能股份。 

 

子行业观点 

环保：近日湖北、安徽等内陆省份相继出台多种形式的垃圾分类实施政策，
垃圾分类攻坚战步入快车道，我们预计餐厨处置、环卫设备商将率先受益。
继续推荐维尔利/龙马环卫/旺能环境/伟明环保/瀚蓝环境。公用: 7 月电力生
产有所回落，发电量/用电量同比+0.6%/+2.7%，我们认为火电成为经济弱势
背景下值得关注的品种，继续推荐华能国际/华电国际/内蒙华电/长源电力/

皖能电力/京能电力/福能股份。 

 

重点公司及动态 

环保组合：瀚蓝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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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组合：京能电力:新增装机可观，
供电区域供需有望改善。皖能电力:低估值高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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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浪环境 300385.SZ 17.73 

威派格 603956.SH 15.79 

中国天楹 000035.SZ 14.02 

浙富控股 002266.SZ 11.56 

国检集团 603060.SH 11.44 

金鸿控股 000669.SZ 10.97 

韶能股份 000601.SZ 10.57 

东方能源 000958.SZ 8.66 

华测检测 300012.SZ 7.50 

贝瑞基因 000710.SZ 7.46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涨跌幅(%) 

ST 中天 600856.SH (22.57) 

惠城环保 300779.SZ (9.24) 

华银电力 600744.SH (8.72) 

大连热电 600719.SH (6.15) 

祥龙电业 600769.SH (4.98) 

江苏新能 603693.SH (4.25) 

中持股份 603903.SH (4.16) 

南方汇通 000920.SZ (3.74) 

中环环保 300692.SZ (3.45) 

龙马环卫 603686.SH (3.24)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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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16 日 目标价区间 EPS (元) P/E (倍)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评级 收盘价 (元)  (元) 2018 2019E 2020E 2021E 2018 2019E 2020E 2021E 

电科院 300215.SZ 买入 6.36 7.26~7.48 0.17 0.22 0.29 0.41 37.41 28.91 21.93 15.51 

内蒙华电 600863.SH 买入 3.16 3.43~3.68 0.13 0.20 0.24 0.25 24.31 15.80 13.17 12.64 

京能电力 600578.SH 买入 3.26 4.00~4.73 0.13 0.24 0.29 0.32 25.08 13.58 11.24 10.19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0.0

0.8

1.5

2.3

3.0

08-09 08-11 08-13 08-15

(%)

公用事业 环保Ⅱ
沪深300 0.00 0.75 1.50 2.25 3.00

环保

水务

电力

燃气

(1.00)

1.25

3.50

5.75

8.00

电
子
元
器
件

食
品
饮
料

计
算
机
软
硬
件

医
药
生
物

中
小
市
值

综
合

社
会
服
务

通
信

传
媒

航
天
军
工

轻
工
制
造

商
业
贸
易

建
材

公
用
事
业

非
银
行
金
融

电
力
设
备
与
新
能
源

交
运
设
备

基
础
化
工

农
林
牧
渔

交
通
运
输

采
掘

机
械
设
备

房
地
产

家
用
电
器

有
色
金
属

纺
织
服
装

黑
色
金
属

银
行

建
筑

石
油
化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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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行业头条 
 

近日部分内陆省份相继出台多种形式的垃圾分类实施政策。8 月 13 日，安徽省发布《安

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2019 年年底

前，安徽省设区的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0 年年底前，合肥、铜陵市基本建

成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8 月 14 日，《湖

北省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实施，标志着湖北省在以往实施垃圾分类

的基础上，走向全面实行垃圾分类阶段。 

此外，部分城市也着力推进垃圾分类，8 月 15 日广州市发布深化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三年

行动计划（2019-2021 年），要求 2021 年力争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达到 98%以上，

与生活垃圾分类相匹配的生活垃圾处理能力达到 2.8 万吨/日以上，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到 40%以上。同一天，苏州市发布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草案听证用稿）。 

 

观点评述 

 

政策趋于向内陆省份扩展，垃圾分类攻坚战步入快车道。2016 年以来，政策持续加码督

促垃圾分类工作全面、有序推进，要求全面建立覆盖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固体废物处理收费

机制，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激励约束机制。继

厦门、上海、深圳等地率先实施垃圾分类政策后，安徽、湖北等内陆省份也相继出台垃圾

分类相关政策，垃圾分类攻坚战向内陆地区扩展趋势明显。 

垃圾分类是源头实现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第一步，对清运的环卫装备，下

游的垃圾焚烧（提升热值）、餐厨垃圾处置（提升需求）等带来积极影响。对于餐厨厨余

垃圾而言，未分类前存在处理不规范（与普通生活垃圾混合装置、处理）的问题，生活垃

圾分类制度铺展实施利于餐厨垃圾的收运和处置，餐厨厨余垃圾量有望提升。垃圾分类全

面铺展，餐厨处置、环卫设备商将率先受益。我们推荐餐厨垃圾处置+渗滤液处置龙头维

尔利：1）渗滤液处理绝对龙头，18 年渗滤液订单 12 亿重回高增长通道；2）餐厨垃圾龙

头受益垃圾分类全面启动，向上弹性大；3）管理革新（事业部和子公司落实利润目标和

合伙人激励计划）+现金流改善，迈入高质量增长阶段；环卫装备方面推荐龙马环卫；垃

圾发电方面推荐旺能环境、伟明环保、瀚蓝环境。 

 

公用行业头条 
 

7 月份全国电力生产增速有所回落，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7 月份全国发电量达 6573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0.6%，日均发电 212.0 亿千瓦时，比上月增加 17.5 亿千瓦时。电力需

求方面，7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667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1-7 月，全社会用电量

累计 4065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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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评述 

 

7 月火电增速由正转负，原煤生产加快。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7 月火电发电量同比下

降 1.6%增速由正转负（6 月同比增长 0.1%），根据我们测算，2019 年 1-7 月全国火电机

组平均利用小时分别为 2518 小时分别同比变动-47 小时。前七个月湖北/广西/四川/内蒙古

火电增速可观，沿海普遍较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剔除掉西藏等火电装机较少的地区

后，1-7M19 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最快的省市分别为湖北、广西、四川、内蒙古，火电发

电量增速同比增加 21.1%、14.0%、13.0%、9.4%；沿海主要省市增长态势堪忧，浙江、

上海、山东、江苏三地火电发电量增速分别为-12.0%、-10.4%、-3.2%、-2.6%。 

从用电端来看，1-7M19 沿海主要省份用电增速基本都低于全国均值，用电高增速地

区多分布于内陆。根据中国电力知库数据，从前七个月累计用电增速来看，内蒙古、广

西、四川、安徽、湖北排名居前，分别为 12.2%、11.1%、8.3%、8.0%、7.5%，用电增

速高于全国的地区以内陆省份为主。沿海省份增速普遍低于全国均值，上海、福建、江苏、

浙江、山东、广东前七个月累计用电增速分别为-1.0%、1.6%、1.8%、2.5%、3.5%、4.0%。 

持续推荐一线华能国际/华电国际，二线精选特色标的。回顾历史，2011 和 2014 年行

情走势证明，经济下行带来煤价&利用小时数双跌（低盈利的条件下，煤价弹性远高于电

量），火电成为经济弱势背景下值得关注的品种。龙头火电只要业绩兑现依然是主力品种，

推荐华能国际（截至 2019.8.17 日，我们预计 19 年股息率可达 5%）/华电国际（低估值），

二线火电股推荐内蒙华电（业绩稳定，我们预计 19 年股息率达 6%）长源电力（对煤价弹

性可观，蒙华铁路最受益品种）和低估值的皖能电力/京能电力/福能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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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概览 
 

图表1： 重点公司一览表  

   08 月 16 日 目标价区间 EPS (元) P/E (倍)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评级 收盘价 (元)  (元) 2018 2019E 2020E 2021E 2018 2019E 2020E 2021E 

国检集团 603060.SH 买入 19.97 21.17~22.63 0.62 0.73 0.92 1.09 32.21 27.36 21.71 18.32 

长源电力 000966.SZ 买入 5.67 5.74~6.44 0.19 0.42 0.70 0.75 29.84 13.50 8.10 7.56 

旺能环境 002034.SZ 买入 14.49 17.28~19.20 0.74 0.96 1.25 1.52 19.58 15.09 11.59 9.53 

福能股份 600483.SH 买入 8.58 11.15~12.87 0.68 0.86 1.10 1.23 12.62 9.98 7.80 6.98 

伟明环保 603568.SH 买入 19.26 21.67~23.64 0.80 0.99 1.21 1.43 24.08 19.45 15.92 13.47 

皖能电力 000543.SZ 买入 4.85 5.95~6.55 0.31 0.48 0.65 0.66 15.65 10.10 7.46 7.35 

聚光科技 300203.SZ 买入 19.97 31.50~33.25 1.33 1.75 2.16 2.39 15.02 11.41 9.25 8.36 

华能国际 600011.SH 增持 6.83 7.19~7.76 0.09 0.51 0.64 0.94 75.89 13.39 10.67 7.27 

东江环保 002672.SZ 买入 9.65 12.10~14.52 0.46 0.61 0.72 0.84 20.98 15.82 13.40 11.49 

深圳燃气 601139.SH 买入 5.68 7.86~8.61 0.33 0.37 0.46  17.21 15.35 12.35  

浙能电力 600023.SH 买入 4.04 5.72~6.20 0.30 0.45 0.55 0.57 13.47 8.98 7.35 7.09 

高能环境 603588.SH 买入 9.18 14.96~17.00 0.49 0.68 0.86 1.05 18.73 13.50 10.67 8.74 

瀚蓝环境 600323.SH 买入 17.40 19.68~22.14 1.14 1.23 1.52 1.65 15.26 14.15 11.45 10.55 

建投能源 000600.SZ 买入 5.75 7.80~8.45 0.24 0.48 0.65 0.76 23.96 11.98 8.85 7.57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 重点公司最新观点   
公司名称 最新观点 

电科院 

(300215.SZ) 

19H1 业绩略超预期，利润向上拐点初步得到验证 

19H1 实现收入 3.7 亿元，同比+11.5%；归母净利 6783.4 万元，同比+29.8%（此前业绩预告+10%~+40%）；扣非归母净利 6424.1

万元，同比+34.1%，业绩表现略超预期（预告中值）。我们认为，19 年资本开支高点已至即将步入缩减期，高运营杠杆撬动利润高

增长，我们此前提出的 19 利润率拐点初步得到验证（19H1 利润率同比+2.6pct），维持 19-21 年 EPS 为 0.22/0.29/0.41 元的盈利预

测，维持目标价 7.26-7.48 元/股，维持“买入”。 

 点击下载全文：电科院(300215,买入): 19H1 业绩略超预期，利润率拐点初步得到验证 

内蒙华电 

(600863.SH) 

业绩合乎我们预期，给予“买入”评级 

受下游电力需求旺盛+市场电价折价收窄等利好，19Q1年电力业务量价双升，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归母净利/扣非归母净利 31.4/1.8/1.8

亿，同比+14%/3586%/8343%，业绩合乎我们的预期。维持19~21年EPS预测为0.20/0.24/0.25元，19-21年BPS预计为2.45/2.55/2.64

元，当前股价对应 19~21 年 P/E 为 16/14/13x。参考行业可比估值，考虑到公司前景可期，分红政策超预期，给予公司 19 年 1.4-1.5

倍 PB，维持目标价 3.43-3.68 元，给予“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内蒙华电(600863,买入): 19Q1 业绩增长 36 倍，高性价比的二线火电龙头 

京能电力 

(600578.SH) 

18 年符合预期，19Q1 高增长 

18 年公司实现营收 126.95 亿（+3.9%），实现归母净利/扣非归母净利 8.91/8.33 亿（+66.9%/81.7%），与业绩预告 8.86 亿归母净利

润基本一致。19Q1 公司实现营收 37.4 亿（+30.9%），实现归母净利/扣非归母净利 4.36/4.32 亿（+193.5%/209.4%），超市场预期。

我们认为公司 19 年盈利有望随机组复产/投产以及煤价下行逐渐提升。微调盈利预测，预计 19-20 年公司实现利润 16.2/19.5 亿（调整

前为 16.2/19.7 亿），预计 19-20 年公司 BPS 为 3.64/3.93 元（调整前为 3.54/3.67 元）。可比公司 19 年平均 P/B 为 1.2x，给公司

19 年 1.1-1.3x 目标 P/B，目标价 4.00-4.73 元/股，“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京能电力(600578,买入): 19Q1 超预期，盈利有望高增长 

国祯环保 

(300388.SZ) 

19H1 业绩略低于预期，定增落地优化资本结构 

7 月 11 日公告 19H1 业绩预告，预计 19H1 实现归母净利 1.46-1.67 亿，同比+5%至 20%，预计 19Q2 归母净利同比增速为-8%~+15%，

业绩表现略低于预期，19H1 业绩增长主要系水环境运营项目运营规模不断增长，运营服务收入同比增加。同时公告公司非公开发行

1.1 亿股定增落地，定增落地优化资本结构，国资股东持股比提升，助力订单获取且或可为融资渠道提供支持，考虑上半年业绩略低于

预期，小幅下调 19-21 年盈利预测至 4.0/5.1/6.2 亿（前次 4.3/5.4/6.7 亿），给予公司 2019 年 19-20x P/E，对应目标价 11.21-11.80

元，维持“增持”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国祯环保(300388,增持): 定增落地，国资助力，资本结构优化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8/e272805e-7181-45f2-ace3-f707d0a2ee67.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9/8e946fa9-5205-41c5-9b41-e23308dafe5f.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429e21ad-c870-47d8-9c2c-401812f4fe26.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3/df0eb4cc-7de7-4174-9990-b5f1ed0715e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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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检集团 

(603060.SH) 

业绩略低于预期，不改长期价值 

公司发布业绩快报，19H1 实现营业收入 4.54 亿（+15.6%），实现归母净利润 8415 万（+6.5%），扣非归母净利润 6819 万（+9.4%）。

公司收入增速基本符合预期，利润增速略低于预期，我们推测主要由于 18 年公司整体业绩完成情况较好，19H1 激励计提较多导致费

用率有所上升。我们看好公司 H2 内生+外延驱动下增长提速，考虑 19 年费用率或超预期，小幅下调 19 年盈利预测至 2.26 亿（前值

为 2.34 亿），维持 20-21 年 2.84/3.35 亿的盈利预测。当前可比公司 19 年平均 P/E 为 38x，维持公司 19 年 29-31 x 目标 P/E，目标

价 21.17-22.63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国检集团(603060,买入): 业绩略低于预期，看好 2H 成长加速 

长源电力 

(000966.SZ) 

业绩合乎预期，蒙华铁路投运有望驱动业绩加速向好，维持“买入”评级 

公司发布业绩预告，19H1 公司归母净利约 2.3-2.9 亿，同比+853%~1101%，业绩合乎我们预期，业绩增长主因系发电量继续增长+

煤价下行：1）19Q2 公司完成发电量/上网电量 33.9/31.6 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6.9%/6.7%；2）4-5M19 湖北电煤价格均价为 594

元/吨，较 18Q2/19Q1 均价分别变动-27/-28 元/吨。此外，蒙华铁路进展顺利，2020 年有望显著降低公司燃料成本。维持预测 19~21

年 EPS 为 0.42/0.70/0.75 元，BPS 为 3.48/4.08/4.65 元，给予公司 19 年 1.65-1.85x 目标 PB，目标价 5.74-6.44 元，维持“买入”评

级。 

 点击下载全文：长源电力(000966,买入): 业绩持续向好，静待蒙华铁路投运 

旺能环境 

(002034.SZ) 

19H1 业绩符合预期，在手项目投运推动业绩高增长 

19H1 实现收入 5.7 亿元，同比+49.5%；归母净利 2.1 亿元，同比+66.6%（此前业绩预告同比+50%以上）；扣非归母净利 2.0 亿元，

同比+69.6%，业绩表现符合预期。我们认为，公司在手产能释放带来盈利高增长，扩建占比提升助力盈利增强，19H1ROE（非年化）

达 5.5%（同比+1.9pct），维持 19-21 年 EPS0.96/1.25/1.52 元，参考可比公司估值 19 年平均 P/E19x，给予公司 19 年 18-20x 目标

PE，维持目标价 17.28-19.20 元/股，维持“买入”。 

 点击下载全文：旺能环境(002034,买入): 19H1 业绩符合预期，在手项目投运推动业绩高增长 

碧水源 

(300070.SZ) 

转让协议生效，实控人质押风险基本解除 

公司 6 月 4 日晚公告，公司与中国城乡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该协议已经生效。协议规定碧水源实控人文剑平及其他三名

股东合计向中国城乡转让 3.21 亿股，占总股本的 10.18%，股权转让款 28.69 亿，转让价格 8.95 元/股，较 6 月 4 日收盘价溢价 22%。

协议生效后三日内中国城乡将向文剑平先生支付 3 亿元预付款用于股票解除质押，我们预计公司质押风险基本得到解除，后续公司有

望依靠中交集团获得更多订单，融资压力有望缓解。我们上调盈利预测，预计 19-21 年归母净利润 13.8/16.0/19.7 亿（前次预测

13.7/14.9/15.5 亿），考虑可比公司 19 年平均 P/E 16x，给予公司 19 年 18-20x 目标 P/E，目标价 7.92-8.80 元，维持“买入”。 

 点击下载全文：碧水源(300070,买入): 股权转让落地，业绩拐点可期 

福能股份 

(600483.SH) 

福建电力龙头，盈利强势反弹，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福能股份主营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背靠福建省国资委。截至 2018 年底，公司控股运营总装机规模 484.1 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

408.4 万千瓦，风电装机 71.4 万千瓦。公司陆上和近海风电项目稳健扩张、海上风电逐步发力，风电业务逐渐成为公司主要盈利来源。

受益于风电量价优势明显、火电业务触底渐回暖，我们预测 2019~2021 年利润 13.4/17.1/19.1 亿元，EPS 为 0.86/1.10/1.23 元，ROE 

11%/12%/12%，给予公司 19 年 13-15 倍目标 PE，对应目标价为 11.15-12.87 元，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福能股份(600483,买入): 风电高成长，火电增弹性，核电提潜力 

伟明环保 

(603568.SH) 

垃圾发电深耕浙江，协同布局，具备能者突围潜力 

公司主业垃圾发电集聚浙江，具备区域优势与规模优势，并着力全国扩张，在手合计产能 2.6 万吨/日。同时协同布局餐厨垃圾、渗滤

液、填埋、污泥、农林废弃物处理与垃圾清运业务，打造固废产业协同体系。公司项目运营经验丰富，资本结构稳健，ROE 业内领先，

已投运项目整体 IRR 为 26.6%，投运项目 NPV 占市值比达 25%，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我们看好公司在手产能释放引领公司业绩高

增长，预计 2019-2021 年 EPS 为 1.33/1.63/1.93 元，目标价 29.26-31.92 元/股，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伟明环保(603568,买入): 优质运营，稳健增长，能者突围 

博世科 

(300422.SZ) 

业绩基本符合预期，在手订单充裕支撑业绩高增长 

根据公司公告，18 年公司实现营收/归母净利 27.24/2.35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85%/60%，19Q1 实现营收/归母净利 6.41 亿元/7083 万

元，分别同比增长 23%/17%，年报及季报业绩基本符合预期。截至 2018 年底，公司在手合同累计达 142.37 亿元，是 2018 年公司营

收的 5.23 倍，充裕的在手订单将有力支撑未来发展。我们下调盈利预测，预计 2019-20 年 EPS 0.90/1.24（前次为 1.12/1.57 元），

参考可比公司 19 年中间值 P/E 为 16 倍，给予公司 2019 年 15-17 P/E，对应目标价 13.54-15.34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博世科(300422,买入): 业绩基本符合预期，股权激励计划彰显信心 

皖能电力 

(000543.SZ) 

业绩符合预期，看好未来电量向好煤价下行 

18 年实现营收 134 亿（+9.9%），归母净利润 5.6 亿（+321%，前次预告为 4.3-6.3 亿），ROE 为 5.6%（同比+4.3pct）；19Q1 营

收 41 亿（+36%），归母净利润 1.5 亿（+72%，前次预告 1.1-1.7 亿），业绩符合预期。18 年装机/利用小时增加较多引盈利回升，

19Q1 发电量保持增长且煤价同比下行引盈利回升，暂不考虑神皖未来贡献投资收益影响，维持 19~20 年 EPS 0.48/0.65 元，引入 21

年 EPS 预测 0.66 元，小幅下调 BPS 预测 5.95/6.60 元（前值 6.37/6.96 元）, 引入 21 年 BPS 预测 7.26 元，参考可比公司 19 平均

P/B 1.1x，给予公司 19 年 1.0-1.1 倍 PB，目标价 5.95-6.55 元，维持“买入”。 

 点击下载全文：皖能电力(000543,买入): 业绩符合预期，看好未来电量向好煤价下行 

聚光科技 

(300203.SZ) 

18 业绩符合预期，现金流大幅好转 

18 年营收 38.25 亿（+36.6%），归母净利 6.0 亿元（+33.9%），扣非净利 5.5 亿（+76.6%），业绩符合预期。业绩增长主要由于：

1）客户需求旺盛，公司在环境监测、实验室仪器营收快速增长；2）管控成效初现，公司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得到有效控制，财

务费用率保持稳定,三费费率同比-2.6pct。经营性现金流净流入 4.8 亿（同比+635.6%），现金流显著改善。我们维持盈利预测，预计

19-20 年 EPS 为 1.75/2.16 元，引入 2021 年盈利预测 EPS 为 2.39 元，给予公司 19 年目标 18-19xP/E，目标价 31.50-33.25 元，维

持“买入”。 

 点击下载全文：聚光科技(300203,买入): 业绩持续高增长，现金流大幅改善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3/17a5e7c0-5d78-4d41-87e3-893e7e4e7be9.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3/024542c6-f41d-49b8-9ca5-f5dc8f9a0b4b.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8/ba7c29f7-6b81-43f3-9bac-2abeff1092a8.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1/85365037-63c1-424a-b4aa-23355742c712.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101/b2dce793-4d90-4220-84f1-8c478a04dff1.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101/005df146-3e94-49c6-856e-217583c5656f.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f9a75e7b-a4e9-4a02-beae-63e097818a08.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ce7c1bc9-ef22-4d0e-8303-d57c32694d22.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b6eeb916-c992-497a-a935-d03985ced8f2.pdf


 

行业周报（第三十三周）| 2019 年 08 月 18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6 

上海洗霸 

(603200.SH) 

工业水处理标的 19Q1 业绩同比+48%，业绩超预期 

19Q1 公司实现营收/归母净利润 6.9 亿元/1898 万元，同比+86.5%/47.5%，业绩表现超预期，业绩增长主要来自：新增河钢乐亭 EPC 

项目以及石油化工领域相关业务、民用项目加药设备销售与安装业务增长等。下游行业看，环保搬迁驱动钢铁工业水治理营收高增长、

石化/汽车/民用领域稳健增长；考虑新投资宝汇环境新增投资收益，江苏康斯派尔危废项目 19 贡献利润，上调 19-21 年 EPS 

1.55/2.06/2.49 元（前次 1.44/1.91/2.20 元），维持公司 19 年 29-33x P/E，目标价 44.95-51.15 元/股，维持“买入”。 

 点击下载全文：上海洗霸(603200,买入): 19Q1 业绩同比+48%，业绩超预期 

华能国际 

(600011.SH) 

19Q2 业绩超预期，看好火电龙头未来反弹 

19Q2 公司实现营收/归母净利润 377.8/11.6 亿，同比-3.8%/+30.3%，在电量明显下滑的背景下，煤价下行驱动业绩小幅超预期。我们

坚定认为长期煤炭供需依旧向宽松格局演变，公司有望充分受益于煤价下行。考虑到后期电量或将继续下行，适当下调盈利预测，19~20

年归母净利预计为 80/101 亿，EPS 0.51/0.64 元（前值 0.60/0.73 元），给予 19 年 1.25-1.35 倍目标 PB，目标价 7.19-7.76 元（前值

7.30-7.88 元），维持“增持”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华能国际(600011,增持): 煤价下行助力业绩超预期，火电龙头扬帆远航 

东江环保 

(002672.SZ) 

业绩合乎预期，继续看好未来发展潜力 

根据公司公告，19H1 公司实现营收/归母净利润/持续经营净利润 16.9/2.5/2.9 亿元，同比+1.7%/-5.1%/-7.1%，业绩合乎预期，二季

度呈现向好趋势，19Q2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母净利润增速环比+4.3/+6.0/+10.1pct。目前行业持续高景气，东江环保引入汇鸿集团作

为战投后，有望充分依托汇鸿集团在江苏快速扩张危废产能。我们维持前期盈利预测，预计 2019-21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5.4/6.4/7.4 亿元，对应 EPS 为 0.61/0.72/0.84 元，给予公司 2019 年目标 P/E 20-24x，对应目标价 12.10-14.52 元/股，维持“买入”

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东江环保(002672,买入): 业绩合预期，静待异地扩张业绩释放 

深圳燃气 

(601139.SH) 

优质燃气分销龙头，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公司是我国区域性优质燃气分销龙头，立足深圳特区，下游客户质地突出，受益于城中村改造、电厂客户拓展等利好推动，2018-20

年燃气销量 CAGR 有望达到 21.4%。公司 10 亿方周转产能的 LNG 接收站投运在即，考虑到海外气价较国内均价偏低，达产后有望为

公司供给低价气，满产后有望贡献净利 3.6 亿，占 18 年归母净利的 38%。预计公司 2018~20 年 EPS 为 0.33/0.37/0.46 元，BPS 为

3.17/3.42/3.73 元。当前股价对应 2018~20 年 P/E 为 18.35/16.21/13.33x，P/B 为 1.92/1.78/1.63x，给予公司 2019 年 21-23 倍 PE，

对应目标价为 7.86-8.61 元，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深圳燃气(601139,买入): 优质燃气分销龙头，LNG 接收站投产在即 

浙能电力 

(600023.SH) 

4Q 业绩略低于预期，看好未来反弹 

2018 年实现营收/归母净利 566.3/40.4 亿，同比+10.6%/-6.9%，18Q1~Q4 分别实现归母净利 5.7/17.8/14.1/2.8 亿，Q4 业绩表现略低

于预期。全年业绩下滑主要系燃料及材料成本同比增长 17%（入炉煤价及煤耗增加所致），同时浙江省 18Q3 末开始执行燃煤“双控”

对公司用煤发电产生影响，考虑公司发电量增速略低于前次预期，燃料成本上升较多，下调公司盈利预测，19~20 年 EPS 0.45/0.55

元（前值 0.56/0.68 元），BPS 4.77/5.04 元（前值 5.04/5.42 元），参考可比公司 19 平均 PB 为 1.22x，给予公司 19 年 1.2-1.3 倍目

标 PB，对应目标价 5.72-6.20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浙能电力(600023,买入): 业绩略低于预期，看好 19 盈利修复 

高能环境 

(603588.SH) 

年报符合预期，一季报超市场预期 

公司公告 18 年报及 19 年一季报，18 年实现营收 37.6 亿（+63%），实现归母净利 3.25 亿（+69%），实现扣非归母净利 3.02 亿（+60%），

符合预期；19Q1 实现营收 6.8 亿（+37%），归母净利 5468 万（+77%），扣非归母净利 5270 万（70%），超市场预期。18 年及

19Q1 公司现金流大幅改善，三项费用率控制良好，小幅上调盈利预测：预计 19-20 年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 4.5/5.7 亿（调整前为 4.4/5.5

亿），并引入 21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值 6.9 亿，当前股价对应 19-21 年 P/E 18/14/12x。参考可比公司 19 年平均 P/E 17x，考虑公司作

为土壤修复龙头应享适当溢价，给予 19 年 22-25x 目标 P/E，目标价 14.96-17.00 元/股，维持“买入”。 

 点击下载全文：高能环境(603588,买入): 一季报超预期，现金流大幅改善 

瀚蓝环境 

(600323.SH) 

19H1 业绩超预期，持续高质量成长 

公司 19H1 实现营收 26.7 亿（同比+16.6%），归母净利润 4.61 亿（-7.8%），扣非归母净利润 4.47 亿（+25.8%），业绩超预期。公

司固废业务表现亮眼，有望承接盛运环保垃圾焚烧项目进一步异地扩张，长期成长空间有望提升。暂不考虑承接盛运垃圾焚烧项目潜

在业绩增量，考虑 2H 燃气与供水业务盈利水平或不及预期对冲固废业务利好，维持公司 19-21 年归母净利预测 9.4/11.7/12.7 亿，对

应 19-21 年 EPS 为 1.23/1.52/1.65 元。参考可比公司 19 年平均 P/E 17x，给予公司 19 年 16-18x P/E，对应目标价 19.68-22.14 元。

公司当前估值仍处于低位（19 年 P/E 14x），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瀚蓝环境(600323,买入): 扣非业绩亮眼，持续高质成长 

建投能源 

(000600.SZ) 

年报盈利超预期，上调盈利预测 

2018 年公司营收和归母净利润 139.8/4.32 亿，分别同比+32%/10%，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4.22 亿（+164%），盈利超预期。2018

年公司发电量和上网电量分别增长 15.5%/15.7%。公司 18 年费用控制较好，我们将 19 年秦港煤价（5500K）均价假设从 610 元/吨

下调至 600 元/吨，上调公司盈利预测。我们预计 2019-20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8.6/11.6 亿（调整前为 7.3/11.4 亿），引入 2021

年归母净利润 13.6 亿元。当前股价对应公司 19-21 年 P/B 分别为 1.06/0.99/0.92x，参考可比公司 19 年平均 P/B 1.2x，给予公司 19

年 1.2-1.3x P/B，对应目标价 7.80-8.45 元，维持“买入”。 

 点击下载全文：建投能源(000600,买入): 年报超预期，上调盈利预测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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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图表3： 行业新闻概览  
新闻日期 来源 新闻标题及链接地址 

2019 年 08 月 17 日 中国证券网 南京：加强港口治理 保护长江生态（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6 日 电缆网 河北南网年度新增风电规模将首超 100 万千瓦（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6 日 金融界 国家发改委：7 月份发电量增长 0.6% 用电量增长 2.7%（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6 日 中国证券网 发展改革委：持续推动电力交易机构规范化运行（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6 日 证券时报网 发改委：进一步完善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形成机制（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6 日 阿思达克 发改委：7 月全社会用电量按年增速放慢至 2.7%（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6 日 中国证券网 发展改革委：1-7 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4.6%（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6 日 索比光伏网 分布式发电成本均价下降 8.9%！上半年巴西光伏市场分析！（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6 日 新浪财经 上半年同比增 5% 新产业带动用电量较快增长 清洁能源大范围优化配置（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6 日 经济参考报 行业资讯 Information（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6 日 经济参考报 行业资讯 Information（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6 日 经济参考报 行业资讯 Information（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6 日 北极星电力网 南方电网公司全力推进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 确保完成农网改造升级任务（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5 日 财联社 光大国际行政总裁王天义：未来中国垃圾焚烧发电仍有很大市场（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5 日 电力传媒 国家发改委王仲颖：中国能源主次矛盾已变，碳税制裁或将成为更大挑战（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5 日 一财网 垃圾焚烧发电进入高质量成长期 环境企业加速布局（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5 日 中国经济网 青海：保护三江源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4 日 电力传媒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力争在大规模储能、氢能和燃料电池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4 日 电力传媒 广西最大让利 13.67 分/度，将严惩恶意报价！（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4 日 搜狐网 大规模充电桩跑马圈地已成过去时，什么才是硬指标（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4 日 北极星电力网 增量配电试点项目业主优选研究与建议（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4 日 上海证券报 行业回暖催生抢装浪潮 新能源上市公司“风光”明媚（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4 日 上海证券报 真金白银推动水环境治理市场加速壮大 今年以来水务 PPP 中标项目规模已超千亿元（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4 日 新京报 生活垃圾分类越细 可回收垃圾越值钱（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3 日 中国煤炭市场网 8 月 12 日湖北日用电量升 6.0% 主力火电厂机组增开 1 台（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3 日 电力传媒 国网冀北通报供应商不良行为 多家缆企上黑榜（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3 日 财联社 中国能建广东院主编首部海上风电场国家标准将于 10 月 1 日起实施（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3 日 山东省人民检察

院 

污染环境犯罪，除了刑事责任，还要承担这些费用！（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3 日 中国证券网 雄安新区首次专门针对白洋淀底泥开展污染治理项目（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2 日 IT 之家 “限塑”自愿协议实际效果不佳，德国拟立法“禁塑”（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2 日 北极星电力网 国家电网打造的装备产业不差 ABB 剥离应该吗？（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2 日 环渤海新闻网 12345 受理各类诉求较上期增长 23.08% 供电保障等方面问题成投诉重点（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2 日 新华网 山东省港口集团在青岛成立（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2 日 百家号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办公室点名海南澄迈：顶风而上，肆意围海造地、毁坏红树林（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2 日 证券日报 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微降 电力上市公司发电量出现分化（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2 日 证券日报 中国核工业：是怎样在一块“石头”上起步与发展的？（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12 日 北京商报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 公布第二轮首批督察典型案例（点击查看原文）  

资料来源：财汇资讯、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4： 公司动态  
公司 公告日期 具体内容 

皖能电力 2019-08-15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926.pdf 

旺能环境 2019-08-15 募集资金 2019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304.pdf 

 2019-08-15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314.pdf 

 2019-08-15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318.pdf 

 2019-08-15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半年度）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310.pdf 

 2019-08-15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半年度）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312.pdf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08-4418051.htm
http://news.cableabc.com/society/20190816302921.html
http://finance.jrj.com.cn/2019/08/16102827986360.shtml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08-4417143.htm
http://kuaixun.stcn.com/2019/0816/15325391.shtml
http://www.aastocks.com/tc/stocks/news/aafn-con/NOW.958898/latest-news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08-4417133.htm
https://news.solarbe.com/201908/16/312857.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7x24/
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9-08/16/content_56410.htm
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9-08/16/content_56416.htm
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9-08/16/content_56421.htm
http://shupeidian.bjx.com.cn/html/20190816/1000377.shtml
https://www.cailianpress.co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ODI5NDQyOQ==&mid=2247495858&idx=3&sn=ac685414ad834e53af7bfdef6dff8037&chksm=ea08e740dd7f6e5643540df25a17b98ced27e9dcdfc8d0ae527da0e721c87d994fdc6b6fc40d&scene=0&xtrack=1#rd
https://www.yicai.com/news/100296123.html
http://www.ce.cn/cysc/stwm/gd/201908/15/t20190815_32912058.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ODI5NDQyOQ==&mid=2247495855&idx=2&sn=27b7499b4bb60edf01c833bdad14c3e0&chksm=ea08e75ddd7f6e4bb391d5cef111208fda60076cbf07cdfc5628457beafa9cbee022ed7ad745&scene=0&xtrack=1#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ODI5NDQyOQ==&mid=2247495855&idx=4&sn=e31d674baff97bf5aefa5a3cc55e7c8b&chksm=ea08e75ddd7f6e4b0b19cf1aa0c4ab8d6c9182af83d41f08d95acfd1ade0a561a4257f219d65&scene=0&xtrack=1#rd
http://www.sohu.com/a/333573130_115873
http://shoudian.bjx.com.cn/html/20190814/999812.shtml
http://paper.cnstock.com/html/2019-08/14/content_1209627.htm
http://paper.cnstock.com/html/2019-08/14/content_1209609.htm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9-08/14/content_762456.htm?div=-1
https://www.cctd.com.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576&id=19327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ODI5NDQyOQ==&mid=2247495850&idx=6&sn=c764eac518480f4148e55e8e970b8f49&chksm=ea08e758dd7f6e4efb55680bd93ad738ca9c200daa2b65c70230f967f2b8f1a4131e0d72f36b&scene=0&xtrack=1#rd
https://www.cailianpress.co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gyNzIxNQ==&mid=2650534469&idx=2&sn=77954d12bbac88e311c76f7fae07b7e4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08-4415407.htm
https://www.toutiao.com/i6724305478362350092/
http://shupeidian.bjx.com.cn/html/20190812/999151.shtml
http://tangshan.huanbohainews.com.cn/system/2019/08/12/011858883.shtml
http://www.xinhuanet.com/energy/2019-08/12/c_1124863815.htm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1608677013249788&wfr=spider&for=pc
http://epaper.zqrb.cn/html/2019-08/12/content_490024.htm?div=-1
http://epaper.zqrb.cn/html/2019-08/12/content_490027.htm?div=-1
http://epaper.bjbusiness.com.cn/site1/bjsb/html/2019-08/12/content_434079.htm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92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30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31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31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31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3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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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15 关于对外投资事项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306.pdf 

 2019-08-15 2019 年半年度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316.pdf 

 2019-08-15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301.pdf 

 2019-08-15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308.pdf 

 201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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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3\5538496.pdf 

东江环保 2019-08-14 2019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2223.pdf 

华测检测 2019-08-16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18.pdf 

 2019-08-16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20.pdf 

 2019-08-16 2019 年半年度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13.pdf 

 2019-08-16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09.pdf 

 2019-08-16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23.pdf 

 2019-08-16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25.pdf 

 2019-08-16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16.pdf 

 2019-08-16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07.pdf 

 2019-08-16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11.pdf 

 2019-08-16 关于参与竞拍杭州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22.pdf 

 2019-08-16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24.pdf 

碧水源 2019-08-15 关于公司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9232.pdf 

 2019-08-12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2\5540314.pdf 

 2019-08-12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2\5540316.pdf 

 2019-08-12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变更完成及变更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2\5540318.pdf 

 2019-08-12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2\5540315.pdf 

 2019-08-12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2\5540317.pdf 

 2019-08-12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2\5540319.pdf 

维尔利 2019-08-17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7\5553683.pdf 

 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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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4302.pdf 

 2019-08-13 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3\5540232.pdf 

博世科 2019-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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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2\5540067.pdf 

瀚蓝环境 2019-08-16 瀚蓝环境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8262.pdf 

 2019-08-16 瀚蓝环境 2019 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825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30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31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30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30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3/553849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222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1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2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1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0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2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2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1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0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1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2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42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923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2/554031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2/554031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2/554031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2/554031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2/554031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2/554031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7/555368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430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3/554023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12/554006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826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825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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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16 瀚蓝环境 2019 年半年度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8259.pdf 

龙净环保 2019-08-14 龙净环保关于公司最近五年无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情况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73.pdf 

 2019-08-14 龙净环保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说明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52.pdf 

 2019-08-14 龙净环保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51.pdf 

 2019-08-14 龙净环保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67.pdf 

 2019-08-14 龙净环保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65.pdf 

 2019-08-14 龙净环保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72.pdf 

 2019-08-14 龙净环保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61.pdf 

 2019-08-14 龙净环保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69.pdf 

 2019-08-14 龙净环保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59.pdf 

 2019-08-14 龙净环保关于提供授信担保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53.pdf 

 2019-08-14 关于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收益率计算表的审核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63.pdf 

福能股份 2019-08-16 福能股份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570.pdf 

 2019-08-15 关于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审核意见函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9025.pdf 

京能电力 2019-08-17 京能电力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7\5554081.pdf 

 2019-08-15 京能电力关于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止与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5587.pdf 

内蒙华电 2019-08-15 内蒙华电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071.pdf 

 2019-08-15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能结构调整 1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增持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专项核查

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070.pdf 

伟明环保 2019-08-17 伟明环保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7\5551058.pdf 

 2019-08-17 伟明环保 2019 年半年度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7\5551063.pdf 

 2019-08-17 伟明环保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7\5551062.pdf 

 2019-08-17 伟明环保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7\5551060.pdf 

 2019-08-17 伟明环保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7\5551056.pdf 

 2019-08-17 伟明环保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7\5551054.pdf 

高能环境 2019-08-17 高能环境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7\5552889.pdf 

 2019-08-16 高能环境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543.pdf 

 2019-08-16 高能环境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571.pdf 

 2019-08-16 高能环境关于对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583.pdf 

 2019-08-16 高能环境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所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552.pdf 

 2019-08-16 高能环境监事会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行权价格调整及预留授予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53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825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7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5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5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6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6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7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6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6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5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5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46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57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902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7/555408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558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07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5/554307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7/555105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7/555106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7/555106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7/555106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7/555105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7/555105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7/555288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54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57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58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55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5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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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16 高能环境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557.pdf 

 2019-08-16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

意见书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575.pdf 

 2019-08-16 高能环境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579.pdf 

龙马环卫 2019-08-16 龙马环卫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提前归还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8025.pdf 

 2019-08-14 龙马环卫关于信息披露办公地点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182.pdf  

资料来源：财汇资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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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55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57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957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6/554802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14/554118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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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申明 

本报告仅供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客户使用。本公司不因接收人
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的信息编制，但本公司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
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反映报告发布当日的观点和判断。在
不同时期，本公司可能会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同时，
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
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本公司力求报告内容客观、公正，但本报告所载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所
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征价。该等观点、建议并未考虑到个别投资者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
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客户私人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充分考虑自身
特定状况，并完整理解和使用本报告内容，不应视本报告为做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对
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作者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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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作者在自身所知情的范围内，与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不存在法律禁止的
利害关系。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
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之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
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本公司的资产管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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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行业评级体系  公司评级体系 

－报告发布日后的 6个月内的行业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 300指数的涨跌

幅为基准；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6个月内的公司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300指数的涨

跌幅为基准；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增持行业股票指数超越基准  买入股价超越基准 20%以上 

中性行业股票指数基本与基准持平  增持股价超越基准 5%-20% 

减持行业股票指数明显弱于基准  中性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5%~5%之间 

  减持股价弱于基准 5%-20% 

  卖出股价弱于基准 20%以上 

华泰证券研究 
南京  北京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华泰证券广场1号楼/邮政编码：210019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A座18层 

邮政编码：100032 

电话：86 25 83389999 /传真：86 25 83387521  电话：86 10 63211166/传真：86 10 63211275 

电子邮件：ht-rd@htsc.com  电子邮件：ht-rd@htsc.com 

   

深圳  上海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999号基金大厦10楼/邮政编码：518017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8号保利广场E栋23楼/邮政编码：200120 

电话：86 755 82493932 /传真：86 755 82492062  电话：86 21 28972098 /传真：86 21 28972068 

电子邮件：ht-rd@htsc.com  电子邮件：ht-rd@hts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