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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观点 

被纳入双百计划的北京能源集团下属上市公司京能电力上周发布股权激励
计划，公用事业国企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相关火电标的有望充分受益，
同时市场化电价改革加速推进，火电行业或将回归“公用事业”属性，结
合目前煤价旺季不旺，继续推荐火电，一线火电推荐华能国际、华电国际，
二线火电股推荐内蒙华电、长源电力、皖能电力、京能电力、福能股份。 

 

子行业观点 

环保：《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修订稿）》（征求意见稿）修改危废名录，增
加豁免情形，新增危废豁免清单主要针对利用、运输和处置环节，推荐危
废处置龙头东江环保。公用:被纳入双百计划的北京能源集团下属上市公司
京能电力发布股权激励计划，公用事业国企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市
场化电价改革加速推进，结合目前煤价旺季不旺，一线火电推荐华能国际/

华电国际，二线火电推荐内蒙华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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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春环保 002479.SZ 21.57 

豫能控股 001896.SZ 14.53 

红阳能源 600758.SH 13.21 

东方能源 000958.SZ 12.73 

三聚环保 300072.SZ 9.47 

大禹节水 300021.SZ 9.02 

神雾环保 300156.SZ 9.01 

西昌电力 600505.SH 8.84 

科融环境 300152.SZ 8.80 

博天环境 603603.SH 8.15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涨跌幅(%) 

浙富控股 002266.SZ (10.04) 

城发环境 000885.SZ (6.23) 

鹏鹞环保 300664.SZ (6.23) 

中国广核 003816.SZ (4.42) 

深南电 A 000037.SZ (4.11) 

华控赛格 000068.SZ (3.49) 

华能水电 600025.SH (2.40) 

绿色动力 601330.SH (2.39) 

伟明环保 603568.SH (1.70) 

联美控股 600167.SH (1.56)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单击此处输入文字。 

 

 
  
   09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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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华电 600863.SH 买入 3.21 3.47~3.88 0.13 0.23 0.28 0.31 24.69 13.96 11.46 10.35 

京能电力 600578.SH 买入 3.11 3.64~4.37 0.13 0.24 0.29 0.32 23.92 12.96 10.72 9.72 

华电国际 600027.SH 买入 3.92 4.60~5.06 0.17 0.36 0.52 0.56 23.06 10.89 7.54 7.00 

皖能电力 000543.SZ 买入 4.85 5.23~5.81 0.25 0.51 0.73 0.79 19.40 9.51 6.64 6.14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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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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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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观点 
 

环保行业头条 
 

近日，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修订稿）》（征求意见稿）。1998 年，我

国首次印发实施《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08 年，环境保护部令第 1 号修订《国家危险废

物名录》；2016 年，再次修订《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39 号）。此次征

求意见稿变化主要包括：1）《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新增 7 种危险废物、删减 7 种危险

废物、合并减少 8 种危险废物；2）《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新增 13 种 危险废物（豁

免情形）。 

 

观点评述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修订稿）》（征求意见稿）修改危废名录，增加豁免情形，优先利

用现有可用于协同处置污染物的设施，运输类豁免环节主要导向为：运输工具满足“三防”

（防雨、防渗漏、防遗撒）要求即可，不需要办理危险废物运输资质。具体来看新增危险

废弃物主要包括煤气化过程产生的焦油和含尘焦油、金属或塑料表面处理废弃物、有色金

属冶炼废弃物、工业废水/烟气治理产生的废活性炭、废电路板拆解产生的特定废弃物、危

废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和残渣。新增危废豁免清单主要针对利用、运输和处置

环节：利用处置类豁免环节主要导向为：优先利用现有可用于协同处置污染物的设施，如：

水泥窑、烧结机等工业窑炉，污水处理厂、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生活垃圾填埋场和生活

垃圾焚烧厂等污染防治设施；运输类豁免环节主要导向为：运输工具满足“三防”（防雨、

防渗漏、防遗撒）要求即可，不需要办理危险废物运输资质。我们认为，伴随着下一步危

险废物转移联单电子化，运输风险较低的危险废物可实现高效转移运输，为产废者带来便

利，危废处置企业产能利用率也有望提升，当前危废行业仍处于高景气度阶段，推荐危废

处置龙头东江环保。 

 

公用行业头条 
 

国企改革春风起，公用事业板块有望受益，上周被纳入双百计划的北京能源集团下属上市

公司京能电力发布股权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6747 万份（包括预留期权

675 万份），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长耿养谋、总经理金生祥等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

人员、核心业务人员，重点激励科技服务产业关键岗位上素质能力强、市场稀缺性高、流

动性较大的且对公司未来业绩达成起关键作用的人才，总 174 人；行权价格为每股 3.17

元；行权条件涉及未来三年企业盈利能力（ROE、扣非归母净利增速）提升、人均产值提

升、科研投入占比提升以及控股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数量。 

 

观点评述 

 

我们维持在中期策略《改革不止步，发展加速度》（2019.5.19 日发布）中提出的观点，改

革释放公用事业发展红利，火电/燃气行业受益明显。我国电力/天然气体制改革以破除垄

断为目的，定价改革以构建市场化定价机制为最终导向，近年来改革已然取得一系列突破

进展。目前伴随着双百计划等国企改革相关政策频频出台，公用事业改革有望加速。我们

认为 2019 年下半年火电有望受益于煤价下行实现盈利修复，水电/核电则受市场化电价改

革加速推进，综合上网电价或将继续承压。从中长期来看，火电有望形成“基准电价+浮

动机制”，盈利模式实现根本性好转；燃气行业有望充分受益于国家管道公司落地，管网

建设或将加速推进，促进天然气进一步大规模应用，利好天然气全产业链发展。持续重点

推荐火电行业，一线推荐华能/华电，二线火电股推荐内蒙华电、长源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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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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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源电力 000966.SZ 买入 5.33 5.74~6.44 0.19 0.42 0.70 0.75 28.05 12.69 7.61 7.11 

旺能环境 002034.SZ 买入 16.40 17.28~19.20 0.74 0.96 1.25 1.52 22.16 17.08 13.12 10.79 

碧水源 300070.SZ 买入 7.34 8.17~9.03 0.39 0.43 0.50 0.60 18.82 17.07 14.68 12.23 

福能股份 600483.SH 买入 9.27 11.21~12.93 0.68 0.86 1.10 1.23 13.63 10.78 8.43 7.54 

伟明环保 603568.SH 买入 21.41 21.56~23.52 0.79 0.98 1.20 1.42 27.10 21.85 17.84 15.08 

皖能电力 000543.SZ 买入 4.85 5.23~5.81 0.25 0.51 0.73 0.79 19.40 9.51 6.64 6.14 

华能国际 600011.SH 增持 6.37 7.19~7.76 0.09 0.51 0.64 0.94 70.78 12.49 9.95 6.78 

东江环保 002672.SZ 买入 10.47 12.10~14.52 0.46 0.61 0.72 0.84 22.76 17.16 14.54 12.46 

深圳燃气 601139.SH 买入 6.22 7.11~7.86 0.36 0.37 0.46 0.53 17.28 16.81 13.52 11.74 

浙能电力 600023.SH 买入 4.10 4.93~5.40 0.30 0.38 0.46 0.47 13.67 10.79 8.91 8.72 

瀚蓝环境 600323.SH 买入 18.21 19.68~22.14 1.14 1.23 1.52 1.65 15.97 14.80 11.98 11.04 

建投能源 000600.SZ 买入 5.90 6.50~7.80 0.24 0.48 0.65 0.76 24.58 12.29 9.08 7.76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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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重点公司最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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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增速拐点将现，期待 2H19 高增长 

19H1 公司实现营收/归母净利润/扣非归母净利润 35.56/0.26/0.21 亿元，同比降低 7.7%/92.9%/94.1%；其中 19Q2 实现

17.47/-0.58/-0.59 亿元，同比变动 12.2%/-127.4%/-129.1%，是 IPO 后公司历史上首次出现单季亏损。值得一提，Q2 收入在连续四

个季度同比下滑后转正，2H19 有望释放中交入股带来的业务协同效应。考虑上半年业绩，我们下调盈利预测，19-21 年归母净利润

13.75/15.88/19.42 亿元（前值 13.82/16.00/19.65），参考可比公司 2019 年平均 P/E17x，考虑公司作为膜技术水处理龙头应享适当

溢价，给予公司 19-21x P/E，对应目标价 8.17-9.03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碧水源(300070 SZ,买入): 利润拐点将至，期待 2H19 高增长  

福能股份 

(600483.SH) 

业绩符合预期，未来值得期待 

19H1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归母净利 44.5/4.9 亿，同比+15.9%/+21.6%，业绩合乎预期。目前海上风电已步入放量阶段，石城、平海湾

F 区海上风电有望于 19H2 陆续投产，同时我们继续看好 19H2 煤价下行利好火电业务表现。维持预测 19~21 年归母净利润

13.4/17.1/19.1 亿元，对应 EPS 0.86/1.10/1.23 元，当前股价对应 19~21 年 P/E 9.8/7.7/6.8x，给予公司 19 年 12-14 倍目标 PE，目

标价为 10.35-12.07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福能股份(600483 SH,买入): 业绩合乎预期，风火核未来皆有看点 

伟明环保 

(603568.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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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亿元，同比+30.8%；归母净利 4.9 亿元，同比+30.6%；扣非归母净利 4.8 元，同比+29.9%，业绩符合预期。我们

认为，在手项目投运推动业绩高增长，现金流与净利润匹配度提升，19 年以来拿单加速助推 22 年投运产能有望较 18 年翻倍。维持

19-21 年盈利预测 9.2/11.2/13.3 亿，对应 EPS 为 0.98/1.20/1.42 元，参考可比公司 19 年平均 PE21x，给予公司 19 年 22-24x 目标

P/E，目标价 21.56-23.52 元/股，维持“买入”。 

 点击下载全文：伟明环保(603568 SH,买入): 符合预期，产能释放引业绩高增长 

博世科 

(300422.SZ) 

19H1 业绩符合预期，维持“买入”评级 

19H1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扣非归母净利润 15.2/1.4/1.4 亿元，同比+32%/+33%/+37%，符合预期。公司不断优化业务结构，

存量 PPP 项目逐步进入运营期，预计未来可形成稳定的经营现金流入。维持前期盈利预测，预计 2019-21 EPS 0.90/1.24/1.25，给予

公司 2019 年 13-15 倍目标 PE，对应目标价 11.74-13.54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博世科(300422 SZ,买入): 业绩符合预期，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皖能电力 

(000543.SZ) 

业绩略超预期，多因素向好共同驱动 19Q2 业绩+274% 

19H1 营收/归母净利/扣非归母净利 74/3.5/3.5 亿，同比+26%/151%/163%，业绩处于预告区间（+92%~+184%）偏上限，其中 Q2 营

收/归母净利同比+14.6%/+273.7%，业绩略超预期，主要系：19H1 发电量增长（同比+28%）+煤价下行+电价增值税红利留存，火电

盈利持续复苏，同时考虑神皖 19.6 月收购完成贡献投资收益，上调盈利预测，预计 19-21 年归母净利润 11.5/16.7/17.8 亿（前值

8.6/11.6/11.8 亿），净资产为 132/147/162 亿（前次 107/118/130 亿），对应 BPS 5.81/6.47/7.15 元，参考可比公司 19 平均 P/B 1.0x，

给予公司 19 年 0.9-1.0xPB，目标价 5.23~5.81 元，维持“买入”。 

 点击下载全文：皖能电力(000543 SZ,买入): 2Q19 业绩略超预期，同比+274% 

聚光科技 

(300203.SZ) 

19H1 业绩略低于预期，维持“买入”评级 

19H1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扣非归母净利润 14.6/2.0/1.6 亿元，同比+8.0%/+2.9%/-4.1%（考虑追溯调整后），其中调整前

19H1 归母净利增速为 16%（业绩预告为+15%~35%），业绩略低于预期，主要系环境监测收入增速放缓，下调盈利预测，预计 19-21

年 EPS 为 1.54/1.69/1.83 元（前次为 1.75/2.16/2.39 元），参考可比公司 19 年平均 PE 15x，给予公司 19 年 15-16x 目标 PE，对应

目标价 23.10-24.64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聚光科技(300203 SZ,买入): 环境监测增速放缓，业绩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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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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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710208/fd9bcf40-7c69-46b7-8197-00d22b2be744.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8/e8a636da-f937-4820-b4db-2fd4ab92d8d7.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8/7dd82eec-0456-4fd0-bc25-95bd3f5a0a5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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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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基本符合预期，看好公司未来发展潜力 

19H1 公司实现营收/归母净利润/扣非归母净利润 65.8/5.9/5.8 亿元，同比+6.7%/-6.9%/-9.0%，基本符合预期，气源涨价+电厂销气量

下滑是业绩走低主因，目前公司 LNG 接收站已试运行，未来有望显著增厚公司业绩。我们预计 2019-21 年 EPS 为 0.37/0.46/0.53 元，

给予公司 2019 年目标 P/E 至 19-21x，对应目标价 7.11-7.86 元/股，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深圳燃气(601139 SH,买入): 业绩合乎预期，看好接收站投运助推利润放量 

浙能电力 

(600023.SH) 

业绩略低于预期，继续看好未来煤价下行 

19H1 公司实现营收/归母净利/扣非归母净利 259.0/25.1/25.1 亿，同比-6.8%/+6.8%/10.0%，其中 19Q2 实现归母净利润 14.4 亿(同比

-19%)，主因系电量下滑带来营收走低+投资收益同比-2.7 亿所致。目前煤价下行趋势确立，考虑到宏观经济承压+煤炭产能释放，19H2

煤价有望继续下行，利好公司业绩表现。考虑发电量下滑较预期严重，19 年浙江电力需求难言乐观，下调盈利预测，预计 19~21 年

EPS 0.38/0.46/0.47 元（前值 0.45/0.55/0.57 元），BPS 4.70/4.92/5.11 元（前值 4.77/5.04/5.28 元），给予公司 19 年 1.05-1.15 倍

目标 PB，对应目标价 4.93-5.40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浙能电力(600023 SH,买入): 业绩略低于预期，看好煤价下行带动盈利走高 

高能环境 

(603588.SH) 

19H1 业绩略低预期，调整盈利预测 

19H1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扣非归母净利润 20.8/2.1/2.0 亿元，同比+51/35/32%，其中 2Q 实现 14.0/1.50/1.47 亿元，同比

+59/24/22%，略低预期。19H1 公司经历业务调整，下半年有望恢复。根据半年报毛利率下滑 8.3pct 至 22.6%，调整盈利预测 19-21

年归母净利润 4.41/5.60/6.95 亿元（4.50/5.66/6.93 亿元），EPS 0.65/0.83/1.03 元（0.68/0.86/1.05 元），当前股价对应 19-21 年 P/E 

14.6/11.5/9.3x。参考可比公司 19 年平均 P/E 16x，考虑到环保板块景气不高和公司为土壤修复龙头，给予公司一定溢价，给予 19 年

17-19x 目标 P/E，目标价 11.05-12.35 元/股，维持“买入”。 

 点击下载全文：高能环境(603588 SH,买入): 业务结构暂调，资本开支尚未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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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买入): 扣非业绩亮眼，持续高质成长 

建投能源 

(000600.SZ) 

19H1 符合预期，看好煤价加速下行 

19H1 公司实现营收 69.7 亿（同比+1.5%），实现归母净利润 3.92 亿（同比+108.2%），扣非归母净利润 3.80 亿（同比+112.6%），

与此前业绩预告盈利 3.91 亿基本一致，业绩符合预期。公司 Q2 单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7923 万元，同比扭亏。公司作为河北区域火

电龙头企业，19H1 入炉标煤单价同比下降 5.4%，我们看好 19H2 煤价加速下行，公司利润有望持续改善。维持 19-21 年盈利预测

8.6/11.6/13.6亿，预计公司19年BPS6.50元，参考可比公司19年平均P/B 1.1x，给予公司19年1.0-1.2x目标P/B，对应目标价6.50-7.80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建投能源(000600 SZ,买入): 19H1 符合预期，逆周期属性明显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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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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12 日 一财网 中小城市环境治理如何破局？专家建议用“城乡生态综合体”吸引投资（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中国电力新闻网 监管研究丨电力安全监管工作进一步持续发力（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搜狐财经 五大电力集团上半年成绩单出炉:国家能源集团成“营收王”！（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第一财经日报 能源普遍服务是 中国能源发展的一大亮点（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证券日报 政策助推氢能源行业发展 机构锁定 15 只概念股（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经济参考报 安徽对突出环境问题实施备案销号制度（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经济参考报 “一带一路”沿线电力缺口创造投资机遇（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经济参考报 2030 年太阳能发电成本或降为零（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2 日 经济参考报 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绿水青山（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云财经 充电联盟：2019 年 8 月公共充电桩增加 9000 台，同比增长 63.5%（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智通财经 交银国际：预计燃气分销商天然气销售同比增长超 15% 首推昆仑能源(00135)（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北极星电力网 去补贴路径下风光新能源的机遇和挑战（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1 日 第一财经日报 以绿色创新培育长三角 强劲活跃增长的新动能（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智通财经 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19 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将同比增长 10%（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北极星电力网 涉及多个火电厂！吉林发布 2019 年第五次发电权转让有约束交易结果（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中国证券网 河北：推进“空心村”治理集中安置点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证券时报网 世界首个柔性直流电网设备安装加速（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电缆网 上半年新能源消纳好转 平价上网步伐加快（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中国证券网 生态环境部发布五项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北极星电力网 电力现货市场加快建设 技术支撑“量体裁衣”（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搜狐网 加拿大东部沿海地区仍处于大规模断电状态（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21 世纪经济报道 策动千亿氢能产业“氢能 10 条”加速广州开发区建成国际一流氢能产业集聚区（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经济参考报 多管齐下 专家建议完善电力供给体系（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10 日 经济参考报 电改红利释放 新兴产业用电增长明显（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9 月 09 日 北极星电力网 中国数据中心能耗已超过上海市 业内呼吁提高绿电使用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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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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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icai.com/news/100329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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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9-09/12/content_57233.htm
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9-09/12/content_57252.htm
http://www.yuncaijing.com/insider/main.html
https://www.zhitongcaijing.com/content/detail/236595.html
http://news.bjx.com.cn/html/20190911/1006490.shtml
http://buy.yicai.com/read/index/id/5.html
https://www.zhitongcaijing.com/content/detail/236257.html
http://news.bjx.com.cn/html/20190910/1006216.shtml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09-4428966.htm
http://kuaixun.stcn.com/2019/0910/15383034.shtml
http://news.cableabc.com/domestic/20190910764499.html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09-4428928.htm
http://shoudian.bjx.com.cn/html/20190910/1006029.shtml
http://www.sohu.com/a/339898448_115239
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190910/0f1417fbf772ac17e79c0edd13bea2e6.html
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9-09/10/content_57139.htm
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9-09/10/content_57137.htm
http://news.bjx.com.cn/html/20190909/10058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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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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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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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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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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