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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22 年新能源装机有望高增长 

 环保公用/建材/煤炭合作撰写 

推荐（维持评级） 

核心观点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再生资源利用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

再生资源利用水平及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起到了良好的指

导与促进作用。根据《“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到 2025 年我

国资源循环型产业体系基本建立，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基

本建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再生资源对原生资源的替代比例进

一步提高。再生资源行业加速发展，市场空间快速打开，相关企业也

将迎来高速增长期。 

 淡季需求疲软，水泥价格跌破 400 元/吨。当前水泥需求进入淡季，加

上南方地区降雨影响，水泥需求将继续延续弱势。需求走低导致水泥

熟料库存仍处于高位。我们认为需求虽然延迟但并没有消失，随着稳

增长政策的持续发力，地产业务有望回暖，带动水泥市场需求。浮法

玻璃价格继续下滑，期待地产政策发力后竣工端的恢复，预计后续玻

璃市场需求有望企稳回升，浮法玻璃价格有提升空间。 

 火电用煤需求有望触底回升。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成效，复工复产加速，

叠加气温回升，电厂发电负荷将提高，行业进入迎峰度夏用煤旺季，

火电用煤需求有望触底回升；非电用煤需求的稳定对煤价也有一定支

撑。前期下游需求数据走弱及大宗商品价格调整带动煤炭板块近期调

整，我们认为，短期需求冲击后行业供需仍将走向紧平衡状态。值得

期待的推动因素有，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的持续出台，地产产业链复

苏在途，非电用煤需求保持旺盛等。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 2021》预计 2022 年新能源装机高增长。

报告预计光伏进入集中式与分布式齐头并进的发展阶段，2022 年中国

新增光伏装机预计达到 100GW，同比增长 82%；2022 年风电呈现平稳发

展态势，全国新增陆风装机预计超过 50GW，海风新增 6GW 左右，新增

风电装机 56GW，同比增长 18%。 

 投资建议：公用：三峡能源（600905.SH）、龙源电力（001289.SZ）、

太阳能（000591.SZ）、中闽能源（600163.SH）、江苏新能（603693.SH）、

金开新能（ 600821.SH）、华能国际（ 600011.SH）、国电电力

（600795.SH）、协鑫能科（002015.SZ）、华能水电（600025.SH）、

川投能源（600674.SH）环保：高能环境（603588.SH）、华宏科技

（002645.SZ）、天奇股份（002009.SZ）、北清环能（000803.SZ）、

英科再生（688087.SH）。建材：东方雨虹（002271.SZ）、公元股份

（002641.SZ）、伟星新材（002372.SZ）、北新建材（000786.SZ）、

科顺股份（ 300737.SZ）、坚朗五金（ 002791.SZ）、中国巨石

（600176.SH）、华新水泥（600801.SH）、上峰水泥（000672.SZ）、

旗滨集团（601636.SH）、南玻 A（000012.SZ）。煤炭：中国神华

（601088.SH）、陕西煤业（601225.SH）、山西焦煤（000983.SZ） 

 风险提示：原料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

限产落地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政策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行业新增

产能超预期的风险；政策调控压力下煤价大幅下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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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要闻 

1.全面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数字化转型 提升生态环保协同治理能力 

6 月 23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全面推动生态环

境保护数字化转型，提升生态环境承载力、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和资源利用科学性，更好支撑

美丽中国建设。提升生态环保协同治理能力。建立一体化生态环境智能感知体系，打造生态环

境综合管理信息化平台，强化大气、水、土壤、自然生态、核与辐射、气候变化等数据资源综

合开发利用，推进重点流域区域协同治理。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构建精准感知、智慧管控

的协同治理体系，完善自然资源三维立体“一张图”和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持续提升自然

资源开发利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海洋资源保护利用、水资源管理调配水平。推动绿色低碳

转型。加快构建碳排放智能监测和动态核算体系，推动形成集约节约、循环高效、普惠共享的

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服务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2.财政部下达 2022 年土壤污染防治资金预算 

日前，财政部发布关于下达 2022年土壤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根据 2022 年土壤污染

防治资金预算安排表显示，合计 44亿元，其他重点任务金额 22亿元。通知提到，资金分配突

出激励约束导向，对在 2021 年底前设立省级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天津、内蒙古、吉林、江苏、

山东、湖北、贵州、陕西等 8 省在资金分配测算时分别给予 4000万元奖励；对“无废城市”

试点建设考核排名前 5 的重庆市、广东省深圳市、山东省威海市、浙江省绍兴市和福建省光泽

县等 5地，按地级以上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分别按 2000 万元、1000 万元、500 万元的标准

分档奖励；对绩效评价结果、资金执行率靠后，审计查出问题的相关省份相应扣减资金。 

3.工信部等六部门印发《工业水效提升行动计划》 

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等

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业水效提升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5 年，全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较 2020 年下降 16%。重点用水行业水效进一步提升，钢铁行业吨钢取水量、造纸行业主要

产品单位取水量下降 10%，石化化工行业主要产品单位取水量下降 5%，纺织、食品、有色金属

行业主要产品单位取水量下降 15%。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力争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94%左右。工业节水政策机制更加健全，企业节水意识普遍增强，节水

型生产方式基本建立，初步形成工业用水与发展规模、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等协调发展的现代

化格局。 

4. 多地暴雨：《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实施方案（2022-2025 年）》 

6月 19日和 20日，中国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连续两日发布山洪预警，涉及黑龙江西北部、

广西北部和东北部、浙江西部等地。受多地暴雨影响，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基建施工项目滞

缓，建材市场受到影响。 

水泥方面，据广西企业反馈，各个品牌水泥为挺住强降雨带来市场低迷的压力，降价维持

市场份额；广东持续性降雨对下游施工影响较大，多地施工单位无法正常开工，市场需求较差，

水泥价格偏弱运行；福建强降雨导致水泥出库量下滑，整体市场需求不佳。 



  

 

行业周报/碳中和专题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3 

砂石方面，广东持续性降雨对下游施工进度影响较大，广西砂石价格偏弱运行。固件外销

世行出货量不佳，主要是项目开工率一般，本地市场需求不足以支撑福州的量，因此价格小幅

下跌。 

混凝土方面，广东项目施工进度放缓，市场需求不足，导致混凝土价格下跌；广西暴雨影

响叠加水泥价格普降，混凝土价格也呈弱势下行趋势；福建工程进度严重滞缓，混凝土市场需

求降至低点。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建材等行业协会座谈会 

6 月 20日下午，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主持召开部分行业协会座谈会，

研判二季度和下半年工业行业经济运行形势，部署做好下一阶段进一步提振工业经济工作。 

（一）要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上下更大功夫，及时总结经验，健全重大突发事件下稳

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工作机制，指导企业完善应对风险挑战的各类预案。 

（二）要在推动政策落实上下更大功夫，强化对政策措施的宣传解读和企业感受的跟踪分

析，帮助各类市场主体知悉政策、用好政策，以政策红利激发企业活力。 

（三）要在强化监测预警上下更大功夫，关注市场订单变化、大宗商品价格、关键零部件

供给以及电力要素保障等形势，及时发现苗头性、趋势性问题，提升风险感知能力。四是要在

有效稳定预期上下更大功夫，主动发声、搭建平台，挖掘行业发展亮点，深入剖析先进典型案

例，提振企业信心。 

6.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11-371152-2019《机动车安全玻璃认证规则》，涉及小类号：016006 

补充实验如下： 

（一）前风窗以外夹层玻璃及塑玻复合材料需进行抗冲击性能试验（GB9656-2021第 5.3.3

条）。 

（二）前风窗及前风窗以外钢化玻璃需进行碎片试验（GB9656-2021第 5.4.1 条）。 

（三）前风窗及前风窗以外塑玻复合材料需进行耐燃烧性能试验（GB9656-2021 第 5.4.2

条）。 

日前，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

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方案”）指出，到 2025 年，制造业领域高精尖产业比重进一步提

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持续扩大推广应用，化石能源占比稳步下降，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进一

步提升，一批前沿低碳负碳工艺技术得到示范应用。 

（一）推动炼油、乙烯、水泥等存量项目，对照国家节能降碳改造实施指南开展技术改造。

鼓励企业加强以电为核心的能源需求侧管理，提高用能效率和需求响应能力。 

（二）制定实施石化和水泥行业低碳转型工作方案。开展水泥窑深度脱硝和氨排放协同治

理；探索碳酸盐原料替代与减量化，减少生产过程碳排放。石化行业加强储罐、废水、循环水

系统等 VOCs 收集与处理和火炬系统排放控制。示范应用低碳固碳技术和碳捕获利用技术，提

高大宗物料绿色运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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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方案》 

日前，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

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方案”）指出，到 2025 年，制造业领域高精尖产业比重进一步提

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持续扩大推广应用，化石能源占比稳步下降，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进一

步提升，一批前沿低碳负碳工艺技术得到示范应用。 

（一）推动炼油、乙烯、水泥等存量项目，对照国家节能降碳改造实施指南开展技术改造。

鼓励企业加强以电为核心的能源需求侧管理，提高用能效率和需求响应能力。 

（二）制定实施石化和水泥行业低碳转型工作方案。开展水泥窑深度脱硝和氨排放协同治

理；探索碳酸盐原料替代与减量化，减少生产过程碳排放。石化行业加强储罐、废水、循环水

系统等 VOCs 收集与处理和火炬系统排放控制。示范应用低碳固碳技术和碳捕获利用技术，提

高大宗物料绿色运输比例。 

8. 山西：《山西省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企业绩效分级管理办法》 

日前，省生态环境厅制定的《山西省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企业绩效分级管理办法》出台。

依照该办法，绩效分级结果将作为重污染天气或特殊时期实施差异化管控的重要依据，鼓励环

保绩效好的企业多生产，让环保绩效差的企业多限产，不搞一刀切。 

9. 海南：《海南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规划（2022—2030）》 

2022年 6月 19日，海南省住建厅发布《海南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规划（2022—2030）》，

提出到 2025 年、2030年，全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增加值分别达到 300亿元、500 亿元。 

《规划》明确，到 2025 年全省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 80%以上，装

配式建筑产业增加值达到 300 亿元。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达到 20个，金牌港新型建筑产

业园区建设初具规模，并初步形成涵盖装配式建筑研发设计、部品部件生产、智慧建造、施工

安装、装备制造、物流运输、质量检测、教育培训的全产业链。 

10. 枣庄：全市水泥企业生产经营调度会召开 

近日，山东枣庄全市水泥企业生产经营调度会召开，提出： 

（一）提高站位抓生产。水泥企业要保持积极心态，全力克服困难，开足马力生产，以企

业的健康生产经营和高质量产品投身活力市场，为全市工业经济稳增长作贡献。 

（二）提振信心抓市场。要想方设法维护市场份额，动员一切力量抓销售、拓市场、降库

存、保价格，可采取客户提前购入储存水泥等方式，提高水泥销量。各区（市）各有关部门要

齐心协力帮助挖掘线索，开拓市场。 

（三）倾心倾力搞服务。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水泥、粉磨站行业的调研，每日调度生

产经营和库存情况，及时收集整理企业面临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及时研究帮助解决，全力为

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 

11. 福建：六部门印发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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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福建省碳达峰碳中和领导小组工作部署，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住建厅、省商务厅、

省市场监管局、省机关管理局会同省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福建省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并

于近日印发。 

提出：推广绿色居住消费。加快发展绿色建造，发展装配式建筑。严格落实国家和地方建

筑节能标准，积极推动绿色建筑、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推进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推进农

房节能改造和绿色农房建设。全面推广绿色低碳建材，大力推广绿色家装，鼓励使用节能灯具、

节能环保灶具、节水马桶等节能节水产品。提升建筑用能电气化水平，因地制宜推进太阳能、

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 

12. 甘肃：《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 

甘肃印发《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 推进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和采信应用。 

近期，甘肃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甘肃省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其中，大力

发展装配式建筑，推进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和采信应用，积极推广使用绿色建材和节水型器具等

节能环保低碳产品等被列入重点任务中。 

（一）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以完善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推进现有设施提标改造、提高

再生水利用率、污泥无害化处置为重点，开展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的建设与改造，到 2025年，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 70%，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5%，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理率

达到 90%。加快生活垃圾分类及处置设施建设。到 2025 年，市州政府所在城市城区及兰州新

区基本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系统，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到 35％以上。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固体废物管理，加强危险废物、医疗废物收集处理。 

（二）加强高品质绿色建筑项目建设。落实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提升绿色建筑品质，实施

城乡建设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完善城乡建设绿色发展地方标准体系，推动关键领域技术创新

和工程创新。加强绿色建筑规划、设计、施工、竣工验收、运行维护全过程监管，2025 年，

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三）全方位推动建筑能效提升。强化新建建筑节能，城镇新建建筑 100%执行建筑节能

强制性标准。推广合同能源管理，降低建筑运行能耗。推进太阳能、中深层地热能等可再生能

源在建筑中规模化应用。根据太阳能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提高太阳能利用效率，到 2025 年，

完成中深层地岩热清洁供暖建筑 120 万平方米。积极推广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探索发展

零碳建筑。 

（四）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丰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内容、叠加支持政策，重点对

失管失修失养的城镇老旧小区内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迸行改造提升。推进既有建筑节

能和绿色化改造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同步实施。到 2025 年，基本完成全省 2000 年底前建成

的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五）系统化推进全域海绵城市建设。统筹城市老城改造和新区建设，合理选用“渗、滞、蓄、

净、用、排”等措施，推进海绵型设施建设，提高城市防灾减灾能力，增强城市韧性。重点推

进海绵城市示范建设，加强城市供水管网改造力度。到 2025 年，实现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

率不超过 10%，50%建成区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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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旺季不旺再现,动力煤下行通道打开  

   近期国内多地受高温和集中降雨等因素影响，钢材市场表现低迷，价格大幅下滑。叠加原

油价格走弱，大宗商品市场悲观情绪蔓延，动力煤价格也呈现稳步下行态势。从煤炭基本面来

看，需求端恢复仍较为缓慢，一方面电煤在长协的保供下，采购积极性并不高涨；另一方面下

游水泥化工由于复工复产推进不及预期，对高价煤接受有限，市场观望情绪居多。 

  后期来看： 

  一是，水电出力前置，电煤消费同比降幅。在近期“南涝北旱”天气背景下，华南地区仍

未进入高温模式，降雨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对电煤消费回升形成偏强压制，沿海八省电煤消

费水平虽有回升但仍处偏低水平，6 月 21 日，沿海八省终端用户耗煤 183.6 万吨，同比下降

20 万吨，库存继续维持在 3000 万吨左右。需求不足背景下，终端保持刚性压价采购。下游用

户整体采购情绪低迷，煤价需求端接受程度减弱。 

  二是，港口库存高企，贸易商出货压力增大。煤炭增产保供持续，主要煤运铁路高效满发，

有效保障了集港货源供给充足，北港港口煤炭调入持续大于调出，北方港口库存创年内新高，

连续多日刷新了今年以来最高值。导致多港库存积压场地紧张，在港货源出货意愿提升。加之

高温天气下，港口存煤风险上升，贸易商出货意愿增强，价格下行压力不断增加。 

  三是，政策监管持续高压，煤炭价格松动。国家发改委对煤炭交易各环节开展调查，对于

煤炭价格超出合理区间的行为依法查处。政策高压下，港口煤价持续滞涨偏弱，带动产地市场

价格下行，本周产地价格下调煤矿增多，港口发运成本降低，港口煤价支撑力度减弱，下行空

间打开。 

整体来看，化工煤下游用户，除尿素等化肥产品以外，其他化工产品利润一般，对高价市

场煤接受度也有所降低。加上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下行，市场观望情绪浓厚，终端需求愈显偏弱。

且政策面压制始终存在，产地、港口价格联袂下行，煤价下行通道打开，预计短期煤炭价格将

延续下跌调整为主。 

14.山西:不得因个别煤矿事故下达“一刀切”停产指令 

   近日，山西省应急管理厅下发《落实全省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细则》，从两方面提

出 15 条具体举措，确保煤炭增产保供和社会民生兜底保障两项重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在煤炭增产保供方面，《实施细则》提出，要加快产能核增保供煤矿安全许可手续办理。

能源与应急管理部门实行并联审批，同步开展审查工作，委托市、县应急管理部门开展安全设

施现状现场核查；实行简化审批，颁证后省应急管理厅按规定适时组织现场复查；实行限时审

批，将安全许可手续办理时限从国家规定的 55 个工作日缩短至 23 个工作日。要抓好煤矿安全

生产工作，扎实推进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治本攻坚、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大提升

行动等重点工作，推动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在煤矿领域落地见效，坚决遏制各类煤矿事故发生。

各地不得因个别煤矿出现事故下达“一刀切”区域性停产指令；对因事故或重大隐患停产整顿

的保供煤矿，要明确专人指导，督促煤矿依法依规整改，早日恢复生产。 

15.上海：确保电煤库存不低于 15 天和稳定可靠供应 

6 月 21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员会发布《关于做好 2022 年本市电力迎峰度夏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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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沪经信运〔2022〕266 号）。通知提出，各发电企业要确保电煤库存不低于 15 天和稳

定可靠供应。 

通知表示，根据上海市经济运行情况和天气预报，考虑复工复产和迎峰度夏“双峰”叠加

影响，按照上海市夏季高温常年平均水平，预计 2022 年夏季全市最高用电需求可达 3500万千

瓦，如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用电需求还可能攀升。扣除旋转备用后，计划最大电力供应能力

可达 3500 万千瓦，电力供需总体紧平衡，部分中心城区、热点区域高峰供电较为紧张；过大

峰谷差导致电网安全运行压力较大.为此，通知提出，今年电力迎峰度夏的重点是确保电力安

全运行、提升电力应急能力、营造良好保供环境。 

一次能源方面，通知明确，要确保一次能源供应。各发电企业要加强与上游煤炭资源对接，

进一步做好发电用煤的采购储运工作，确保电煤库存不低于 15 天和稳定可靠供应。加强高温

天气预警预测，做好发电燃料供应预警和应急处置。燃气集团要确保 6-9月发电用气总量不低

于 11.1 亿方，迎峰度夏期间日均供气不低于 1100万立方米，单日最大供气达到 1800万立方

米以上。 

16. 今夏上海电网最高负荷预计 3500 万千瓦,同比增长 4.38% 

    6月 21日，上海市经信委印发《2022年上海市迎峰度夏有序用电方案》。方案指出，2022

年上海电网最高负荷预计出现在 7、8月份夏季用电高峰期间，约为 3500万千瓦，最高负荷较

2021年净增 147 万千瓦、增幅 4.38%。 

在持续高温或极端高温天气时，空调制冷负荷将迅猛增长，造成上海电网用电负荷大幅攀

升。2022年最大空调负荷预计将超过 1400万千瓦，占全社会最大用电负荷的 40%以上，空调

负荷的不断增加与所占比重的不断提高已成为上海电网的主要特征之一。预计 2022 年夏季高

峰期间上海电网最大可调出力 2100万千瓦，计划最大受电电力为 1550万千瓦，最大可供能力

为 3650 万千瓦，备用 150 万千瓦，备用率 4.28%，能够满足负荷需求。《方案》指出，落实

市政府“三个确保、一个坚持”，确保居民生活用电不受影响，确保重要用户的用电需要，确

保城市运行和电网的安全有序，坚持限电不拉电。任何情况下不限居民、不拉居民，限电不拉

闸。优先限制“两高”用电，对涉及民生保障和稳增长的重点用户只监不限，优先保障民生相

关、重要用户、重点产业、重大项目的正常用电。 

17. 2022 年北京首次组织跨省跨区大用户绿电交易 

近日，为响应市场主体诉求，北京市城市管理委积极协调山西省电力主管部门落实绿电资

源，并依据绿电交易有关规则，组织开展了 2022 年首次大用户跨省跨区月度绿电直接交易，

合同成交电量 2100 万千瓦时，涉及 8家售电公司（代理 23 家零售用户）。 

此次绿电交易可减少标煤约 2581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12684 吨。满足了我市电力用户购

买、消费绿色电力的需求，进一步助力我市实现“碳中和”愿景目标。 

18.《抽水蓄能产业发展报告》：到 2022 年底我国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量将达 45GW 左右 

6 月 24日，国内首份系统总结、全面归纳抽水蓄能产业发展的《抽水蓄能产业发展报告》

在京发布。报告由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抽水蓄能行业分会牵头，集

合行业内众多企业共同参与编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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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全面总结和回顾了中国抽水蓄能发展的前世今生，对今后抽水蓄能发展的前景和

趋势进行了展望。《报告》指出，2022 年，预计吉林敦化，黑龙江荒沟，浙江长龙山，山东

沂蒙、文登，河北车宁，广东梅州、阳江，福建周宁、永泰，安徽金寨，河南天池，重庆蟠龙

等在建抽水蓄能电站部分机组将投产发电，投产规模约为 9GW。而至 2022 年年底，抽水蓄能

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 45GW左右。 

2022 年，预计安徽宁国、江苏连云港、浙江建德、广东三江口、贵州黔南、河北徐水、

河南龙潭沟、湖北宝华寺、湖南安化、江西洪屏二期、辽宁大雅河、内蒙古乌海、青海哇让、

陕西富平等项目将核准建设，核准规模将超过 50GW。 

19.国家电网公司有关单位确保电网安全平稳度夏 

连日来，北方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最大用电负荷超

过 8.94 亿千瓦，河南电网、宁夏电网、山东电网等用电负荷创新高，天津电网用电负荷创入

夏以来新高。战高温、斗酷暑，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广大干部员工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以

赴确保电网安全度夏，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20.《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 2021》发布 

6 月 24日中国电建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召开《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 2021》发布会，

该报告系统回顾了可再生能源行业过去一年的风雨历程，并对新一年度行业发展方向和前景进

行了展望。 

报告提到：2022 年，随着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分批建

设，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试点有序开展，户用光伏的持续增长以及各类“光伏＋”项目、一体

化项目的实施，中国光伏发电将进入集中式与分布式齐头并进的发展阶段，预计 2022 年中国

新增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将达到 1亿 kW左右。风电方面，2022年全国风电将总体呈现平稳发展

态势，2022年陆上风电预计新增并网超过 5000 万 kW，海上风电预计新增并网 600 万 kW 左右。 

报告指出，我国可再生能源正进入大规模跃升式发展阶段，在风能和太阳能资源禀赋较好、

建设条件优越、具备规模化开发条件的地区，加强源端多能互补研究，着力提升新能源就地消

纳和外送能力。加快推进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依托既有和新

增跨省区输电通道，持续推进陆上风电光伏重大基地开发建设。 

 

 

 

 

 

 



  

 

行业周报/碳中和专题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9 

二、行业数据 

建材行业数据： 

本周全国水泥价格继续下跌，水泥周均价为 395.11 元/吨，环比上周下降 2.94%。当前水

泥价格与去年相比基本持平，但低于 2018-2020 年同期水泥价格。本周浮法玻璃价格继续下跌，

浮法玻璃周均价为 1790.43 元/吨，环比上周下降 1.14%，同比去年下降 18.94%。 

图 1：水泥历年价格（元/吨）  图 2：浮法玻璃历年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煤炭行业数据： 

港口煤价方面，2022 年 6 月 22 日，环渤海动力煤指数（Q5500）为 734 元/吨，环比下降

1 元，降幅 0.14%；6 月 24 日，秦皇岛港山西产 5500 大卡动力煤平仓价为 1205 元/吨，环比

持平。 

图 3：环渤海动力煤指数 5500卡  图 4：秦港 5500大卡动力煤价格变动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双焦价格方面，6 月 24 日，京唐港山西产主焦煤价格 3150 元/吨，环比下降 150 元，周

降幅 4.55%；6 月 24 日，天津港山西产二级冶金焦价为 3970 元/吨，环比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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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京唐港山西产主焦煤（元/吨）  图 6：天津港二级冶金焦（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三、行情回顾 

（一）碳市场行情 

本周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总成交量 520,120 吨，总成交额 30,101,165.00 元。

挂牌协议交易周成交量 120 吨，周成交额 7,165.00 元，最高成交价 60.00 元/吨，最低成交价

59.00 元/吨，本周五收盘价为 60.00 元/吨，较上周五上涨 1.69%。大宗协议交易周成交量

520,000 吨，周成交额 30,094,000.00 元。截至本周，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累计成

交量 193,506,900 吨，累计成交额 8,463,758,080.02 元。 

图 7：全国碳市场交易价格涨跌幅（开市至今）  图 8：全国碳市场成交量与成交均价变化（开市至今） 

 

 

 

资料来源：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二）行业行情 

本周沪深 300涨跌幅为 1.99%；公用事业行业涨跌幅为-0.15%，跑输沪深 300指数 2.13pct；

环保行业涨跌幅为 1.04%，跑输沪深 300指数 0.95ct；建材行业涨跌幅为 2.93%，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94pct；煤炭行业涨跌幅为-5.98%，跑输沪深 300 指数 7.97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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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行业周涨跌幅  图 10：行业累计涨跌幅（年初至今）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年初至今沪深 300涨跌幅为-11.04%；公用事业行业涨跌幅为-12.02%，跑输沪深 300指数

0.98pct；环保行业涨跌幅为-17.52%，跑输沪深 300指数 6.47pct；建材行业涨跌幅为-11.50%，

跑输沪深 300指数 0.46pct；煤炭行业涨跌幅为 24.37%，跑赢沪深 300 指数 35.41pct。 

公用事业行业： 

本周公用事业行业涨跌幅为-0.15%，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13pct，其中电力/燃气本周表

现分别为0.09%/-2.41%。年初至今公用事业行业涨跌幅为-12.02%，跑输沪深300指数0.98pct，

其中电力/燃气年初至今表现分别为-12.12%/-11.05%。 

图 11：年初至今公用行业与沪深 300 走势对比  图 12：本周公用事业各子板块市场表现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本周涨幅前五的公用事业行业上市公司是深南电 A（000037.SZ/29.8%）、华能国际

（600011.SH/16.4%）、廊坊发展（600149.SH/12.3%）、珈伟新能（300317.SZ/7.4%）、上海

电力（ 600021.SH/7.0%）。年初至今涨幅前五的公用事业行业上市公司是湖南发展

（000722.SZ/70.7%）、深南电 A（000037.SZ/27.7%）、通宝能源（600780.SH/26.7%）、明

星电力（600101.SH/22.9%）、ST热电（600719.SH/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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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本周公用事业行业涨幅前五上市公司  图 14：年初至今涨幅前五公用事业行业上市公司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环保行业： 

本周环保行业涨跌幅为 1.04%，跑输沪深 300指数 0.95ct，其中环境治理/环保设备本周

表现分别为 1.23%/-0.04%。年初至今环保行业涨跌幅为-17.52%，跑输沪深 300 指数 6.47pct，

其中环境治理/环保设备年初至今表现分别为-16.51%/-22.96%。 

图 15：年初至今环保行业与沪深 300 走势对比  图 16：本周环保行业各子板块市场表现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本周涨幅前五的环保行业上市公司是华控赛格（ 000068.SZ/16.2%）、伟明环保

（603568.SH/14.7%）、聚光科技（300203.SZ/13.1%）、ST 龙净（600388.SH/7.7%）、侨银

股 份（ 002973.SZ/6.9%）。 年初 至今 涨幅 前五的 环保 行业 上市 公司是 国统 股份

（002205.SZ/62.7%）、ST龙净（600388.SH /61.3%）、江南水务（601199.SH /31.6%）、钱

江水利（600283.SH /25.8%）、祥龙电业（600769.SH/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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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本周环保行业涨幅前五上市公司  图 18：年初至今涨幅前五环保行业上市公司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建材行业： 

本周建材行业涨跌幅为 2.93%，跑赢沪深 300指数 0.94pct，其中水泥/玻璃纤维/装修建

材本周表现分别为-3.02%/6.57%/-5.71%。年初至今建材行业涨跌幅为-11.50%，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46pct，其中水泥/玻璃纤维/装修建材年初至今表现分别为-9.75%/-11.12%/-13.10%。 

图 19：年初至今建材行业与沪深 300 走势对比  图 20：本周建材各子板块市场表现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本周涨幅前五的建材行业上市公司是金刚玻璃（ 300093.SZ/37.9%）、三棵树

（603737.SH/24.1%）、四川双马（000935.SZ/17.1%）、深天地 A（000023.SZ/16.2%）、晶

雪节能（ 301010.SZ/12.8%）。年初至今涨幅前五的建材行业上市公司是北玻股份

（002613.SZ/78.5%）、中旗新材（001212.SZ/75.0%）、金刚玻璃（300093.SZ/41.2%）、雅

博股份（002323.SZ/29.2%）、正威新材（002201.SZ/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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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本周建材行业涨幅前五上市公司 
 

图 22：年初至今涨幅前五建材行业上市公司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煤炭行业： 

本周煤炭行业涨跌幅为-5.98%，跑输沪深 300指数 7.97pct，其中动力煤/焦煤/焦炭本周

表现分别为-4.73%/-7.20%/-2.36%。年初至今煤炭行业涨跌幅为 24.37%，跑赢沪深 300 指数

35.41pct，其中动力煤/焦煤/焦炭年初至今表现分别为+42.59%/+24.79%/-18.41%。 

图 23：年初至今煤炭行业与沪深 300 走势对比  图 24：本周煤炭各子板块市场表现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本周涨幅前五的煤炭行业上市公司是天首退（ 000611.SZ/21.0%）、郑州煤电

（600121.SH/2.0%）、冀中能源（000937.SZ/0.7%）、美锦能源（000723.SZ/0.6%）、未来股

份（600532.SH/0.0%）。年初至今涨幅前五的煤炭行业上市公司是山煤国际（600546.SH/140.0%）、

兰花科创（600123.SH/71.8%）、陕西煤业（601225.SH/62.5%）、晋控煤业（601001.SH/60.7%）、

平煤股份（601666.SH/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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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本周煤炭行业涨幅前五上市公司  图 26：年初至今涨幅前五煤炭行业上市公司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四、核心观点 

电力：《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 2021》预计 2022年新能源装机高增长。报告提到，2022

年，随着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分批建设，整县屋顶分布式光

伏试点有序开展，户用光伏的持续增长以及各类“光伏+”项目、一体化项目的实施，中国光

伏发电将进入集中式与分布式齐头并进的发展阶段，预计 2022 年中国新增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将达到 100GW，同比增长 82%；风电方面，2022 年全国风电将总体呈现平稳发展态势，2022

年陆上风电预计新增并网超过 50GW，海上风电预计新增并网 6GW 左右，新增风电装机 56GW，

同比增长 18%。我们建议关注：（1）新能源运营商：三峡能源（600905.SH）、龙源电力（001289.SZ）、

太阳能（000591.SZ）、中闽能源（600163.SH）、江苏新能（603693.SH）、金开新能（600821.SH）；

（2）火电+新能源互补发展：华能国际（600011.SH）、国电电力（600795.SH）、协鑫能科

（002015.SZ）;（3）水电+新能源互补发展：华能水电（600025.SH）、川投能源（600674.SH）。 

环保：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再生资源利用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再生资源

利用水平及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与促进作用。根据《“十四五”

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到 2025 年我国资源循环型产业体系基本建立，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

利用体系基本建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再生资源对原生资源的替代比例进一步提高。再

生资源行业加速发展，市场空间快速打开，相关企业也将迎来高速增长期。建议重点挖掘金属

资源化、再生塑料、锂电回收、餐厨等有机废弃物等领域市值空间大、景气度高的相关领域。

建议关注个股：高能环境（603588.SH，多金属危废资源化）、华宏科技（002645.SZ，稀土回

收）、天奇股份（002009.SZ，动力锂电池回收）、蓝晓科技（300487.SZ，盐湖提锂、锂电回

收等）、英科再生（688087.SH，再生塑料）、北清环能（000803.SZ，餐厨垃圾）等。 

建材：淡季需求疲软，水泥价格跌破 400 元/吨。本周水泥价格继续下滑，且当前价格已

跌破 400 元/吨，较去年同期价格基本持平，但低于 2018-2020年同期价格。当前水泥需求进

入淡季，加上南方地区降雨影响，水泥需求将继续延续弱势。需求走低导致水泥熟料库存仍处

于高位，本周熟料库存有明显上升，全国熟料库容比为 74%，较上周增加 2.42 个百分点，水

泥企业库存压力继续增大。目前全国各省份继续执行夏季错峰停窑计划，部分省份有追加错峰

天数的计划，多数企业停窑天数已超过计划天数，市场需求弱势，为维持价格稳定，错峰限产

成为常态。我们认为需求虽然延迟但并没有消失，随着稳增长政策的持续发力，地产业务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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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暖，带动水泥市场需求。建议关注水泥区域龙头企业。浮法玻璃价格继续下滑。南方地区雨

季对下游施工影响较大，浮法玻璃市场需求乏力，下游订单改善不明显，价格进一步下降，加

上原燃料价格高位支撑，浮法玻璃厂亏损较大。供应方面，本周有冷修及复产产线变动，周内

企业库存略有缩减，较上周略减 52 万重量箱，降幅 0.73%，但浮法玻璃库存仍处于高位。期

待地产政策发力后竣工端的恢复，预计后续玻璃市场需求有望企稳回升，浮法玻璃价格有提升

空间。本周玻纤粗纱价格小幅下调，主流厂家报价有所松动，短期需求一般，无明显好转；本

周电子纱价格趋稳，各厂商产销良好，货源相对偏紧。我们认为玻璃纤维下游需求如风电、新

能源汽车等领域与碳中和高度相关，受益于下游新应用需求的扩张，行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建议关注玻纤行业龙头企业。受地产不景气、下游竣工端资金紧张的影响，消费建材类市场需

求走弱。在地产政策持续发力的背景下，竣工端将逐步恢复，叠加旧改需求的释放，消费建材

需求仍有提升空间。此外，在碳中和大背景下，建筑能耗标准的提升有助于高品质绿色建材应

用的普及和推广，具有规模优势和产品品质优势的行业龙头将受益，建议关注消费建材龙头企

业。 

推荐东方雨虹（002271.SZ）、公元股份（002641.SZ）、伟星新材（002372.SZ）、北新

建材（000786.SZ）、科顺股份（300737.SZ）、坚朗五金（002791.SZ）、中国巨石（600176.SH）、

华新水泥（600801.SH）、上峰水泥（000672.SZ）、旗滨集团（601636.SH）、南玻 A（000012.SZ）。 

煤炭：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成效，复工复产加速，叠加气温回升，电厂发电负荷将提高，

行业进入迎峰度夏用煤旺季，火电用煤需求有望触底回升；非电用煤，比如建材、化工等原料

用煤需求的稳定对煤价也有一定支撑。前期下游需求数据走弱及大宗商品价格调整带动煤炭板

块近期调整，我们认为，短期需求冲击后行业供需仍将走向紧平衡状态。值得期待的推动因素

有，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的持续出台，地产产业链复苏在途，非电用煤需求保持旺盛等。个股

方面，推荐顺序为山西焦煤（000983.SZ）、陕西煤业（601225.SH）、中国神华（601088.SH）、

中煤能源（601898.SH）。 

五、风险提示 

原料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限产落地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政

策执行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行业新增产能超预期的风险；政策调控压

力下煤价大幅下跌的风险。 

六、附录 

表 1：项目中标&对外投资 

行业 公告日期 公司代码 公告名称 

公用 
2022-06-24 600509.SH 天富能源:关于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中标天富 40万千

瓦光伏发电项目并签订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公告 

环保 

2022-06-24 002034.SZ 旺能环境:关于收到永州市餐厨垃圾处理系统设备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2022-06-23 002973.SZ 侨银股份:关于预中标约 13.28 亿元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城乡物业服务项目(二片

区)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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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23 000826.SZ 启迪环境:关于资产出售进展暨签署融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 

2022-06-22 688701.SH 卓锦股份: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建材 

2022-06-24 300374.SZ 中铁装配: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2-06-23 300021.SZ 大禹节水:关于收到 0.62 亿元云南省维西县碧落河水库,阿海洛古水库勘察设计

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煤炭 2022-06-22 600792.SH 云煤能源:关于关联方中标公司建设工程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表 2：股份增减持&质押冻结 

行业 公告日期 公司代码 公告名称 

公用 

2022-06-25 000601.SZ 韶能股份: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

告 

2022-06-25 600681.SH 百川能源: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份解质和质押的公告 

2022-06-25 600116.SH 三峡水利: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2022-06-24 002893.SZ 华通热力: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2022-06-24 600509.SH 天富能源: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疆天富绿能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及

光伏发电项目电费收费权质押的公告 

2022-06-23 000767.SZ 晋控电力:国电投华泽(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超过 1%的公告 

2022-06-22 600032.SH 浙江新能:关于减持钱江水利股票的公告 

2022-06-21 002479.SZ 富春环保: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环保 

2022-06-24 300388.SZ 节能国祯: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2022-06-24 300779.SZ 惠城环保: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2022-06-23 300631.SZ 久吾高科:高级管理人员未来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2022-06-22 603200.SH 上海洗霸: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2022-06-21 300190.SZ 维尔利: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解除质押及补充质押的公告 

2022-06-20 300140.SZ 中环装备: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建材 

2022-06-25 002652.SZ 扬子新材: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 

2022-06-24 000546.SZ 金圆股份: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办理质押的公告 

2022-06-24 002162.SZ 悦心健康:关于控股股东减持比例达 1%暨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及后续减持计划

的预披露公告 

2022-06-22 000672.SZ 上峰水泥: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2022-06-21 000546.SZ 金圆股份: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互助金圆 100.00%股权完成并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2022-06-21 605158.SH 华达新材:关于实际控制人间接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2022-06-21 300344.SZ 立方数科: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表 3：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关联交易 

行业 公告日期 公司代码 公告名称 

公用 

2022-06-25 600803.SH 新奥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修订

稿） 

2022-06-24 600509.SH 天富能源:关于收购关联方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供一业（供气）移交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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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项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2-06-23 000155.SZ 川能动力:关于收购四川能投鼎盛锂业有限公司 46.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2-06-23 000803.SZ 北清环能: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2022-06-22 600021.SH 上海电力:关于以持有的淮南矿业全部股权换股为淮河能源股份的关联交易公告 

2022-06-21 600726.SH *ST华源:资产重组预案全文 

2022-06-21 000791.SZ 甘肃电投:关于控股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环保 
2022-06-25 300203.SZ 聚光科技:关于控股子公司引入重要投资者并签署相关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2-06-23 000826.SZ 启迪环境:关于公开挂牌方式出售资产的结果暨关联交易公告 

建材 

2022-06-25 605122.SH 四方新材:关于对外投资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2022-06-24 300374.SZ 中铁装配: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2-06-21 002798.SZ 帝欧家居: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煤炭 

2022-06-22 600792.SH 云煤能源:关于关联方中标公司建设工程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2-06-21 000983.SZ 山西焦煤: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行业周报/碳中和专题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19 

插 图 目 录 

图 1：水泥历年价格（元/吨） ................................................................................................................................................... 9 

图 2：浮法玻璃历年价格（元/吨） ........................................................................................................................................... 9 

图 3：环渤海动力煤指数 5500 卡 ............................................................................................................................................... 9 

图 4：秦港 5500 大卡动力煤价格变动 ....................................................................................................................................... 9 

图 5：京唐港山西产主焦煤（元/吨） ..................................................................................................................................... 10 

图 6：天津港二级冶金焦（元/吨） ......................................................................................................................................... 10 

图 7：全国碳市场交易价格涨跌幅（开市至今） ................................................................................................................... 10 

图 8：全国碳市场成交量与成交均价变化（开市至今） ....................................................................................................... 10 

图 9：行业周涨跌幅 ................................................................................................................................................................... 11 

图 10：行业累计涨跌幅（年初至今） ..................................................................................................................................... 11 

图 11：年初至今公用行业与沪深 300 走势对比 ..................................................................................................................... 11 

图 12：本周公用事业各子板块市场表现 ................................................................................................................................. 11 

图 13：本周公用事业行业涨幅前五上市公司 ......................................................................................................................... 12 

图 14：年初至今涨幅前五公用事业行业上市公司 ................................................................................................................. 12 

图 15：年初至今环保行业与沪深 300 走势对比 ..................................................................................................................... 12 

图 16：本周环保行业各子板块市场表现 ................................................................................................................................. 12 

图 17：本周环保行业涨幅前五上市公司 ................................................................................................................................. 13 

图 18：年初至今涨幅前五环保行业上市公司 ......................................................................................................................... 13 

图 19：年初至今建材行业与沪深 300 走势对比 ..................................................................................................................... 13 

图 20：本周建材各子板块市场表现 ......................................................................................................................................... 13 

图 21：本周建材行业涨幅前五上市公司 ................................................................................................................................. 14 

图 22：年初至今涨幅前五建材行业上市公司 ......................................................................................................................... 14 

图 23：年初至今煤炭行业与沪深 300 走势对比 ..................................................................................................................... 14 

图 24：本周煤炭各子板块市场表现 ......................................................................................................................................... 14 

图 25：本周煤炭行业涨幅前五上市公司 ................................................................................................................................. 15 

图 26：年初至今涨幅前五煤炭行业上市公司 ......................................................................................................................... 15 

 

表 格 目 录 

表 1：项目中标&对外投资 ......................................................................................................................................................... 16 

表 2：股份增减持&质押冻结 ..................................................................................................................................................... 17 

表 3：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关联交易 ....................................................................................................................................... 17 

  



  

 

行业周报/碳中和专题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20 

分析师承诺及简介 

本人承诺，以勤勉的执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

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王婷，建材行业分析师，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2019年开始从事建材行业研究，擅长行业分析以及自上而下优选个股。 

陶贻功，环保公用行业首席分析师，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超过 10年行业研究经验，长期从事环保公用及产业链上

下游研究工作。曾就职于民生证券、太平洋证券，2022年 1月加入中国银河证券。 

严明，环保行业分析师，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于 2018 年加入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从事环保行

业研究。 

潘玮，煤炭行业分析师，清华大学管理学硕士、金融学学士。2008年进入银河证券研究部，曾获新财富、东方财富、金融界

等多个分析师评选奖项。 

评级标准 

行业评级体系 

未来 6-12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相对于基准指数（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 

推荐：行业指数超越基准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超越基准指数平均回报。 

中性：行业指数与基准指数平均回报相当。 

回避：行业指数低于基准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 

公司评级体系 

推荐：指未来 6-12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20%及以上。 

谨慎推荐：指未来 6-12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20%。 

中性：指未来 6-12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当。 

回避：指未来 6-12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及以上。 

 [table_avow] 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向其客户提供。银河证券无需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若您并非银河证券客户中的专业投资者，为保证服务质量、控制投资风险、应首先联系银河证券机构销售部门或客户经理，完成投
资者适当性匹配，并充分了解该项服务的性质、特点、使用的注意事项以及若不当使用可能带来的风险或损失。 

本报告所载的全部内容只提供给客户做参考之用，并不构成对客户的投资咨询建议，并非作为买卖、认购证券或其它金融工具
的邀请或保证。客户不应单纯依靠本报告而取代自我独立判断。银河证券认为本报告资料来源是可靠的，所载内容及观点客观公正，
但不担保其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内容反映的是银河证券在最初发表本报告日期当日的判断，银河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
所载内容不一致或有不同结论的报告，但银河证券没有义务和责任去及时更新本报告涉及的内容并通知客户。银河证券不对因客户
使用本报告而导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可能附带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可能涉及的银河证券网站以外的地址或超级链接，银河证券不对其内容负责。
链接网站的内容不构成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客户需自行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费用或风险。 

银河证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投资或持有本报告涉及的证券或进行证券交易，或向本报告涉及的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
包括投资银行业务在内的服务或业务支持。银河证券可能与本报告涉及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并无需事先或在获得业务关系后
通知客户。 

银河证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本报告的版权属于银河证券。未经银河证券书
面授权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转载、翻版或传播本报告。特提醒公众投资者慎重使用未经授权刊载或者转发
的本公司证券研究报告。 

本报告版权归银河证券所有并保留最终解释权。 

 

联系 

[table_contact]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院 机构请致电：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3088号中洲大厦 20层 深广地区：苏一耘  0755-83479312  suyiyun_yj@chinastock.com.cn 

          崔香兰  0755-83471963  cuixianglan@chinastock.com.cn 

上海浦东新区富城路 99号震旦大厦 31层 上海地区：何婷婷  021-20252612  hetingting@chinastock.com.cn 

陆韵如  021-60387901  luyunru_yj@chinastock.com.cn 

北京丰台区西营街 8号院 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 北京地区：唐嫚羚  010-80927722  tangmanling_bj@chinastock.com.cn 

公司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