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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观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的通知》政
策解读，明确放开范围，支持中小用户参与市场化交易，健全价格机制，做
好规划内清洁能源的发电保障工作等。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
意味着电力市场化改革提速，市场电占比有待提升，但让利幅度预计受供需
结构和成本端影响，边际发电成本决定煤电议价能力，火电龙头和区域供需
格局向好二线火电受益，首推内蒙华电/京能电力/华能国际/华电国际。 

 

子行业观点 

环保：生态部拟定达标企业重污染期间不停限产，主要侧重环保治理，将
刺激钢铁水泥等非电行业大气治理需求释放，建议关注在非电领域有一定
优势的大气治理龙头公司龙净环保。公用: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电
计划意味着电力市场化改革提速，市场电占比有待提升，但让利幅度预计受
供需结构和成本端影响，边际发电成本决定煤电议价能力，火电龙头和区域
供需格局向好二线火电受益，首推内蒙华电/京能电力/华能国际/华电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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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鹞环保 300664.SZ 9.90 

闽东电力 000993.SZ 9.20 

天壕环境 300332.SZ 8.61 

华电国际 600027.SH 7.68 

福能股份 600483.SH 7.24 

中环环保 300692.SZ 6.80 

联美控股 600167.SH 6.68 

华能国际 600011.SH 6.07 

国投电力 600886.SH 3.82 

西昌电力 600505.SH 3.35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涨跌幅(%) 

易世达 300125.SZ (14.07) 

盛运环保 300090.SZ (11.62) 

天翔环境 300362.SZ (11.44) 

华控赛格 000068.SZ (10.16) 

中再资环 600217.SH (8.64) 

科融环境 300152.SZ (8.53) 

三维丝 300056.SZ (8.17) 

大众公用 600635.SH (8.16) 

*ST 节能 000820.SZ (6.91) 

高能环境 603588.SH (6.82)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单击此处输入文字。 

 

 
  
   08 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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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 7.26~7.48 0.17 0.22 0.29 0.41 38.29 29.59 22.45 15.88 

内蒙华电 600863.SH 买入 3.14 3.43~3.68 0.13 0.20 0.24 0.25 24.15 15.70 13.08 12.56 

京能电力 600578.SH 买入 3.23 4.00~4.73 0.13 0.24 0.29 0.32 24.85 13.46 11.14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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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部在 7 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生态环境部正在制定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

急减排措施技术指南，拟按照工艺装备、有组织排放限值、无组织控制措施、运输方式等

环保绩效水平将企业分为 A、B、C 三类，分别采取不同重污染预警等级应对措施和力度，

提前告知企业，指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的同时，最大程度减少对企

业经济活动的影响。同时拟将全面达到超低排放的企业列为 A 级，这类企业在今年冬季

重污染应对时不需采取限产或停产等减排措施， 

 

观点评述 

 

生态部拟定达标企业重污染期间不停限产，同时结合 7 月份第二轮督察提出“推动高质量

发展”（第一轮为“促进绿色发展”），严禁“一刀切”和“滥问责”行为，我们预计由于

环保限产带来的周期品涨价行情将显著弱于第一轮，主要侧重点在于环保治理，将刺激钢

铁水泥等非电行业大气治理需求释放。我们预计非电领域超低排放订单将陆续释放，以钢

铁行业为例，2019 年 4 月颁布的《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正式稿中指

出，到 2020 年底前，全国力争 60%左右产能完成改造；到 2025 年底前，重点区域钢铁

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基本完成，全国力争 80%以上产能完成改造。我们推荐在非电领域有一

定优势的大气治理龙头公司龙净环保。 

 

公用行业头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的通知》政策解读。1）

《通知》明确放开范围：除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农林牧渔等行业电

力用户以及电力生产所必需的厂用电和线损之外，其他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电力用户原则

上均属于经营性电力用户范畴，均应该全面放开。2）支持中小用户参与市场化交易。3）

健全全面放开经营性发用电计划后的价格形成机制，鼓励电力用户和发电企业自主协商签

订合同时，以灵活可浮动的形式确定具体价格，价格浮动方式由双方事先约定。4）做好

规划内清洁能源的发电保障工作。研究推进保障优先发电政策执行，重点考虑核电、水电、

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的保障性收购；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工

作，将平价上网和低价上网项目全部电量纳入优先发电计划予以保障。 

 

观点评述 

 

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意味着电力市场化改革提速，市场电占比有待提升，

但让利幅度预计受供需结构和成本端影响，边际发电成本决定煤电议价能力，火电龙头和

区域供需格局向好二线火电受益。我们维持中西部地区+外送电大省+自备电厂分布集中的

省份火电 ROE 改善趋势最为显著的判断。短期看，迎峰度夏用电增速回升（6 月用电量

增速达 5.5%，7 月多地创新高）+多地完成 19 降电价任务压力缓解+煤价旺季不旺（7 月

秦港 Q5500 动力末煤均价 597 元/吨，同比-59 元/吨）。长期来看，火电装机占比高，调

峰能力强，未来议价能力有望提升，煤价压力有望向下游传递，“公用事业”属性有望提

升。选股思路：1）股息率：内蒙华电+华能国际；2）成长/低估值：京能电力（19E PB 0.9x） 

/皖能电力（19E PB 0.8x）/ 福能股份（19E PB 1.1x）/华电国际（19E PB 0.8x）。 

 

  

http://daqi.bjx.com.cn/zt.asp?topic=%d3%a6%bc%b1%bc%f5%c5%c5
http://daqi.bjx.com.cn/zt.asp?topic=%d3%a6%bc%b1%bc%f5%c5%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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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概览 
 

图表1： 重点公司一览表  

   08 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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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祯环保 300388.SZ 增持 9.42 11.21~11.80 0.42 0.59 0.76 0.92 22.43 15.97 12.39 10.24 

国检集团 603060.SH 买入 17.97 21.17~22.63 0.62 0.73 0.92 1.09 28.98 24.62 19.53 16.49 

长源电力 000966.SZ 买入 5.11 5.74~6.44 0.19 0.42 0.70 0.75 26.89 12.17 7.30 6.81 

旺能环境 002034.SZ 买入 14.57 17.28~19.20 0.74 0.96 1.25 1.52 19.69 15.18 11.66 9.59 

福能股份 600483.SH 买入 8.59 11.15~12.87 0.68 0.86 1.10 1.23 12.63 9.99 7.81 6.98 

伟明环保 603568.SH 买入 19.52 21.67~23.64 0.80 0.99 1.21 1.43 24.40 19.72 16.13 13.65 

皖能电力 000543.SZ 买入 4.65 5.95~6.55 0.31 0.48 0.65 0.66 15.00 9.69 7.15 7.05 

聚光科技 300203.SZ 买入 21.71 31.50~33.25 1.33 1.75 2.16 2.39 16.32 12.41 10.05 9.08 

上海洗霸 603200.SH 买入 26.28 33.30~37.89 0.79 1.15 1.53 1.85 33.27 22.85 17.18 14.21 

华能国际 600011.SH 增持 6.81 7.19~7.76 0.09 0.51 0.64 0.94 75.67 13.35 10.64 7.24 

浙能电力 600023.SH 买入 4.17 5.72~6.20 0.30 0.45 0.55 0.57 13.90 9.27 7.58 7.32 

瀚蓝环境 600323.SH 买入 16.83 23.37~25.83 1.14 1.23 1.52 1.65 14.76 13.68 11.07 10.20 

建投能源 000600.SZ 买入 6.10 7.80~8.45 0.24 0.48 0.65 0.76 25.42 12.71 9.38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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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能国际 

(600011.SH) 

业绩超预期，看好火电龙头未来反弹 

19Q1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扣非归母净利 456.5/26.6/24.8 亿，同比+5%/+114%/+114%，业绩显著超预期，燃料成本降低是

驱动业绩超预期主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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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调盈利预测，19~20

年归母净利预计 94/114/164 亿，EPS 0.60/0.73 元（前值 0.31/0.39 元），BPS 5.84/6.14 元（前值 5.55/5.72 元），给予 19 年 1.25-1.35

倍目标 PB，上调目标价 7.30-7.88 元（前值 7.21-7.76 元），维持“增持”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华能国际(600011,增持): 19Q1 业绩超预期，火电龙头再归来 

东江环保 

(002672.SZ) 

业绩低于预期，看来未来发展潜力 

19Q1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扣非归母净利润 8.1/1.1/1.0 亿元，同比+6%/-11%/-12%，其中主营业务利润稳健增长 8%达 2.8

亿元，归母净利润下滑系期间费用（含研发费用）增加所致，19Q1 期间费用总额为 1.6 亿元，期间费用率达 20.4%，同比+2.1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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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计 2019-20 年公

司 EPS 为 0.61/0.72 元（调整前为 0.66/0.79 元），给予公司 2019 年 24-26xP/E，对应目标价 14.64-15.86 元/股，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东江环保(002672,买入): 19Q1 业绩略低预期，看好异地扩张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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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符合预期，低估值优势仍在 

公司 18 年全年实现营收 48.5 亿（+15.4%），归母净利润 8.76 亿（+34.2%），扣非归母净利润 7.22 亿（21.5%），业绩符合预期。

公司年报整体喜忧参半，固废业务毛利率下滑较多（同比-4.9pct），但公司燃气销量增速/吨垃圾上网电量/污水处理价格均有向好趋势。

略下调公司 19-20 年归母净利预测至 9.4/11.7 亿（调整前为 9.7/11.8 亿），引入 21 年归母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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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x，给予公司 19 年 19-21x P/E，对应目标价 23.37-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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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报喜忧参半，颇具长期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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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9/efd28196-d4e8-48fc-b5b7-053f83206857.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9/230dbba5-5c83-45d2-bf5f-ed4d9581be52.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101/a7ca8535-9cb4-4039-9bbf-7614a7505653.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b2b7b448-dab0-4e1f-9167-878efb32acba.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3d9a1724-3817-49aa-babd-2e61c9c3c0aa.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c208a682-50f8-4cd0-ae8a-6e26341eedb1.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da828895-36bd-43ac-b43d-0466bdf192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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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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日 电力传媒 又上榜了！国网 8 月份 300 多家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情况的通报（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02 日 电力传媒 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火电仍能占据约一半的发电比例？（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02 日 新京报网 垃圾分类催生上千创业公司：先行者破产 商业模式未成形（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02 日 中国投资咨询网 电力行业：电力行业基金持仓占比创历史新低（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02 日 人民网 精准施治 各区县推进长江流域水污染整治（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02 日 中国电力网 龙源电力甘肃玉门风电场年累计发电量突破 1 亿千瓦时（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01 日 中国证券网 武汉：争取年内出台相关规定 尽快进入垃圾强制分类阶段（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01 日 北极星电力网 浙江多地启动电力需求响应 用电高峰时段度电补贴 4 元（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01 日 中国银河证券研

究 

【行业动态】电力 1907 丨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企稳回升，海上风电蓬勃向上（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01 日 人民网 湖北黄石“治土”找到良方（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01 日 新华网 中国天然气进口气源更加多元（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01 日 中国投资咨询网 环保行业：政策利好中西部污水垃圾处理领域（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8 月 01 日 东南网 中央第二生态环保督察组向福建交办第十五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73 件（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31 日 界面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理事长：天然气上游企业介入下游是大材小用（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31 日 央广网 【你好，小岛】广东珠江口：“海上精灵”的守护者在这里扎根（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31 日 证券时报 让长江保护法长出“钢牙利齿”来（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31 日 经济参考报 西北电网新能源利用率突破 90%（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31 日 经济参考报 下半年电改“红利”加速释放（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30 日 国际能源网 安得拉邦减免可再生能源税遭私营能源公司集体反对（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30 日 北极星电力网 山东发 30 万千瓦以下免关停燃煤机组公示名单 共 694 台！（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30 日 新华网 山西电网外送电力创新高（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30 日 人民网 核安保响应力量建设规范化研讨会召开（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30 日 新浪财经 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低于去年全年 8.5%的用电增速（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30 日 中国经济网 高温用电屡创新高 供电保障安全可靠（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30 日 新浪财经 上半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 14%（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30 日 经济日报 全面实施水污染防治法 用最严密法治保护水环境（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29 日 光伏們 财政部酝酿停止第八批补贴目录申报，合规光伏、风电项目可排队发放补贴！（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29 日 北极星电力网 规划｜新疆发布一批发电侧光储试点项目 数十企分食 221MW\\/446MWh（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29 日 新华网 长沙垃圾分类步入“快车道”!（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29 日 人民网 上海集中起诉审结一批涉生态环境案件（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29 日 广州日报 上半年顺德供电量达 89.64 亿千瓦时（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29 日 中国仪器仪表行

业协会 

能源研究院：预计今年我国用电量增长 5%-6%（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7 月 29 日 中国纸业网 环境局通报：跨省倾倒危废 7 人被捕（点击查看原文）  

资料来源：财汇资讯、华泰证券研究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ODI5NDQyOQ==&mid=2247495800&idx=1&sn=6cf18e030c8b4c2ec378ee4c4afd3d88&chksm=ea08e78add7f6e9c333b19c93c86e739b9565e622ea0a9ffff669e6964908ca7073a41e524d2&scene=0&xtrack=1#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ODI5NDQyOQ==&mid=2247495800&idx=5&sn=0ee989d7fb9635aa5fcf945615d3ac4e&chksm=ea08e78add7f6e9c06628b0ae972b4daed5dfaef7b93aaf169884403edf4d6f77344e019407d&scene=0&xtrack=1#rd
http://www.bjnews.com.cn/finance/2019/08/02/610680.html
http://www.ocn.com.cn/touzi/chanjing/201908/vmbmv02075021.shtml
http://cq.people.com.cn/n2/2019/0802/c365402-33205539.html
http://www.chinapower.com.cn/cpwindgnnews/20190802/1282701.html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08-4410058.htm
http://shoudian.bjx.com.cn/html/20190801/996901.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I4NzU3NA==&mid=2650895996&idx=5&sn=90992fb42bbf325e26ee468e330f5e61
http://env.people.com.cn/n1/2019/0801/c1010-31268866.html
http://www.xinhuanet.com/energy/2019-08/01/c_1124823224.htm
http://www.ocn.com.cn/touzi/chanjing/201908/sinqv01082614.shtml
http://fjnews.fjsen.com/2019-08/01/content_22564416.htm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361333.html
http://news.cnr.cn/native/city/20190731/t20190731_524713198.shtml
http://epaper.stcn.com/paper/zqsb/html/epaper/index/content_1349286.htm
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9-07/31/content_55815.htm
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9-07/31/content_55811.htm
https://www.toutiao.com/i671933835381414349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cyNzk3Mg==&mid=2709615931&idx=1&sn=efc97f310fb3c33d34d8892a49e0cf65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7/30/c_1124815124.htm
http://env.people.com.cn/n1/2019/0730/c1010-31263187.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7x24/
https://www.toutiao.com/i6719228642003517955/
http://finance.sina.com.cn/7x24/
http://paper.ce.cn/jjrb/html/2019-07/30/content_396832.ht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jU2NjAyNA==&mid=2653333935&idx=1&sn=8be9b94f7d667b7f2c917afb1b36ac7b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cyNzk3Mg==&mid=2709615913&idx=6&sn=4c71011fe6ed1cd1e82cfccebeb1b837
http://www.hn.xinhuanet.com/2019-07/29/c_1124809819.htm
http://env.people.com.cn/n1/2019/0729/c1010-31261064.html
https://www.toutiao.com/i6718806979160048139/
http://www.cima.org.cn/article.asp?classid=3&id=25287
http://www.chinapaper.net/news/show-388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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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 公司动态  
公司 公告日期 具体内容 

皖能电力 2019-07-30 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上市公告书（面向合格投资者）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7\2019-07-30\5516659.pdf 

长源电力 2019-08-02 关于股份过户登记完成暨控股股东变更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2170.pdf 

东江环保 2019-07-30 “14 东江 01”2019 年兑付兑息暨摘牌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7\2019-07-30\5517265.pdf 

碧水源 2019-07-31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7\2019-07-31\5519543.pdf 

 2019-07-30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7\2019-07-30\5517147.pdf 

华能国际 2019-07-31 华能国际 2019 年半年度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7\2019-07-31\5517811.pdf 

 2019-07-31 华能国际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7\2019-07-31\5517807.pdf 

 2019-07-31 华能国际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7\2019-07-31\5517803.pdf 

 2019-07-31 华能国际独立董事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7\2019-07-31\5517812.pdf 

 2019-07-31 华能国际关于募集资金 2019 年上半年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7\2019-07-31\5517809.pdf 

 2019-07-31 华能国际关于开展债权投资计划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7\2019-07-31\5517813.pdf 

 2019-07-31 华能国际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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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2019-07-31\5517814.pdf 

三峡水利 2019-08-02 三峡水利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讯方式）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2232.pdf 

 2019-08-02 三峡水利关于 2019 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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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2240.pdf 

 2019-08-02 三峡水利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2239.pdf 

 2019-08-02 三峡水利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讯方式）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2242.pdf 

 2019-08-02 三峡水利 2019 年半年度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2245.pdf 

 2019-08-02 三峡水利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2241.pdf 

 2019-08-02 三峡水利 2019 年上半年发电量及上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2234.pdf 

 2019-08-02 三峡水利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2233.pdf 

福能股份 2019-08-02 福能股份关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1534.pdf 

 2019-08-02 福能股份关于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1536.pdf 

 2019-08-02 福能股份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1535.pdf 

 2019-08-02 福能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1529.pdf 

 2019-08-02 福能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摘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1527.pdf 

 2019-08-02 福能股份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1533.pdf 

 2019-08-02 福能股份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1532.pdf 

内蒙华电 2019-08-01 内蒙华电关于实施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时可转债转股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1\5519187.pdf 

上海洗霸 2019-07-31 上海洗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7\2019-07-31\551629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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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217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7/2019-07-30/551726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7/2019-07-31/551954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7/2019-07-30/551714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7/2019-07-31/551781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7/2019-07-31/551780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7/2019-07-31/551780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7/2019-07-31/551781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7/2019-07-31/551780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7/2019-07-31/55178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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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224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223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224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224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224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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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223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153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153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153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152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152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153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2/552153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1/551918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7/2019-07-31/551629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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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明环保 2019-07-31 伟明环保大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7\2019-07-31\5516842.pdf 

高能环境 2019-08-01 高能环境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1\5520245.pdf 

 2019-08-01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1\5520241.pdf 

 2019-08-01 高能环境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1\5520237.pdf 

中持股份 2019-07-31 中持股份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7\2019-07-31\55168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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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7/2019-07-31/551684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1/552024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1/552024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8/2019-08-01/552023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7/2019-07-31/55168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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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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E_LINK8
	OLE_LINK1
	OLE_LINK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