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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11 月 24 日晚间，国电清新发布股权激励方案草案：拟向股权激励对象授予 1500 万份股票期权，涉及股份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 2.82%，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21.81 元/股。公司同日公告拟于 11 月 25 日复牌。 

 

点评： 

股权激励显雄心，给定三年业绩锚。此次股权激励草案公告，公司拟向股权激励对象授予 1500 万份股票期

权，涉及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2.82%，其中首次授予 1352 万份，占拟授予股票期权总额的 90.13%，首次

授予期权行权价格为 21.81 元/股，股权激励行权条件为以 14 年为基数，15-17 年归母扣非后净利润增速不低

于 85%、170%、270%。我们认为此次股权激励草案内容超出市场预期：1）股票期权授予价格高于停牌前收

盘价（20.56 元/股），溢价推出股权激励彰显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未来股价的信心；2）股权激励行权条件高，

按照我们测算 14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为 2.7 亿元，以此为基准，公司 15-17 年三年净利同比增速为 85%、45.9%、

37%，三年复合增速为 54.7%，17 年公司将形成超 10 亿元净利润水平！ 

 

表 1、国电清新股权激励行权条件 

项目 2014E 2015F 2016F 2017F 

归母净利润（亿元） 2.70  5.00  7.29  9.99  

以 14 年为基数增长率（%） -- 85% 170% 270% 

同比增长率（%） 50.0% 85.0% 45.9% 37.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研究所 

 

行业层面：脱硫脱硝行业增速将维持平稳。按照中电联的统计数据，13 年底脱硫机组占全国现役燃煤机组

容量的 91.6%，脱硝机组占比 50%，十二五对电厂燃煤机组脱硝和钢厂烧结机脱硫的规划投入有较大提升。

我们预计 2014 是脱硫脱硝项目上马增速的顶峰，按照我们的估算今年脱硝机组数量将达到 75%以上，考虑

到小机组和燃煤锅炉新项目的增量，我们预测 2015 年脱硫脱硝项目的增速大致在 25%，脱硫脱硝工程上市

公司业绩仍能保持一个较为平稳的增速，主要原因是一些脱硫脱硝公司转变盈利模式，从单一的工程类公司

转向脱硫脱硝运营（诸如龙净环保、国电清新），以及涉足新环保业务（诸如中电远达、菲达环保等）。 

 

公司层面：脱硫脱硝运营是平稳增速的支撑。公司目前在手脱硫脱硝运营项目（包括已投运和未投运）的为

1336 万千瓦（脱硫）和 414 万千瓦（脱硝），按照我们对项目进度的预计，今年新增脱硫运营 430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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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硝运营 310 万千瓦，另外神华店塔和图木舒克等运营项目也有望于年末年初投产运行，这将成为 15 年业

绩内生增速保持平稳的重要支撑。 

 
 表 2、国电清新脱硫脱硝运营项目明细 

 类型 项目 区域 预计/实际投产时间 装机规模（万千瓦） 

脱硫运营 

总计 
  

1336 

托克托电厂 内蒙 2010 480 

大唐呼和浩特热电 内蒙 2013 60 

大唐云冈电厂 山西 2013 104 

大唐丰润电厂 河北 2013 60 

西山武乡电厂 山西 2014 年 4 月 120 

大唐石柱电厂 重庆 2014 年 7 月 70 

乌沙山电厂 浙江 2014 年 6 月 240 

图木舒克电厂 新疆 2014-2015 70 

神华店塔电厂 宁夏 2014-2015 132 

脱硝运营 

总计 
  

414 

大唐云冈电厂 山西 2013 104 

大唐石柱电厂 重庆 2014 年 6 月 70 

大唐运城电厂 山西 2014 120 

西山武乡电厂 山西 2014 12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研究所 

 

如何给业绩插上高飞的翅膀？——高行权价下的理性推测。从公司前期公告看，公司拟出资 1 亿元与盈富泰

克、北京工程咨询公司、锦江集团等四家公司发起设立专项产业基金，基金规模为 2.53 亿元，公司出资占比

为 39.53%，我们强调前期产业基金的成立实际上是公司筹划外延拓展的表征。另外，公司今年 EPC 业务增

速较快，占压资金量较大；公司 7 月份将剩余超募资金全部用于投资全资子公司清新节能，超募资金已使用

完毕。根据我们对公司 15、16 年内生增速的推断，我们认为仅通过目前的脱硫脱硝运营和市政运营业务增

长实现股权激励行权条件的难度较大，此次股权激励给予公司外延式并购一个良好的时间窗口，我们强调公

司未来增速的超预期体现在公司外延式转型扩张的超预期！ 

 

投资建议：维持增持评级。我们预测公司 14-16 年 EPS 为 0.51、0.94、1.42 元，对应 PE 为 40X、22X、14X。

我们认为公司未来大概率将通过外延扩张的方式进行业务转型和多元化，或将打造环保-节能大平台型公司，

未来单一业务（譬如脱硫脱硝业务）的波动对公司业绩增速的影响将会极为有限。按照 17 年 10 亿元净利润

水平，未来三年公司市值有望翻番。高股权激励行权条件下的理性分析，强烈建议投资者持续关注！ 

 

风险提示：外延并购低于预期；脱硫脱硝业务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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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行业评级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行业股票指数的涨跌幅度相对同期上证综指/深圳成指的涨跌幅为基准,投

资建议的评级标准为： 

推荐：相对表现优于市场； 

中性：相对表现与市场持平 

回避：相对表现弱于市场 

公司评级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公司的涨跌幅度相对同期上证综指/深圳成指的涨跌幅为基准,投资建议的

评级标准为： 

买入：相对大盘涨幅大于 15% ； 

增持：相对大盘涨幅在 5%～15%之间 

中性：相对大盘涨幅在-5%～5%； 

减持：相对大盘涨幅小于-5% 

 

机构销售经理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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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销售经理 

姓名 办公电话 邮箱 姓名 办公电话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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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嘉 010-66290195 hejia@xyz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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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本公司在知晓的范围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客户可登录 www.xyzq.com.cn 内幕交易防控栏内查询静默期

安排和关联公司持股情况。 

 

【分析师声明】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

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

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法律声明】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

而视其为客户。客户应当认识到有关本报告的短信提示、电话推荐等只是研究观点的简要沟通，需以本公司

http://www.xyzq.com.cn 网站刊载的完整报告为准，本公司接受客户的后续问询。 

本公司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

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

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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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

的投资决策。 

本公司系列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们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

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

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征价，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

司和作者无关。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及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

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服务。因此，投资者应当考虑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及/或其相关人员可能存在影响本报告观点客观性的潜在利益冲突。投资者请勿将本报告视为投资或其他决定

的唯一信赖依据。 

若本报告的接收人非本公司的客户，应在基于本报告作出任何投资决定或就本报告要求任何解释前咨询

独立投资顾问。 

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除非另有书面显示，否则本报告中的所有

材料的版权均属本公司。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

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未经授权的转

载，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转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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