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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污染源解析，监测建设迈向精细化  

   行业简报  

      ◆事件： 

环保部日前发布了第二批大气污染物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涉及

大气可吸入颗粒物（PM10）、道路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源、生物质燃烧

源、扬尘颗粒物等方面。 

◆大气污染源解析是长期主题： 

污染物排放清单的编制，是我国摸清大气污染“家底”，解析污染来

源的重要方法。此次发布的五项技术指南是继 2014 年 8 月大气细颗粒物

（PM2.5）、挥发性有机物（VOCs）、氨（NH3）源排放清单编制指南

后的第二批阶段性成果。预计未来各地政府将依据技术指南，继续加强区

域监测能力建设，提升清单编制的准确度，为减排方案、空气质量规划和

应急预案等提供数据基础。 

◆监测迈向精细化，地方建设接棒“国控网”： 

根据环保部通报，2012 年起的空气质量新标准“三步走”方案已提前

一年完成。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 338 个地级市共 1436 个监测点

位将对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控和公布。但是，国控网的点位还无法满足排

放清单的数据要求，其中部分参数和实测法需要大量地方实地监测数据的

支撑。我们认为空气环境质量监测将走向精细化，看好“省控网”和工业

园区空气质量监测能力的建设。目前，江西、山东、福建、四川等省的县

级监测网规划已出；由此带来的空气质量监测设备市场扩容约 15 亿。同

时，国家级、省级产业园区的监测规划也在加速，预计带来的市场扩容在

10-15 亿元。 

◆“新环保法”利剑出鞘，重申监测行业买入评级： 

新环保法正式执行，明确提出“建立监测网络和监测数据信息体系”；

同时，新环保法增加了按日计罚，上不封顶、行政拘留等条款，强调违法

处罚和环保执法力度。在依法治国，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的主

旋律下，加快监测网络和监测数据信息体系的建设将奏响第一曲。我们重

申对监测行业的持续看好，推荐雪迪龙（在线烟气监测分析仪器龙头）、

聚光科技（监测仪器产品线最全）。 

◆风险提示： 

政策推动力度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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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重点上市公司评级与估值指标 

证券 

代码 

公司 

名称 

流通 A 

(百万) 

当前 

股价 

目标价 EPS(元) P/E(x) P/B(x) 投资评级 

13A 14E 15E 13A 14E 15E 13A 14E 15E 上次 本次 

002658 雪迪龙 75 25.92 34.30 0.49 0.78 0.98 53.1 33.1 26.4 6.04 5.21 4.48 增持 买入 

300203 聚光科技 445 19.23 26.00 0.35 0.46 0.55 54.7 41.8 35.0 4.58 4.10 3.70 买入 买入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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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券

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

确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证他们报酬

的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分析师介绍 

陈俊鹏，长江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Haas 商学院交换学生，上海交通大学工学士。2011 年

8 月加入光大证券研究所，从事环保及公用事业行业研究，6 年证券行业从业经验，8 年行业工作经验。2014 年

获 STARMINE 亚太区公用事业行业第三名、亚太区材料行业第三名，“今日投资”最佳选股分析师公用事业第二

名；2013 年获“金牛奖”环保行业第三名，“水晶球”公用事业第六名，STARMINE 大陆和香港地区设备类最佳

选股分析师第一名，“今日投资”最佳选股分析师公用事业第一名。 

 

投资建议历史表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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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日期 评级 

2014-02-16 买入 

2014-03-03 买入 

2014-04-18 买入 

2014-04-25 买入 

2014-06-20 买入 

2014-06-29 买入 

2014-11-30 买入 

2014-12-11 买入 

2014-12-14 买入 

2014-12-18 买入 

 

买入— 增持— 中性— 

减持— 卖出—  
 

 

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买入—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

明确的投资评级。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

模型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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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创建于 1996 年，系由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投资控股的全国性综合类股份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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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直接投资、期货、基金管理以及香港证券业务。 

本证券研究报告由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以下简称“光大证券研究所”）编写，以合法获得的我们相信为可靠、准确、完

整的信息为基础，但不保证我们所获得的原始信息以及报告所载信息之准确性和完整性。光大证券研究所可能将不时补充、修订或更

新有关信息，但不保证及时发布该等更新。 

本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分发，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 

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发布时光大证券研究所的判断，可能需随时进行调整。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

见不构成任何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方面的最终操作建议，本公司不就任何人依据报告中的内容而最终操作建议作出任何形式的保

证和承诺。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附属机构可能持有报告中提及的公司所发行证券的头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

正在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投资者应当充分考虑本公司及本公司附属机构就报告内容可能存在的利益

冲突，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因素。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建议并不构成对任何投资人的投资建议，本公司及其附属机构（包括光大证券研究所）

不对投资者买卖有关公司股份而产生的盈亏承担责任。 

本公司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可能会向客户提供与本报告中观点不同的口头或书面评论或交易策略。本公司的资

产管理部和投资业务部可能会作出与本报告的推荐不相一致的投资决策。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并理解投资证券及投资产品存在的风

险，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建议投资者务必向专业人士咨询并谨慎抉择。 

本报告的版权仅归本公司所有，任何机构和个人未经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发表、篡改或者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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