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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多地迎污水处理费上调机遇，长期利

好水务板块 
 
■事件：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住建部联合下发《关于制定和调整污

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明确：2016 年底前，

设市城市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原则上每吨应调整至居民不低于 0.95 元，

非居民不低于 1.4 元；县城、重点建制镇原则上每吨应调整至居民不

低于 0.85 元，非居民不低于 1.2 元；已经达到最低收费标准但尚未补

偿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应当结合污染防治形势等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

收费标准；未征收污水处理费的市、县和重点建制镇，最迟应于 2015

年底前开征，并在 3 年内建成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 

■点评：1）全国多地污水处理费存在上调空间：全国大部分地区政

府所征收污水处理费低于《通知》要求，全国 30 个重点城市中（拉

萨由于数据缺失未计入），只有 1/5 的城市的居民污水处理费和非居

民污水处理费（为便于统计，以工业污水处理费表征）达到 0.95 元/

吨和 1.4 元/吨，随着各地污水处理费的上调，地方政府的财政支付

能力将得以提升，从而保障污水处理项目投入，同时为污水处理公司

上调污水处理费提供机遇；2）乡镇污水处理市场显著受益：乡镇污

水处理费的提高和扩容将缓解长期制约乡镇污水处理市场发展的资

金困局，预计未来乡镇污水处理率将显著提高；3）污泥处置费有望

落实：继《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后，再次强调污水处理费

要涵盖污泥处置成本，随着地方政府支付能力的提升，污泥处置的市

场空间有望打开；4）污水处理市场化程度有望进一步提高：鼓励社

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参与污水处

理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服务，未来有望释放更多政府项目；5）实

行差别化收费，利用价格杆杠倒逼企业提高污水排放标准。 

■投资建议：我们认为污水处理费的上调首先将提升地方政府财政支

付能力，保障污水处理项目投入，同时也为水务运营公司上调水价提

供机遇，为后续可能出现的提标改造和资产注入做好铺垫，水务公司

的平台型价值有望进一步体现。未来，随着水十条的出台和 PPP 模

式下地方政府项目的释放，环保水务板块有望迎来政策红利+业绩驱

动的双重正向刺激。坚定看好环保水务板块，重点利好水务运营公司

（首创股份、中原环保、瀚蓝环境、中山公用、洪城水业、创业环保、

兴蓉投资、武汉控股和重庆水务等），长期来看，水务工程公司（碧

水源、津膜科技、兴源过滤、国中水务、中电环保、巴安水务、万邦

达等）也有望受益。 

■风险提示：政策出台低于预期、政策执行力度低于预期、项目进展

低于预期等。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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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全国重点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费情况   图 2：全国重点城市工业污水处理费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水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中国水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注:部分城市实施阶梯水价的按照第一阶梯价格数据，缺拉萨数据 

 

 

 

表 1：上市水务公司污水处理费情况 

公司名称  

2013 年污水处理

能力（万立方米/

日）  

覆盖区域  
生活污水处理费

（元/立方米）  

工业污水处理费

（元/立方米）  

重点区域公告价格

（元/立方米） 

2013 年公司污水处

理综合单价（元/立

方米） 

首创股份  671 
遍布北京、深圳、青岛、淮
南、徐州、马鞍山等地  

- - - 0.85 

中原环保  50 主要在郑州市  郑州：0.65 郑州：0.80 - 1.06 

瀚蓝环境  58.3 主要在佛山市  佛山：0.88 佛山：1.10 - 1.07 

中山公用  30 主要在中山市  中山：0.90 中山：1.00 - 1.09 

洪城水业  150.3 
遍布江西全省并延伸到温

州等地  
- - - 1.14 

创业环保  370.75 主要在天津市  天津：0.90 天津：1.20 

1.77、1.76（天津

地区纪庄子等四座

水厂）  

- 

兴蓉投资  197.5 主要在成都市  成都：0.90 成都：1.40 1.53 1.35 

武汉控股  141 主要在武汉市  武汉：0.80 武汉：0.80 1.99 - 

重庆水务  204.33 主要在重庆市  重庆：1.00 重庆：1.30 2.78 - 

数据来源：各公司公告，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注：由于水厂分散，覆盖区域主要汇总了重点区域、重点区域公告价格主要根据披露的部分核心区域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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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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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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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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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声明条款具有惟一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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