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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 e_Title 

环保Ⅱ行业 

污水处理费将合理定价，水板块再迎重磅利好 

Table_Summary  核心观点： 

 污水处理费合理定价+加强征收，设市城市居民不低于 0.95 元/吨 

发改委、财政部和住建部联合发文，加大污水处理费收费力度，其核心内

容为收费标准要补偿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设施的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规

定 2016 年底前，设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居民不低于 0.95 元，非居民不低于

1.4 元；县城、重点建制镇不低于 0.85 元，非居民不低于 1.2 元；并加强工

业污水处理费的合理定价和征收力度，推进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股

权合作等方式。 

 政策核心内容为建立成本+合理利润的收费机制，并加强征收 

此次政策的核心内容为污水处理标准要补偿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设施的运

营成本+合理盈利，并加强对工业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力度，推进特许经营等

模式，以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和运营效率。我国现有城镇、工业污水处理价

格偏低，收费力度不足，导致多地区污水处理收入难以补偿治理成本，极

大影响了相应设备设施的运营效率和后续投入。 

 污水费等多项环保收费进入调价周期 

根据此次政策，未来 2 年内全国污水处理费等环保价格将逐步上调，最终

实现补偿营业成本+合理盈利，特别是在水十条即将出台的背景下，污水处

理费的合理定价，增强了环保企业参与提标改造、污泥处置等市场的信心

和动力。同时与我们此前策略报告中在低 CPI 背景下多项环保价格进入向

上调价周期的判断相一致，我们同时预计包括生活垃圾处理费、污泥处置

费用、部分品类废旧电器拆解补贴等多项环保收费都将步入上调周期，收

费制度的完善将有利于环保运营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 

 关注水务运营、工程、设备类企业 

在水十条即将出台的预期下，污水处理价格制度的完善和征收力度的加强，

有利于水务运营企业的盈利回升，并有助于提标改造市场的快速启动，利

好工程、设备类企业。建议关注运营类企业，如首创股份、洪城水业等；

工程、设备类公司，如碧水源、津膜科技、中电环保等。 

 风险提示 

政策执行力度低于预期；污水处理价格调价周期较长，政策兑现较慢； 

重点公司盈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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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 评级 股价 
EPS PE 

PB 
13A 14E 15E 13A 14E 15E 

首创股份 增持 12.18 0.25 0.27 0.33 48.7 45.1 36.9 4.50 

碧水源 买入 36.73 0.77 1.12 1.54 47.4 32.8 23.9 7.70 

津膜科技 增持 22.83 0.31 0.43 0.6 74.4 53.1 38.1 7.31 

数据来源：公司财务报表，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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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全国部分城市现有污水处理价格比较（元/吨） 

 

数据来源：各省市发改委、物价局网站、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表1：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费的相关内容 

项目 主要内容 

总原则 
按照“污染付费、公平负担、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收费标准要补偿污水处理和污泥

处置设施的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2016 年底前完成调整 

设市城市 居民 0.95元,非居民 1.4元 

县城、重点建制镇 居民 0.85 元,非居民 1.2 元 

达到收费标准仍不足的 结合污染防治形势等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收费标准 

未征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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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发改委、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表2：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费政策的其他主要内容 

项目 主要内容 

合理制定和调整收

费标准 

按照“污染付费、公平负担、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收费标准要补偿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

设施的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 

加大污水处理费收

缴力度 

对火电、钢铁等排水量明显低于用水量且安装自动检测设施的企业用户按排水量计征；对未安装

相应设置的以用水量计征；加强对自备水源用户的征收力度。 

实行差别化收费政

策 

对企业排放污水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的，执行正常的企业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对企业排放污

水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并对超标排放的污水实行更高的收

费标准。 

鼓励社会资本投入 

合理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形成合理预期，吸引更多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

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积极参与污水处理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服务，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和运

营效率。鼓励工业园区（开发区）内污水处理单位与污水排放企业协商确定污水处理收费，提高

污水处理市场化程度和处理效率。 

确保配套措施落实

到位 

1.加大政府投入，中央预算内投资+其他财政专项；2.强化企业监管，排水许可制度依法查处超排

企业。3.保障低保标准。 
 

数据来源：发改委、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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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国内部分城市水价等重要价格信息（2015年1月） 

地区 自来水价（居民）（元/立方米） 污水处理价（居民）（元/立方米） 垃圾处理收费（居民） 

北京 5；7；9 1.36 3 元/户·月，外来 2 元/人·月 

天津 4.9 0.9 
物管 3 元/户•月，其他 5 元/户•月，暂住人口 2

元/人•月 

河北 石家庄：3.63 0.8 石家庄：3 元/户·月，暂住人口 2 元/人•月 

山东 青岛：2.5 0.7 青岛：物管 5 元/户·月，非物管 6 元/户·月 

山西 太原：2.8；5.1；7.4 0.5 太原：5 元/户·月 

内蒙古西部 包头：2.35；3.32 0.4 包头：3 元/户·月，暂住人口 1 元/人•月 

内蒙古东部 呼和浩特：3 0.65 呼和浩特：5 元/户·月 

辽宁 大连：2.9 0.6 大连：6 元/户·月 

黑龙江 哈尔滨：3.2 0.8 哈尔滨：1.5 元/人·月 

吉林 长春：2.5 0.4 
长春：袋装区域 7 元/户·月；非袋装区域 4.5

元/户·月 

陕西 西安：2.9 0.65 西安：2 元/人·月 

甘肃 兰州：1.95 0.5 兰州：5 元/户·月 

青海 西宁：2.65 0.82 西宁：6 元/户·月 

宁夏 银川：2.4；3.5；4.7 0.7 银川：4 元/户·月，暂住人口 1 元/人•月 

新疆 乌鲁木齐：2.10 0.7 乌鲁木齐：3 元/人•月 

上海 3.45；4.83；5.83 1.7 暂未征收 

浙江 杭州：1.85 0.5 杭州：50 元/户·年 

江苏 南京：3.1；3.81；4.52 1.42 南京：5 元/户·月 

安徽 合肥：2.45 0.76 合肥：0.3 元/吨水 

福建 厦门：2.8 1 厦门：非物管 10 元/户·月，物管 3 元/户·月 

湖北 武汉：2.62；3.38；4.14 1.1 武汉：5 元/户·月 

湖南 长沙：2.58 0.85 长沙：0.3 元/立方米水 

河南 郑州：2.4 0.65 郑州：5 元/户·月 

江西 南昌：2.08；2.87.；5.24 0.5 南昌：8 元/户·月 

四川 成都：2.85 0.9 成都：8 元/户·月 

重庆 3.5 1 8 元/户·月 

广东 
深圳：3.2；4.45；5.7 0.9；1；1.1 深圳：13.5 元／户・月 

广州：2.88；4.17；5.46 0.9；1.2；1.5 广州：5 元/户·月 

广西 南宁：2.62；3.35；4.07 1.17 南宁：8 元／户・月 

云南 昆明：3.45；5.9；7.125；8.35 1 
昆明：10 元／户・月，流动人口 2.5 元／户・

月 

贵州 贵阳：2.7；3.7；4.7 0.7 贵阳：2 元/人·月 

海南 海口：1.55 0.8 海口：0.37 元/吨水 
 

数据来源：各省市发改委、物价局网站、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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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国内部分城市阶梯水价实施情况（2015年1月） 

地区  阶梯  户月用水量（立方米） 水价（元/立方米） 污水处理费（元/立方米） 实施时间 

北京 

第一阶梯 0-15 5 

1.36 2014 年 5 月 第二阶梯 15-21.67 7 

第三阶梯 21.67 以上 9 

上海 

第一阶梯 0-18.3 3.45 

1.7 2013 年 9 月 第二阶梯 18.3-25 4.83 

第三阶梯 25 以上 5.83 

太原 

第一阶梯 0-9 2.8 

0.5 2008 年 9 月 第二阶梯 9-13.5 5.1 

第三阶梯 13.5 以上 7.4 

武汉 

第一阶梯 0-25 2.62 

1.1 2013 年 2 月 第二阶梯 25-33 3.38 

第三阶梯 33 以上 4.14 

南京 

第一阶梯 0-20 3.1 

1.42 2012 年 6 月 第二阶梯 20-30 3.81 

第三阶梯 30 以上 4.52 

南宁 

第一阶梯 0-32 2.62 

1.17 2010 年 1 月 第二阶梯 33-48 3.35 

第三阶梯 48 以上 4.07 

昆明 

第一阶梯 0-10 3.45 

1.0 2009 年 6 月 
第二阶梯 11-15 5.9 

第三阶梯 16-20 7.125 

第四阶梯 21 以上 8.35 

贵阳 

第一阶梯 0-21 2.7 

0.7 2010 年 4 月 第二阶梯 21-36 3.7 

第三阶梯 36 以上 4.7 

银川 

第一阶梯 0-12 2.4 

0.7 2010 年 3 月 第二阶梯 12-18 3.5 

第三阶梯 18 以上 4.7 

南昌 

第一阶梯 0-30 2.08 

0.5 2014 年 4 月 第二阶梯 30-40 2.87 

第三阶梯 40 以上 5.24 

深圳 

第一阶梯 0-22 3.2 0.9 

2011 年 4 月 第二阶梯 23-30 4.45 1 

第三阶梯 31 以上 5.7 1.1 

广州 

第一阶梯 0-26 2.88 0.9 

2012 年 5 月 第二阶梯 27-34 4.17 1.2 

第三阶梯 34 以上 5.46 1.5 
  

数据来源：各省市发改委、物价局网站、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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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正文如下：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

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5〕11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住房城乡建设厅（建

委、市政管委、水务厅、水务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务院《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等

规定，促进水污染防治，改善水环境质量，现就合理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

加大污水处理收费力度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合理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应按照“污染付费、公平负担、补

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综合考虑本地区水污染防治形势和经济社会承受能力等

因素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要补偿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设施的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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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应依法履行污水处理企业成本监审、专家论证、

集体审议等定价程序，确保政府制定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的科学性、公正性和透明度，

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二、加大污水处理费收缴力度。对排水量明显低于用水量且排水口已经安装自动在

线监测设施等计量装置的火力发电、钢铁等少数企业用户，经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

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排水主管部门”）认定并公示后，按实际排水量计征；未安装自

动在线监测设施等计量装置的，按用水量计征。要重点加强自备水源用户污水处理

费的征缴，对取水设施已安装计量装置的自备水源用户，其用水量按照计量值计算；

对未安装计量装置的用户，其用水量按照取水设施额定流量每日运转24小时计算。

自备水源污水处理费由排水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负责征收。 

三、实行差别化收费政策。各地可结合水污染防治形势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制定差别化的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对企业排放污水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的，执

行正常的企业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对企业排放污水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的，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并对超标排放的污水实行更高的收费标准。各地可根据

超标排放污水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制定差别化的收费标准。 

四、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各地应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合理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

收费标准，形成合理预期，吸引更多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股权

合作等方式，积极参与污水处理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服务，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和

运营效率。政府应严格按照运营维护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拨付污水处理运营服务费，

确保收取的污水处理费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和污泥处理处置。鼓

励工业园区（开发区）内污水处理单位与污水排放企业协商确定污水处理收费，提



  

识别风险，发现价值                                      请务必阅读末页的免责声明 

6 / 7 

行业跟踪|环保Ⅱ 

高污水处理市场化程度和处理效率。 

五、确保配套措施落实到位。一是加大政府投入。各地要将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作为公用事业的重要内容，切实加大投入力度。国家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以及

其它财政专项等现有渠道支持城市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强化行业监管。

严格排水许可制度，监督污水排放企业达标排放。加强污水处理企业监管，保证出

水水质和污泥处置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对城镇污水处理企业超标排放

化学需氧量、氨氮等主要污染物的，应依法依规予以处罚。限期关闭城镇公共供水

管网覆盖区域内的自备水井，防止偷采偷排。三是做好低收入保障。要提高对低收

入家庭补贴标准，确保其基本生活水平不因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而降低。 

六、做好信息公开和宣传。各地要向社会公开污水处理费收取、使用情况；制定或

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要公开污水处理企业成本监审结果；重点排污单位要公开污

水排放等指标；污水处理企业要定期公开污水处理量、主要污染物削减量、出水主

要指标和企业运营情况等信息。要加强污水处理和收费的宣传解释，通过报纸、电

视和网络等媒体，宣传我国水环境污染的状况，征收和调整污水处理费、促进污水

处理和水污染防治的必要性，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财政和排水主管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尽快提出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提高污水处理收费力度的实

施方案，并于每年底前将工作进展情况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住房城乡建设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对各地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

导，对不按规定落实相关政策的，将予以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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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esearch 广发公用事业行业研究小组 

郭 鹏： 资深分析师，华中科技大学工学硕士，三年环保、燃气、电力等公用事业研究经验，2014 年进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沈 涛： 首席分析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硕士，2014 年煤炭行业新财富第一名，2013 年煤炭行业新财富第四名，水晶球第一名。 

安 鹏： 首席分析师，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学硕士，2014 年煤炭行业新财富第一名，2013 年煤炭行业新财富第四名，水晶球第一名。 

郑思恩： 研究助理，上海交通大学会计硕士，ACCA 准会员，2013 年进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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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相对大盘的变动幅度介于-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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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atingCompany 广发证券—公司投资评级说明 

买入：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大盘 15%以上。 

谨慎增持： 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大盘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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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Address 联系我们 

 广州市 深圳市 北京市 上海市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

大都会广场 5 楼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15 楼 A 座

03-04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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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510075 518026 100045 200120 

客服邮箱 gfyf@gf.com.cn 

服务热线 020-87555888-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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