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国标施压 二次污染待解

饮用水升级创造6000亿市场

本报记者 郭力方

再过一个多月，卫生部出台的饮用水新国家标准将于7月1日起正式强制推行，其相对于旧国标多出三倍多

的水质指标要求，可以让百姓喝水更放心。

普通市民关心饮水安全，而投资市场则关心新国标的实施是否能带来一些新的投资机会。 近两年来，水务

行业频收政策利好，诸如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等领域已相继掀起一个个投资热潮，此番饮用水净化市场又将

迎来一个投资主题。 据初步测算，新国标涉及上游自来水厂净化设施提标改造和下游家庭饮用水净化器两大细

分领域，总投资规模将达到近6000亿元人民币。

作为政府公用事业的一部分，净化水市场的启动有可能遭遇巨大的资金缺口。 这让此前备受业界关注的水

价上调预期进一步加大，同时，多元化资本的渐次涌入，也为市场的加速释放注入了一股强劲动力。

新国标“倒逼”水厂提标改造

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和50%的儿童死亡都与饮用水水质不良有关。 饮用

不良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如消化疾病、传染病、各种皮肤病、糖尿病、癌症、结石病、心血管病等；由于水

质污染， 全世界每年有5000万儿童死亡，3500万人患心血管病，7000万人患结石病，9000万人患肝炎，3000万人

死于肝癌和胃癌。 在我国，因为水质污染引起的新发病种情况越来越多，“饮用水污染”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

水环境问题。

全国有共计4000余家自来水厂，为4亿多县级以上城市居民，每天供应6000万吨自来水。 卫生部近日宣布自

今年7月1日起在全国强制实施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饮用水监测指标将从目前的35项提高到106项。 据

了解，新标准与现行的1985年版本相比，加强了对水质有机物、微生物和水质消毒等方面的要求，基本实现了饮

用水标准与国际接轨。

“事实上，新国标早在2007年就制定颁布了，只不过当时并不要求强制执行，因此各地针对新标准要求进行

的自来水厂提标改造热情并不高。 ”中国水网高级分析师肖琼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按照新国标要求，全国自来

水企业在生产工艺、管理、维护等多个方面都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必须进行大量的技术改进和设备更新。

尽管新国标已制定出台达5年之久，但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目前国内除北京、上海等一部分一线城市以

及东营、江阴等沿海发达城市已逐步实现城市主要自来水厂完成提标改造外，大多数城市仍沿用旧国标标准进

行水质监测，有些甚至连旧国标的要求都达不到。

据清华大学饮水安全研究所所长刘文君介绍，我国98%城市供水处理技术长期来沿用“混凝—沉淀—过滤—

消毒”四个单元处理过程组成的常规供水处理工艺，其理论主要是建立在传统的以黏土胶体微粒和致病细菌为主

要去除对象的基础上。 随着我国各地区水体污染状况的日趋严峻，源水水质不断恶化，用常规的净化工艺很难去

除掉微污染水源水中含有的微量有机物、农药及氨氮等有害污染物。

肖琼认为，水质达标情况不理想，从另一个角度也意味着目前国内饮用水净化处理的市场空间还很广阔。

据她分析，目前国内一个10万吨的自来水厂要实现新国标要求的水净化处理，吨水投入大概需要600到700

元，整个水厂投入为6000万到7000万元；如果按照住建部数据，全国4000家水厂有87%达标，意味着有520家水厂

不达标，这些水厂如果都按10万吨单厂规模计算，相应的水处理提标改造投入将达312亿到364亿元。 而据她预

计，实际上，全国既有自来水厂提标改造所需投入要远远超出这一数字，甚至可达千亿元规模。

净水器产值将超五千亿

进一步的市场分析则指出，自来水厂升级改造只是饮用水新国标推出所创下的市场空间的一部分，更大的板

块可能来自于下游终端家庭用水领域。

刘文君表示，目前全国市政供水系统普遍存在二次污染问题，如高层住宅的水箱供水，漫长的自来水输送管

道，都会造成潜在的铁锈、水垢及微生物等污染问题。 家庭取用时烧成开水可杀死微生物污染，但无法去除有机

污染物和重金属离子。 如此，用于满足家庭水净化的终端处理设备便迎来了市场需求的扩容。

据了解，中国现阶段的生活饮用水终端市场由瓶(罐)装饮用水、自来水终端制水、管道直饮水三分天下，其市场份

额分别为：桶装水约占75%-80%，净水器约占20%-25%，管道直饮水约占0.2%。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桶装水和管道直饮水二次污染问题，目前越来越受到关注，未来

将逐渐被净水器所替代。

在欧美和日本、韩国等国家，净水器的家庭普及率达到70%左右，但中国家用净水器普及率仍不到2%，且其

中多数为净化处理效果不佳，出水水质未完全达标的传统活性炭式低端净水设备。

上述报告认为，在国标强制推行形成的倒逼机制下，一些应用新处理工艺的中高端净水器将全面替代旧有

市场。 在需求的拉动下，预计2011-2015年中国净水器产量仍将保持40%左右的速度增长，2015年中国净水器产

量有望达到2.6亿台。 如果按目前市场上中高端净水器平均2000元/台的售价来测算，这一产业市场到2015年产

值可达5200亿元。

无论是上游自来水厂提标改造，还是下游中高端净水器全面进入寻常百姓家，其所需设备均需采用目前越

来越居于主流的膜处理工艺。 业内分析指出，这一系列市场启动将开拓膜材料的巨大需求空间。

水价上涨吸引各路资本涌入

“随着检测指标的提高以及强制性要求的提出，国内众多自来水厂必将面临转型，而这并不是一个短

时间内就能实现的目标。 ”肖琼认为，从目前来看，与水务行业其他领域类似，自来水净化处理市场也将遭遇投

资资金缺口问题。

尽管水厂提标改造带动起的投资规模可达千亿元，但对于具有政府公用事业的城市供水行业来说，其中的

大部分投入将主要靠政府财政支出来支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以来，随着国家对节能环保行业一系列

支持政策的出台，以水务为代表的节能环保细分市场在持续获得政策性利好的同时，也得到政府投资之外的PE/

VC资本的青睐。

根据权威PE/VC市场研究机构清科研究中心数据统计，2011年水务领域的VC/PE投资案例达17起， 投资金

额达2.92亿元，相比于2010年1.18亿元的投资呈现翻番增长。 2006年-2011年中国水务行业披露的VC/PE投资案

例达54起，其中48起披露了金额的案例共涉及投资金额7.08亿美元。

清科研究中心分析师肖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水务行业受益于国家的环保鼓励政策，因此受到PE/VC

界的看好。 长期来看，水价的上涨趋势是改善水务行业利润水平的推动力，对VC/PE有一定吸引力。

自2011年底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水价上涨已成为大势所趋。 有券商分析师指出，未来全国36个重点城市，水

价年均涨幅将超过5%。 2011年全国主要城市日供水能力达2.7亿吨，如果按目前北京0.4元/吨的水价测算，每吨

水涨价5%（2分钱），意味着每天城市供水新增的水资源费收入可达540万元，全年新增的收入可达近20亿元。

碧水源（300070）的成长在水务公司中很具代表性。 公司2011年年报披露，公司去年在维持既有污水处理业

务板块收入稳增的同时，新增的城市给排水业务全年实现9100万营业收入，净水器业务全年更是实现1022.47%

的爆发式增长，净水器产品毛利率更是高达75.15%。

碧水源公司董秘何愿平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公司目前在自来水净化市场的业务拓展围绕上下游全面展

开，预计净水器销售收入今年将迎来更大规模增长。 “尽管这两项业务目前占公司总营收的比例不足10%，但据我

们分析，自来水净化领域未来的市场规模可能要超过污水处理。 ”何愿平说。

证券名称 业务

最新收盘价

（元）

市盈率

（PE）

A股市值

（含限售股）

（亿元）

2011年净利润

（万元）

碧水源 膜材料及净水器

27.25 43.49 149.8100 34450.51

南方汇通 膜材料

7.75 54.87 12.7900 5806.4

上海梅林 净水器

9.94 33.66 16.8700 14978.15

江南水务 自来水净化工程

12.67 25.00 29.6200 11962.07

膜天膜（拟） 膜材料及工程 ——— ——— ——— ———

数据来源：同花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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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膜“十二五”发展规划》将出

水务市场扩容将尽显“膜”力

□

本报记者 郭力方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中国膜工业

协会获悉，相关部门启动编制的《分

离膜“十二五”发展规划》已制定完

成，将于近期出台。

据了解，污水处理、自来水净化

及再生水处理等水务行业各大细分

领域， 其产业化发展都须采用目前

已渐渐成为市场主流的分离膜处理

工艺。 相关分析预测，“十二五”期

间， 自来水分离膜处理市场需求将

达

12

亿元， 而污水处理及再生水生

物膜处理市场则可达上百亿元。 膜

材料及工程将独立走上产业化发展

道路。

切合各种水质达标要求

自来水膜法处理， 是指在自来

水传统处理工艺 （絮凝—沉淀—消

毒）基础上增加膜处理工序，使之更

加洁净的工艺。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水污染治理

专委会秘书长赵家廉此前曾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目前大多数国

内自来水厂和污水处理厂均采用

传统工艺进行水处理，这一类工艺

不仅工程投资量大、建设周期长，

最关键的是经处理后的出水水质

无法达到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从目前来看，膜处理技术及工艺恰

恰能弥补传统工艺的缺陷，同时处

理效果切合各种水质达标要求。

以自来水净化为例，据了解，分

离膜处理自来水具有运行稳定、出

水质量高的特征， 适于解决我国饮

用水标准提升和水源地污染严重的

现状。

据中国水网相关专家介绍，目

前藻类问题已经成为城市水厂普遍

关注的难题， 传统工艺难以将水中

藻类彻底去除， 而膜技术可轻松做

到。 诸如微滤、超滤、纳滤和反渗透

等渐渐成为城市净水及污水处理的

主流工艺。

目前国内反渗透膜有

90％

是

进口产品，超滤和微滤膜约有

40％

为进口；而用于制作膜的原材料有

50％

—

70％

依赖进口。 为此，《分离

膜“十二五”发展规划》（草案）提

出，“十二五”期间，中国要在分离

膜全领域形成完备的、规模化的膜

与膜组器的生产技术与生产能力，

膜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平安证券分析师介绍， 相对超

滤膜， 纳滤膜具有较好的重金属去

除效果；而相对反渗透膜，纳滤膜又

能留下绝大部分的矿物质离子。 因

此，在国外，纳滤膜是主流的饮用水

处理主要分离膜。

清科研究中心分析师肖珺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过去几年，膜法

水处理技术由于膜材料、 膜反应器

购置成本和定期维护成本较高，推

广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随着能源

价格上涨， 膜分离过程能耗低的优

势得以体现。

超百亿需求将加速开启

住建部最新数据显示，

2011

年

我国日供水能力为

2.7

亿吨。 上述平

安证券分析师表示，若按

2%

的占比

计算，膜处理量在

234

万吨

/

日左右。

综合考虑公用事业经济状况和 《分

离膜“十二五”发展规划》（草案），预

计到

2015

年， 我国自来水膜处理量

可达

92

万吨

/

日， 增加分离膜市场

5

亿元，工程市场

17

亿元。

而在污水处理领域， 生物膜处

理技术正获得业内普遍认可。 据清

华大学研究统计，

2004

年我国

MBR

项目的市场份额约为

4000

万元，到

2008

年就达到逾

16

亿元的规模。 根

据相关市场预测， 随着污水处理出

水水质标准的提高，未来

5

年内污水

处理对膜材料及工程市场的需求将

达

100

亿元。

中国膜工业协会相关专家预

计，“十二五” 期间， 全国分离膜

需求将以每年

25% -30%

的幅度

增长。

在

A

股市场，不少企业的膜业务

已开始全线发力。 碧水源（

300070

）

目前建成年产

200

万平方米

PVDF

中

空纤维微滤膜以及年产

100

万平方

米的中空纤维超滤膜生产线， 实现

用膜完全自给。 以此为动力，公司污

水处理及净水器毛利率分别达

49.91%

和

75.15%

。

而另一家生产反渗透膜的龙头

企业南方汇通（

000920

），市场分析

其目前拥有

300

万平方米反渗透膜

产能，占国内

10%

的市场份额，产品

毛利率达

40%

。

净水器产值将超五千亿

进一步的市场分析则指出，自来水

厂升级改造只是饮用水新国标推出所

创下的市场空间的一部分，更大的板块

可能来自于下游终端家庭用水领域。

刘文君表示， 目前全国市政供水

系统普遍存在二次污染问题， 如高层

住宅的水箱供水， 漫长的自来水输送

管道，都会造成潜在的铁锈、水垢及微

生物等污染问题。 家庭取用时烧成开

水可杀死微生物污染， 但无法去除有

机污染物和重金属离子。如此，用于满

足家庭水净化的终端处理设备便迎来

了市场需求的扩容。

据了解，中国现阶段的生活饮用水

终端市场由瓶

(

罐

)

装饮用水、自来水终端

制水、管道直饮水三分天下，其市场份额

分别为：桶装水约占

75%-80%

，净水器约

占

20%-25%

，管道直饮水约占

0.2%

。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最新发布的

研究报告， 桶装水和管道直饮水二次

污染问题，目前越来越受到关注，未来

将逐渐被净水器所替代。

在欧美和日本、韩国等国家，净水

器的家庭普及率达到

70%

左右， 但中

国家用净水器普及率仍不到

2%

，且其

中多数为净化处理效果不佳， 出水水

质未完全达标的传统活性炭式低端净

水设备。

上述报告认为， 在国标强制推行

形成的倒逼机制下， 一些应用新处理

工艺的中高端净水器将全面替代旧有

市场。 在需求的拉动下， 预计

2011-

2015

年中国净水器产量仍将保持

40%

左右的速度增长，

2015

年中国净水器

产量有望达到

2.6

亿台。 如果按目前市

场上中高端净水器平均

2000

元

/

台的

售价来测算， 这一产业市场到

2015

年

产值可达

5200

亿元。

无论是上游自来水厂提标改造，

还是下游中高端净水器全面进入寻常

百姓家， 其所需设备均需采用目前越

来越居于主流的膜处理工艺。 业内分

析指出， 这一系列市场启动将开拓膜

材料的巨大需求空间。

新国标施压 二次污染待解

饮用水升级创造6000亿市场

□

本报记者 郭力方

再过一个多月， 卫生部出台的饮用水新国家标准将于

7

月

1

日

起正式强制推行，其相对于旧国标多出三倍多的水质指标要求，可

以让百姓喝水更放心。

普通市民关心饮水安全， 而投资市场则关心新国标的实施是

否能带来一些新的投资机会。 近两年来，水务行业频收政策利好，

诸如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等领域已相继掀起一个个投资热潮，此

番饮用水净化市场又将迎来一个投资主题。 据初步测算，新国标涉

及上游自来水厂净化设施提标改造和下游家庭饮用水净化器两大

细分领域，总投资规模将达到近

6000

亿元人民币。

作为政府公用事业的一部分， 净化水市场的启动有可能遭遇

巨大的资金缺口。 这让此前备受业界关注的水价上调预期进一步

加大，同时，多元化资本的渐次涌入，也为市场的加速释放注入了

一股强劲动力。

新国标“倒逼” 水厂提标改造

世界卫生组织

(WHO)

调查表明，

全世界

80%

的疾病和

50%

的儿童死亡

都与饮用水水质不良有关。 饮用不良

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

50

多种， 如消化

疾病、传染病、各种皮肤病、糖尿病、癌

症、结石病、心血管病等；由于水质污

染， 全世界每年有

5000

万儿童死亡，

3500

万人患心血管病，

7000

万人患结

石病，

9000

万人患肝炎，

3000

万人死于

肝癌和胃癌。 在我国，因为水质污染引

起的新发病种情况越来越多，“饮用水

污染” 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水环境

问题。

全国有共计

4000

余家自来水厂，

为

4

亿多县级以上城市居民，每天供应

6000

万吨自来水。 卫生部近日宣布自

今年

7

月

1

日起在全国强制实施新的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饮用水监测

指标将从目前的

35

项提高到

106

项。 据

了解， 新标准与现行的

1985

年版本相

比，加强了对水质有机物、微生物和水

质消毒等方面的要求， 基本实现了饮

用水标准与国际接轨。

“事实上，新国标早在

2007

年就制

定颁布了， 只不过当时并不要求强制

执行， 因此各地针对新标准要求进行

的自来水厂提标改造热情并不高。 ”中

国水网高级分析师肖琼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按照新国标要求，全国自来水

企业在生产工艺、管理、维护等多个方

面都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必须进行大

量的技术改进和设备更新。

尽管新国标已制定出台达

5

年之

久，但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目前国

内除北京、 上海等一部分一线城市以

及东营、 江阴等沿海发达城市已逐步

实现城市主要自来水厂完成提标改造

外， 大多数城市仍沿用旧国标标准进

行水质监测， 有些甚至连旧国标的要

求都达不到。

据清华大学饮水安全研究所所长

刘文君介绍，我国

98%

城市供水处理技

术长期来沿用 “混凝—沉淀—过滤—

消毒” 四个单元处理过程组成的常规

供水处理工艺， 其理论主要是建立在

传统的以黏土胶体微粒和致病细菌为

主要去除对象的基础上。 随着我国各

地区水体污染状况的日趋严峻， 源水

水质不断恶化， 用常规的净化工艺很

难去除掉微污染水源水中含有的微量

有机物、农药及氨氮等有害污染物。

肖琼认为，水质达标情况不理想，

从另一个角度也意味着目前国内饮用

水净化处理的市场空间还很广阔。

据她分析， 目前国内一个

10

万吨

的自来水厂要实现新国标要求的水净

化处理， 吨水投入大概需要

600

到

700

元， 整个水厂投入为

6000

万到

7000

万

元；如果按照住建部数据，全国

4000

家

水厂有

87%

达标，意味着有

520

家水厂

不达标， 这些水厂如果都按

10

万吨单

厂规模计算， 相应的水处理提标改造

投入将达

312

亿到

364

亿元。 而据她预

计，实际上，全国既有自来水厂提标改

造所需投入要远远超出这一数字，甚

至可达千亿元规模。

水价上涨吸引各路资本涌入

“随着检测指标的提高以及强制

性要求的提出， 国内众多自来水厂必

将面临转型， 而这并不是一个短时间

内就能实现的目标。 ”肖琼认为，从目

前来看，与水务行业其他领域类似，自

来水净化处理市场也将遭遇投资资金

缺口问题。

尽管水厂提标改造带动起的投资

规模可达千亿元， 但对于具有政府公

用事业的城市供水行业来说， 其中的

大部分投入将主要靠政府财政支出来

支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2011

年以

来， 随着国家对节能环保行业一系列

支持政策的出台， 以水务为代表的节

能环保细分市场在持续获得政策性利

好的同时，也得到政府投资之外的

PE/

VC

资本的青睐。

根据权威

PE/VC

市场研究机构清

科研究中心数据统计，

2011

年水务领

域的

VC/PE

投资案例达

17

起，投资金额

达

2.92

亿元，相比于

2010

年

1.18

亿元的

投资呈现翻番增长。

2006

年

-2011

年中

国水务行业披露的

VC/PE

投资案例达

54

起， 其中

48

起披露了金额的案例共

涉及投资金额

7.08

亿美元。

清科研究中心分析师肖珺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 水务行业受益于国

家的环保鼓励政策，因此受到

PE/VC

界

的看好。 长期来看，水价的上涨趋势是

改善水务行业利润水平的推动力，对

VC/PE

有一定吸引力。

自

2011

年底开始， 全国范围内的

水价上涨已成为大势所趋。 有券商分

析师指出，未来全国

36

个重点城市，水

价年均涨幅将超过

5%

。

2011

年全国主

要城市日供水能力达

2.7

亿吨， 如果按

目前北京

0.4

元

/

吨的水价测算，每吨水

涨价

5%

（

2

分钱）， 意味着每天城市供

水新增的水资源费收入可达

540

万元，

全年新增的收入可达近

20

亿元。

碧水源（

300070

）的成长在水务公

司中很具代表性。 公司

2011

年年报披

露， 公司去年在维持既有污水处理业

务板块收入稳增的同时， 新增的城市

给排水业务全年实现

9100

万营业收

入 ， 净 水 器 业 务 全 年 更 是 实 现

1022.47%

的爆发式增长， 净水器产品

毛利率更是高达

75.15%

。

碧水源公司董秘何愿平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公司目前在自来水净化

市场的业务拓展围绕上下游全面展开，

预计净水器销售收入今年将迎来更大

规模增长。 “尽管这两项业务目前占公

司总营收的比例不足

10%

，但据我们分

析，自来水净化领域未来的市场规模可

能要超过污水处理。 ”何愿平说。

自来水净化上市公司一览表

■

记者观察

莫让巨额投资成“空头支票”

□

本报记者 郭力方

在众多自来水厂主营业务的亏损

面已达

40%

， 运营基本靠政府补贴度

日的行业现状下， 为迎合自来水国标

升级而进行的提标改造如何启动，千

亿投资如何释放？ 是我国自来水行业

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 业界主要

寄望于水价的上涨。 这一预期的确给

众多企业及欲投身其中的资本带来了

很多畅想。 水价上涨对于投资回报的

改善的确是有利因素， 但是水价的构

成是多方面的，包括水资源费、水利工

程水费、 城市供水水费、 污水处理费

等，因此，水价上涨增加的收入，究竟

如何分配， 才是影响水务企业利润的

重要因素。

水价收入分配的实施者是市政

主管部门，从这一点来看，影响企业

盈利、 行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仍是

政府。 这是水务这一公用事业的原

本属性。

许多环保建设项目由政府拨款

建设，政府补贴营运。 这种现状，一方

面导致投资渠道单一， 资金严重匮

乏；另一方面也导致经营管理上的政

企不分，企业缺乏活力，产出效益较

低。 与其他产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这一行业的比

例很低。

根据相关专家的分析， 水务等环

保产业行政投资目前只有不到

30%

真

正进入到了产业环节， 大部分投资领

域仍为市政包办， 市场主体并未真正

介入。 事实上，从目前来看，政策提出

“十二五”期间全面引进环境综合服务

等新型商业模式，以及土壤修复、水体

修复等更新兴的产业类别， 这些领域

目前的涉足者则更寥寥。

水务产业化发展离不开资金的强

力投入， 但巨额资金显然非政府一己

之力所能解决。这时候，就需要政府搭

建良好的融资平台， 创设宽松的融资

环境，以吸引各路资本介入。

环保产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

较强的外部性， 水务行业同时具有社

会公益与产品经济的双重性， 正是这

种特点使得其建设运营在市场机制的

利益驱动下难以出现大量的竞争者，

从而形成了自然垄断的局面。因此，目

前最迫在眉睫的问题便是打破水务行

业的自然垄断特性。

目前， 环保企业为解决融资难问

题纷纷扎堆

IPO

，但却遭遇股票市场融

资日益艰难的困境。在此背景下，无数

业内人士纷纷呼吁水务企业应更多选

择私募方式的融资。

此外，还须进一步进行水务项目

运营的成熟商业模式创新。

BOT

模式

已为越来越多的水务企业运用，但

资本界人士反映， 目前我国还缺乏

已经完成了整个

BOT

流程的水务项

目先例， 并且有一些项目运营过程

因为前期预判不足或双方约定条款

不够合理等原因造成运营状况不

佳，因此，水务项目的回报还存在一

定的风险。

有识之士指出， 水务市场近年来

不断涌现一个个投资主题， 政策方及

市场机构开出了不少投资大单， 着实

吊足了相关企业及资本市场的胃口，

但目前水务行业缺乏监管及成熟商业

模式的现状不时提醒业界， 产业发展

仍处于初级阶段，警惕巨额投资成“空

头支票”。

南京一家小学校里学生们在饮用安装的直供纯净水。 CFP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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