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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土壤修复千亿级产业提速

相关规划即将推出

□

本报记者 郭力方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权威渠道

获悉，由环保部牵头制定的《土壤

环保 “十二五” 规划》（下称 《规

划》） 已进入国务院审批程序，有

望于近期正式对外公布。此外，环

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自

2006

年斥资

10

亿元联合启动的全国首次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也已完成最终调查

报告， 将于上半年正式对全社会

公布调查结果。

消息人士透露， 全国土壤修

复工作将集中向受污染农田、城

市“棕色地块”及工矿区污染场地

三大领域推进。 根据规划，“十二

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

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

300

亿元，带

动产业总投资将达数千亿元。

分析认为， 治理土壤重金属

污染已摆到国家“十二五”环保工

作的重要位置， 但土壤修复目前

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政策强

力推动下， 产业化将存在巨大潜

力。 上述《规划》及土壤污染调查

报告公布， 将从产业政策层面加

速全国土壤修复工作的开启，进

而推动土壤修复产业化进程。

污染严重倒逼产业化提速

近年来频发的铅、铬等重金

属污染事件让重金属污染进入

公众视野。 这也促成去年年初国

家第一个环保产业专项规划《重

金属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的

诞生。

据有关专家介绍， 重金属污

染物通过大气、 水等媒介最终渗

透到土壤中， 治理土壤污染成为

重金属污染防治的主要抓手。

2006

年起， 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

联合开展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对于此次调查结果，中国证

券报记者从

30

日召开的 “

2012

重

金属污染与生态修复论坛” 上获

悉， 目前全国受污染的土壤面积

已占耕地面积的

1/5

左右，总面积

超过

2000

万公顷。 这与此前中科

院等部门所完成的统计数据大致

吻合。

据了解， 中国的重金属污染

土壤在北方只是零星分布， 但在

南方则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

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则出

现一些连片的分布。

环保部相关人士在此次论坛

上表示， 重金属土壤污染的严重

程度以及其可能造成的危害使得

全面启动全国范围内土壤修复工

作迫在眉睫。

根据《土壤环保“十二五”规

划》，“十二五”期间，将以目前受重

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内蒙、 江苏、

浙江、 江西等

14

个省区市为试点，

全面启动砷、铅、铬、汞等重点污染

物的源头减量和土壤修复治理工

作。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点支持国

内自主的生物治理技术工艺。

据上述论坛与会专家介绍，

目前全国范围内处于实验室中试

阶段的土壤修复技术储备时间已

逾

10

年，技术种类达近百种，除传

统的物理化学治理方法外， 生物

治理已渐渐成为未来适应国内土

壤污染治理需求的主流。 扎实的

技术储备实力已为土壤修复产业

化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两大板块撬动数千亿资金

根据《规划》，“十二五”期间，

全国将以大中城市周边、 重金属

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受污染农田

及饮用水源地周边为重点， 开展

污染场地、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试点示范。 尤其是对责任主体历

史遗留场地土壤污染要加大治理

修复的投入力度。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生态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目前国内从

事土壤修复业务的企业已超过

100

家。从国内土壤修复产业化发

展的趋势来看， 未来土壤修复的

重点领域将集中在城市污染土地

开发及污染农田两大板块。 参与

上述论坛数十家企业中， 业务涉

及的领域也多集中在这两方面。

据了解， 城市污染土壤修复

主要分历史遗留和新开发污染土

地两大领域， 治理责任主体单位

通过治理工程招标， 中标修复公

司通过土壤置换进行异地修复，

修复经评估达标后从开发商获得

收益。 这也成为城市土壤修复的

主流运营模式， 项目投资收益率

一般可达

10%-20%

。目前，城市污

染土地土壤修复主要集中在上

海、北京等一线城市。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

公司技术总监甄胜利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 高能时代自

2007

年介

入工业污染场地修复业务， 已承

接多个修复项目。 公司目前污染

土壤处理量达

100

万平方米

/

年，

2011

年公司营业收入已达

8

亿元，

项目储备已排至

2012

年年底。

农田污染土壤修复主要通过

在土壤上种植不进入食物链的植

物来针对性吸附土壤中的重金属

元素。目前全国有

330

多万公顷污

灌农田土壤受重金属污染。

陈同斌表示， 农田污染土壤

修复目前在国内还几乎空白，但

这一领域未来的市场也很广。 据

他介绍， 用于农田污染土壤治理

的植物及相关药剂目前国内仅有

几家公司拥有，技术区分度高。且

由于农田土壤污染与食品粮食安

全密切相关， 国家也将出台一系

列财税补贴政策支持农田污染土

壤修复的全面启动。

根据《规划》，“十二五”期间，

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

政资金将达

300

亿元，带动起的产

业总投资将达数千亿元。

扶持政策将陆续出台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此前曾表

示，未来

5

年，中央财政将以百亿

元为单位增加对重金属污染防治

的投资， 而作为治理重金属污染

的重要抓手， 土壤修复将成为其

中的投入重点。 据中国证券报记

者了解，随着《规划》出台，围绕土

壤修复的一系列财政扶持政策将

陆续出台。

据陈同斌介绍，不久前，环保

部启动了国家土壤污染防治与修

复重大科技专项， 技术研发和工

程试点将成为政策扶持土壤修复

的两大抓手。此外，针对城市历史

遗留污染土地， 中央财政已提出

投资补助政策， 对于不同原责任

主体的治理项目将实施

30%-45%

的财政补助。

上述会上， 有专家表示，针

对城市新开发土地土壤修复，相

关部门还在研究将土壤修复成

本计入土地开发成本，这将大大

提高房地产开发商进行土壤修

复的积极性。 而在农田污染土壤

修复领域，未来可能出台针对农

户种植可吸附污染物植物的补

贴政策。

分析认为， 治理土壤重金属

污染已成为国家“十二五”环保工

作的重心，但土壤修复目前国内还

处于起步阶段， 在政策强力推动

下，产业化将存在巨大潜力。 上述

《规划》及土壤污染调查报告的公

布，将从产业政策方面加速全国范

围内土壤修复工作的开启，进而推

动土壤修复产业化进程加快。

土壤修复产业链涉及前期污

染状况评估、后期工程设计运营及

污染治理效果监测等主要环节。目

前，

A

股上市公司中涉足这些业务

的有工程服务领域的永清环保

（

300187

）、铁汉生态（

300197

）；从

事 污 染 物 检 测 的 天 瑞 仪 器

（

300165

）、华测检测（

300012

）等。

随着土壤修复产业化全面加速，这

些拥有项目及技术储备的龙头公

司有望集中获益。

大力发展土壤修复自主技术

———访中科院地理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

□

本报记者 郭力方

据了解，在发达国家，土壤修

复产业占环保产业的产值最高达

35%

，但在我国，目前这一数字不

到

1%

。一方面意味着该产业在国

内发展潜力巨大， 同时也映射出

土壤修复在中国仍处于初级阶

段。陈同斌指出，目前国内企业绝

大部分仍采用国外引进的物理化

学修复技术， 这些技术大多在中

国“水土不服”，因此自主研发替

代空间大。此外，与众多环保产业

门类相同，监管标准缺失、投融资

体制亟待创新是土壤修复产业化

面临的最大瓶颈。 这也决定了国

内土壤修复“十二五”期间仍难全

面启动商业化进程。

引进技术“水土不服”

中国证券报：土壤修复作为一

个环保新兴门类，如何看待其在整

个国家环境保护战略中的地位？

陈同斌： 国家环境保护战略

从大气、水和土壤三大领域开展。

大气和水污染治理过去提的比较

多， 而我国土壤修复事业尽管起

步较早，在“六五”时期就已被提

出，但随后没有很好地发展。

土壤环境修复事关总体环境

质量的全面改善，发展修复产业迫

在眉睫。土壤污染会直接或间接影

响农产品卫生品质以及地下水、地

表水、大气环境质量，进而威胁广

大民众的健康。鉴于目前已经发现

大量土壤污染问题，修复工程的产

业化示范工作应尽快实施。

中国证券报：据了解，目前有

关土壤修复的技术种类多达上百

种， 如何看待这些技术未来的市

场应用前景？

陈同斌： 目前对土壤重金属

污染的治理技术尽管种类繁多，

但主要分为三个大类，即净化

(

通

过植物如蜈蚣草和东南景天等来

修复污染土壤

)

、钝化

(

通过海泡

石等矿物吸附重金属元素

)

和避

害

(

用“客土”来转换污染土壤

)

。

从目前来看， 以客土和换土

为代表的物理方法， 以及向污染

土壤中添加改良剂、 钝化剂等化

学方法， 均存在治理效果容易反

复、治理费用高等缺点，而通过原

位植物修复、 完全焚烧等技术对

污染土地进行修复的生物治理方

法则因为实施简便、 投资较少及

对环境破坏小， 异位填埋具有快

速、简便的特点，但不适合于作为

主流技术在全国大范围推广。

并且，传统的物理化学处理技

术均从国外引进，来到中国后因为

不适应中国土壤特性而 “水土不

服”， 这就需要因地制宜地加大国

产技术的力度，而生物治理技术近

年来国内众多研究机构均做了研

发工作， 目前也取得了初步进展。

从产业发展长远前景来看，生物处

理技术也更适应于农田土壤污染

的修复，随着国家对于农田污染的

重视力度进一步加大，生物处理技

术也将迎来广阔市场空间。

监管及投融资机制缺位

中国证券报：土壤修复产业化

进程启动需要克服哪些瓶颈因素？

陈同斌：国内土壤修复产业处

于发展初期， 理论探索十分活跃，

技术发展不断完善，但规范的工程

实例和产业发展经验尚少。产业发

展初期容易遇到行业标准及监管

制度不到位的情况，这在土壤修复

行业也是最大的瓶颈因素。

与水、 大气污染控制指标相

对系统规范相比， 土壤重金属修

复领域仍没有一部完整全面的技

术标准作为规范。 产业发展初期

便遭遇市场较为混乱， 明确的技

术标准及市场监管系统都未形

成， 这同样很大程度限制了行业

的发展。

土壤修复市场门槛较低，甚

至一些简单的土木转移填埋也可

以成为企业的支撑。 土壤环境修

复产业同样又是一个技术密集型

和资金密集型产业， 一些缺少技

术实力的企业仅仅将修复工程变

成土方工程， 污染场地的土拉出

后，只是进行异地堆积而非处理，

造成土壤污染的异地扩散。 政府

应制定明确的技术标准及市场监

管系统，引导产业规范健康发展。

中国证券报： 在投融资体制

方面， 是否也存在类似水务和大

气治理方面的难题？

陈同斌：对。 土壤修复项目动

辄投资数千万，甚至上亿元，而且

工程实施周期长，这些对于社会资

本参与都是巨大考验。在这种情况

下，单靠政府财力难以维系，需要

鼓励各种社会资本参与其中。

这也需要政府在制定出台一

系列财政补贴政策的同时，建立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的制度环境。 例

如， 针对开发商进行污染土地开

发时土壤修复投入成本巨大且无

法随房地产市场环境变化而调整

房地产项目售价的问题，建议政府

进行合理成本核算， 允许土壤修

复列入土地开发成本中， 这样可

大大提高目前作为城市土壤修复

责任主体的开发商的积极性。

此外，国家应提倡绿色信贷，

鼓励社保基金等中低回报期望资

本的流入， 防止以投机暴富为目

的的高风险资本扰乱尚处在初生

期的产业。

代码及简称 涉及业务

2012一季度

净利润（元）

市值（元） 市盈率

2011年

全年涨跌幅（%）

永清环保（

300187)

修复技术及工程

20415816.92 3182067000 89.774 -1.5599

天瑞仪器（

300165

） 污染监测仪器

13616225.09 2332480000 27.7954 -41.3816

金隅股份（

601992

） 修复技术及工程

293648012.8 35640692339 10.395 -44.4705

铁汉生态（

300197

） 修复技术及工程

29023929.01 5796090548 41.326 22.1205

骆驼股份（

601311

） 污染源控制

111308315.1 9097388375 28.3906 25.5819

兄弟科技（

002562

） 污染源控制

11383560.68 3000404000 58.7193 -2.0244

格林美（

002340

） 修复技术及工程

18457728.35 7835951074 65.0069 -13.8333

维尔利（

300190)

修复技术及工程

10054663.64 2298238110 48.1454 -34.7542

华测检测（

300012

） 污染检测技术

14978916.23 3639173850 37.9752 -16.6492

土壤修复相关概念股

数据来源：

Wind

数据 制表/郭力方

中核科技

3000万元集合票据发行获批

中核科技（

000777

）公告，公

司参与发行集合票据申请获得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批准，

包括公司在内的

5

家企业集合票

据总注册金额为

1.8

亿元， 其中，

公司发行金额为

3000

万元。

公告称，近日公司收到中国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文批

准，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决定接受包括公司在内的江苏

省苏州市等共

5

家企业的科技型

中小企业集合票据注册。 本次集

合票据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主承销，所募集的资金计

划用于企业组织生产用流动资

金。 (张洁)

盾安环境

荣获“节能中国十大贡献单位”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盾安环境

（

002011

）获悉，在日前揭晓的由

中国节能协会主办的

2012

年 “节

能中国” 推介评选中， 公司荣获

“节能中国十大贡献单位”称号。

据介绍，

2012

年 “节能中国”

推介评选活动以 “节能减排榜样

中国”为主题，向全社会宣传节能

减排理念、管理经验与先进技术，

为建设两型社会做贡献。

盾安环境以“绿色低碳，节能

环保”为发展理念，凭借领先的技

术服务和优秀的管理团队， 通过

合同能源管理和

BOT

等模式，在

全国多个省市大力推广应用污水

源热泵和工业余热回收等先进节

能技术， 已经成为中国可再生能

源利用领域的领军企业。本次“节

能中国十大贡献单位”评选，从节

能减排社会责任感、行动力、影响

力等多方面综合评定。 盾安环境

凭借在节能减排技术应用与管理

创新方面的卓越成效，从

100

多家

候选单位中脱颖而出。 (高晓娟)

国家电网加速海外布局

电力设备商或借船出海

□

本报记者 王荣

国家电网公司加速海外布

局， 继完成对葡萄牙国家能源网

公司

25%

股权收购之后， 又从西

班牙

ACS

集团手中买下

7

个巴西

输电特许权公司

100%

的股权。

据不完全统计， 国家电网此

前在菲律宾和巴西的投资每年可

为公司带来超过

2

亿美元的收益。

国家电网的国际化将带动中国机

电设备、 电力工程建设等业务打

入海外市场。此外，特变电工

2011

年经营数据显示， 海外业务毛利

率水平更高。

海外业务收益丰厚

国家电网称，此次收购的

7

个

输电特许权资产涵盖

138

千伏至

500

千伏五个电压等级，输电线路

总长

2792

公里， 这也是国家电网

在巴西的第二处投资。

2010

年

12

月国家电网以

9.89

亿美元收购并

接管运营巴西

7

家输电特许权公

司

100%

股权和资产。 此后，国家

电网分别与巴西国家电力公司及

巴西国家电力调度中心签署合作

谅解备忘录， 加强在电网技术等

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根据国家电网的计划， 公司

2012

年将继续在欧洲、南北美洲开

展优质输配电网和可再生能源项

目投资并购，力争年内取得实质性

突破；积极参与巴西、印度、俄罗斯

等国家特高压和智能电网建设。

2004

年国家电网便确立了国

际化战略，

2008

年成功竞购菲律

宾电网

25

年特许经营权，

2010

年

收购巴西

7

家输电特许权公司

100%

股权，

2012

年

2

月收购葡萄

牙电网公司

25%

的股权。 时隔三

个月， 国家电网又拟购入部分巴

西输电特许权资产。

“日益严重的欧债危机为国

家电网的海外扩展提供了机遇。”

分析人士指出， 此次出售巴西输

电特许权资产的

ACS

集团目前正

深陷欧债危机之中， 为偿还债务

而出售相关资产。此前，葡萄牙电

网公司出让

25%

股权也是为了减

轻债务负担。

海外项目也给国家电网带来

了丰厚的收益。 据了解，在正式接

手经营菲律宾国家电网的第一年，

国家电网就取得投资回报

4860

万

美元。运营菲律宾国家电网还带动

中国企业在菲中标工程总金额约

6000

万美元，形成了投资回报与带

动出口的双重效应。而

2010

年底首

批收购的巴西

7

个输电特许权资

产，预计可给国家电网带来每年逾

1.1

亿美元的利润。

未来国家电网在国际化方面

或有更多的收购。 根据国家电网

“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将

全面加快国际化发展， 积极参与

海外电力投资。

设备商或借船出海

“国家电网希望通过电网业

务带动电力设备销售。”业内人士

介绍， 国家电网成功拓展海外市

场不仅有效拓展了公司的业务空

间，推动特高压、智能电网技术的

全球推广， 还将有效带动上下游

产业链的发展。

据悉，

2011

年国家电网承揽

在建境外工程技术服务项目有

60

个，合同总额达

136

亿美元。 其境

外工程项目分布于印度、 巴基斯

坦、 斯里兰卡、 菲律宾等南亚国

家，叙利亚等中东国家，苏丹、尼

日利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以及

部分东欧和美洲国家。

世纪证券分析师颜彪指出，

国家电网拥有领先国际的输电技

术，突破了

1000

千伏交流及

±800

千伏直流特高压输变电关键技术

难题，在智能发电、智能输电、智

能变电、智能配电、智能用电以及

智能调度等方面制定了完善的标

准，有利于海外市场拓展。

国内设备生产商和行业现状

也需要依靠国家电网这一渠道出

海。 据业内人士介绍，

2004

年至

2009

年， 国家电力投资经历了一

波超常规的高速发展期， 期间各

电力设备制造商快速产能扩张。

但从

2009

年开始， 国家电网投资

增长出现拐点， 并迅速传导到设

备制造商， 引发常规产品产能过

剩， 过剩的产能使得设备企业不

断压低价格，致使业绩不断下滑。

海外市场另有一番天地，以特

变电工

2011

年海外市场业务为例，

当年公司海外营收为

276424.64

万

元，仅占总营收的

15.74%

，毛利率

却比国内市场高

2.07

个百分点。

为此， 不少设备公司大力拓

展海外业务， 特变电工沈阳变压

器集团有限公司日前与印度国家

电网成功签署

765kV

电抗器项目

合同。 中国西电

5

月初也公告，拟

引入

GE

为战略投资者，双方就输

配电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开展全

球商业合作。

■

公告追踪

产业链企业合作深化

超声电子有望受益超极本放量

□

本报记者 傅豪

超声电子 （

000823

）

5

月

31

日

发布公告，公司与英特尔（中国）

达成关于超极本触摸屏项目合作

开发的意向。 而英特尔与相关产

业链企业合作的逐步深化， 也将

为超极本产品的完善、 市场推广

带来新的突破。

继今年

4

月英特尔信息峰会

后，超极本市场何时放量成为市场

关注的焦点。 业内人士预计，由于

各商家一般会在三季度为圣诞节

的电子产品消费高峰期备货，超极

本有望在三季度迎来放量爆发点。

配套厂商合作深化

超声电子在公告中表示，基

于看好英特尔超极本的前景，超

声电子与英特尔共同开发超极本

使用的

OGS

触摸屏， 并将根据市

场趋势以及超声电子工厂产能，

为平板电脑和超极本开发更多

OGS

触摸屏项目。 另外，英特尔将

帮助超声电子与（不限于）

OEM

和

ODM

厂商建立合作关系。

而在今年

4

月份， 超声电子、

莱宝高科、长信科技等触摸屏厂商

就受英特尔公司的邀请参展

2012

年英特尔信息峰会，部分厂家展出

了

OGS

触摸屏和相应超极本产品。

英特尔公司人员说：“在触摸

屏上， 英特尔与这些企业的合作

正逐步深化， 这将与整个超极本

产业的进展同步”。 他表示，不止

触摸屏，包括与显示屏、外壳等企

业的合作也同样将随着超极本市

场的进展而逐步深入。

业内人士分析， 英特尔与相

关产业链厂商的合作逐步深入，

并进入实质性阶段， 也将反过来

从产品源头促进超极本产业的发

展和市场推广。

放量时点临近

超极本的概念是由英特尔公司

在去年

5

月份提出，被业界称为英特

尔以及各

PC

厂商联盟针对苹果的

终极反击。“超薄、超快、待机时间超

久， 是

PAD

与传统笔记本电脑的结

合体”，业内人士如此评价超极本。

“真正实现标准配置的第三

代超极本还没有在市场上流通”，

行业人士介绍， 真正达到英特尔

标准的超极本包括使用

Ivy Bridge

处理器、采用

Windows8

系统、实现

触控操作等多方面， 目前市场上

的超极本多是第二代产品。

英特尔公司技术专家表示，

公司

4

月份发布了一款

4

核

Ivy

Bridge

处理器产品，

6

月将再次发

布一款双核

Ivy Bridge

处理器，

“超极本将更多搭载

6

月推出的双

核处理器。” 同时，

Windows8

发布

预计在今年

10

月份， 配套产品的

到位将使得超极本更为完善。

日前， 索尼正式推出了搭载

Intel

最新第三代酷睿处理器平台

的笔记本电脑产品，其中就有首台

索尼

13.3

英寸超极本电脑，引起业

界关注。 而在此之前，市场上已经

存在联想、三星、华硕等多款品牌

超极本产品，英特尔预计，市场上

的超极本有望在年底达到约

75

款。

“各商家一般会在三季度为

圣诞节的销售旺季备货，因此今年

三季度有望迎来超极本的放量爆

发期”，英特尔公司相关人员说。该

人士同时指出，节日因素有望带来

产品销售的快速攀升，而今年四季

度

Window8

系统的推出也将成为

促进产品销售加速的重要因素。

此外，业内人士分析，影响超

极本销售放量的因素还包括推广

投入效果、产品价格逐步下降、

Ivy

Bridge

发布等。

市场放量将带来巨大商业价

值， 按照每年约

2

亿台笔记本出货

量，超极本占约

4

成计算，该产业将

每年带来约

4000

亿元的市场空间。

湘电集团四台大型矿用车交付力拓

5

月

31

日，国际矿业巨头力拓

集团与湘电集团共同宣布， 湘电

集团正式交付

4

台额定负载能力

达

230

吨的矿用自卸车给力拓，这

是力拓首次从中国制造商采购根

据个性化需求量身定制的矿用自

卸车， 也是湘电集团矿用自卸车

首次实现出口。

这

4

台自卸车将运往力拓位

于西澳大利亚的皮尔巴拉矿区，

8

月起在汤姆普莱斯矿区投入使

用。双方未透露合同的具体金额。

该项供应协议于

2011

年

5

月

签订， 湘电集团和力拓都期待双

方未来有进一步的合作。 目前湘

电集团正在澳大利亚成立一家全

资子公司。

力拓中国区总裁鲍谊安表示，

这

4

台自卸车的交付， 标志着力拓

与中国的长期合作进入新阶段。中

国是力拓最重要的市场，公司将不

断加大在中国的采购力度。

力拓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1

年力拓在中国采购总额约

12

亿美元，包括原材料、机械设备产

品和运输服务， 预计

2012

年的采

购额将达到

15

亿美元。 目前主要

国际矿业巨头均有在中国采购的

计划， 这将为中国采矿设备制造

业带来机遇。

湘电集团董事长周建雄表

示， 与力拓的合作为提升湘电

集团整体市场竞争力提供了机

遇。湘电集团旗下有上市公司湘

电股份（

600416

），此次与力拓合

作的湘电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是湘电集团旗下股份制公司，

是国家定点千万吨级露天矿电

传动矿用自卸车的研制生产基

地。 (李晓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