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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或推排放补偿

专业治污公司迎政策阳春

□

本报记者 王颖春

由环保部牵头制定的三项环

保行动计划之一的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 目前正在紧张制定之中，

有望于

7

月底

8

月初上报国务院。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的最

新情况是，建立以控制单元为单位

的排放补偿制度，或将成为该项行

动计划中最重要的创新内容之一。

这种类似于 “增减挂钩”的

水污染治理制度安排，将为实现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 治规 划

（

2011-2015

）》 中的总量控制目

标带来坚实的制度保障，也为专

业治理工业废水的第三方公司

带来政策阳春。

水污染治理“增减挂钩”

据环保部有关人士透露，所

谓的控制单元内的排放补偿制

度， 是指根据不同控制单元的类

型，在该控制单元内，对新建工业

项目实施严格的水污染排放 “等

量置换”或“倍量替代”的一揽子

制度安排。

控制单元是水系与行政区相

结合的水污染防治区域概念。 在

已颁布的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规划》中，根据流域自然汇水特征

与行政管理需求， 重点流域共划

分

37

个控制区、

315

个控制单元。

其中， 根据各控制单元水污染状

况、 水环境改善需求和水环境风

险水平， 确定

118

个优先控制单

元， 在这

118

个优先控制单元中，

又分成水质维护型、 水质改善型

和风险防范型

3

种类型。

例如， 水质维护型控制单元

内的新建工业项目， 可以实施等

量置换制度， 即新建工业项目如

涉及污水排放， 必须要先通过关

停、治理等手段，腾挪出等量的排

放指标后方可上马； 而水质改善

型和风险防范型控制单元内，涉

及污水排放的新建工业项目，必

须腾挪出一倍或多倍的排放指标

后方能获得批准。

“这个制度有点像国土领域

的增减挂钩， 也有点像应对气候

变化领域的总量控制。 ”有业内专

家形象比喻。实际上，“分区控制，

突出重点”一直是《重点流域水污

染防治规划》的主要原则。根据该

原则，要根据各流域、控制区及控

制单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水环

境问题，提出不同的防治要求。

在流域层面， 要重点统筹水

污染防治的宏观布局， 明确流域

水污染防治重点和方向， 协调流

域内上下游、 左右岸各行政区的

防治工作。在控制区、控制单元层

面， 则是落实地方政府水污染防

治目标、任务、项目和措施。

业内人士分析， 如果上述制

度安排最终真能体现在行动计划

中， 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优先控制

单元内试点。

第三方运营或迎政策阳春

“总量控制是环境质量改善

的前提和必然条件。 ”在全国工商

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看来，

对于污染已经大于其环境容量的

流域，肯定要倍量补偿，要不然水

质怎么改善？

骆建华认为， 除了化学需氧

量、氨氮等常规污染指标外，水污染

还包括总磷、总氮、有机污染物等几

百项指标，“等量置换” 和 “倍量替

代”将包含哪些“量”，各控制单元的

数据又如何保证准确，这些都是制

度设计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另外一

个难题是，如果某一控制单元内产

业结构相对恒定，那么增量部分的

工业项目，只有通过淘汰落后产能

等手段来置换出容量，这在地方上

施行必然会遇到不小的阻力。

在骆建华看来， 保障排放补

偿制度的落实到位的有力措施之

一， 是要在工业废水治理领域大

力引入第三方运营机构。 第三方

运营不但能提高水污染治理效

果，还能防止企业偷排。

“环保部门监管几万个企业

很难，但监管几百个第三方运营机

构就会容易很多。现在很多工业企

业不愿意引入第三方治污，就是怕

没办法造假了。因为如果第三方机

构作假， 监管部门就可以黄牌警

告，红牌罚下，成本极高。 ”

随着制度的严格实施， 我国

工业废水处理将逐步由企业自行

治理，向第三方专业治理转变。在

这个转变过程中， 专门从事工业

废水治理的企业和设备提供商将

获得长期红利。

在

A

股市场中，万邦达较早涉

足石油化工、煤化工行业水处理，

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建设经验及专

业水质数据， 能深度有效处理各

种工业废水。 公司具有环境工程

(

水污染防治工程

)

设计专业甲级

资质，首创“系统建设总承包

＋

系

统托管运营”的“

EPC+C

”模式，具

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中电环保主要为火电、 核电

提供水处理系统， 具有环境工程

(

水污染防治工程

)

设计专业甲级

资质。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工业给

水系统、凝结水精处理系统、废污

水处理和中水回用系统等。

工信部等多部门调研网络安全问题

相关设备商有望受益

□

本报记者 傅嘉

网络安全及国产化话题，近

来再度出现升温迹象。 业内人士

透露， 工信部等多个部门近期就

网络安全问题与多家企业举行座

谈， 调研美国棱镜门事件可能造

成的影响。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

表示， 随着互联网产业结构性的

转变以及一些焦点事件持续发

酵， 网络安全问题未来有望被相

关部门持续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 从产业链传

导角度来看， 网络安全市场的壮

大必将给更多的子行业带来新的

市场空间， 其中设备类上市有望

率先受益。

网络安全再升温

包括工信部在内的多个部门

近期以座谈会的形式，与业内企业

就网络信息安全问题进行广泛交

流沟通，并就美国棱镜门事件造成

的影响进行调研。 受此利好刺激，

22

日市场相关个股走势稳健，北信

源股价全天涨幅为

8.25%

， 星网锐

捷、浪潮信息、启明星辰等公司股

价涨幅也在

2.5%

以上。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认为，

国内对网络安全的担忧主要基于

三个方面考虑： 首先是网民数量

的庞大。权威统计显示，截至

2012

年底， 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5.64

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

42.1%

。其次是目

前互联网产业正从

PC

互联网逐步

转向移动互联网， 带来一系列新

的安全监管问题。数据显示，我国

目前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为

4.2

亿，年增长率达

18.1%

，远超网民

整体增幅。 最后是一系列焦点事

件的持续发酵。 近年来， 包括银

行、 电商网站频频出现用户信息

泄露事件，引发业内高度关注，而

美国的棱镜门事件更是将网络信

息安全问题提升到国家层面。

据测算，

2012

年年底，我国网

络安全市场规模超过

166

亿元，连

续三年市场同比增幅超过

20%

。

照此推算，

2013

年全年网络安全

市场总规模将达

200

亿元左右。

多行业受带动

业内人士认为， 就中长期而

言， 网络安全将会成为政府、军

队、金融、能源等重要部门及行业

信息设备采购转向以国产设备为

主的关键因素。 从产业链传导角

度来看， 政策有望率先打开国产

设备商的更新替代空间， 星网锐

捷、浪潮信息、烽火通信等国产设

备商有望分得一部分进口产品的

市场份额。 业内人士透露，在高层

的前期调研中， 参加的企业也以

设备商居多。

在

PC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互

相融合的当下，除了设备之外，相

应的软件配套也尤为重要。 纵观

目前诸多敏感行业和部门， 在系

统上多由外资巨头把持。 移动互

联网方面， 过去在电路承载方式

下的骚扰电话、 垃圾短信等骚扰

类网络安全问题， 开始向病毒类

网络安全问题转变， 这将对启明

星辰、浪潮软件、北信源等相关公

司构成利好。

网络安全产业的提升也将对

相关传统行业构成正面促进作

用。近期工行因

IBM

系统故障导致

ATM

取款事故，引发业内关注。 分

析人士认为， 虽然短期内大型银

行在系统上难以迅速完成国有

化，但在

ATM

终端领域，国产化一

直在稳步推进。 业内人士介绍，目

前在

ATM

终端上日系品牌拥有极

大的市场份额， 未来银行层面有

可能削减日系

ATM

的采购量，加

大对国有品牌的扶持，

ATM

行业

上市公司广电运通、御银股份、东

方通信、长城信息将是受益标的。

付亮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 尽管目前业内对网络安全的

发展前景已趋于一致， 但与手机

行业一样， 网络安全产业规模的

迅速扩大， 除了有待于政策和市

场的培育之外， 也需要供应链的

配合。 网络安全对软硬件的认证

较为严格， 目前国内许多厂商的

产品仍处于起步阶段， 未来经过

验证仍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排除

产业链的爆发时间较预期晚。

福建金改政策出炉 六类公司抢占先机

□

本报记者 姚轩杰

在金融“国十条”之后，第一

个省级金改政策出炉。近日，福建

省政府办公厅发布 《关于贯彻落

实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提出

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支

持在平潭综合实验区、 泉州、厦

门、 福州率先试点由民间资本发

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等

9

条措施。 业内人士指出，

6

类相关

公司有望受益。

9条措施出台

针对福建特色产业，《意见》

指出，支持金融机构在纺织服装、

鞋业、电机、石材、厨卫设备、工艺

美术、林业、茶业等产业集聚区域

建立专业支行或特色支行， 创新

开发龙头企业与上、 下游供应商

之间和协作配套企业之间的供应

链金融品种， 增强中小企业的配

套能力和竞争力。

对小微企业的支持空前加

大。福建省提出，要确保小微企业

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

速，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小

微企业贷款户数高于上年同期水

平。 小微企业的不良贷款容忍度

可放宽至

3%

。

在农村金融方面， 福建省将

建立健全林权交易流转平台，推

进林权顺畅流转； 增强农村集体

工业用地和租赁用地融资能力。

《意见》指出，扩大林权抵押贷款

规模， 推广统规统建农房建设项

目贷款和按揭、抵押贷款业务，在

泉州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

革试验区、 沙县农村金融改革试

点县、 莆田市城乡一体化综合配

套改革试验区等开展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

确权颁证、抵押登记试点，以及抵

押贷款业务。

在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

域方面， 福建将支持在平潭综合

实验区、 泉州市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综合改革试验区、 厦门和福州

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率先试

点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

的民营银行、 金融租赁公司和消

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 争取在

设立闽台合资证券公司方面取得

突破。

6类公司受益

7

月

22

日，福建金改概念股表

现活跃，漳州发展、浔兴股份涨

停。 市场人士分析，福建的纺织

服装、鞋业是其优势产业，若加

大对该产业的信贷支持，浔兴股

份、凤竹纺织、兴业科技等公司

在产业升级方面将获得更多金

融政策利好。

浔兴股份、 凤竹纺织是福

建龙头纺织企业， 目前纺织行

业处于低迷时期， 两家公司都

在转型升级上寻找突破口。 浔

兴股份刚刚终止了原本拟用于

投向 “拉链生产线技改项目”、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和“新建纽扣生产

项目”的非公开发行方案，但预

计信贷支持的加大将使得公司

在技改、 电子商务方面的业务

转型会有新的路径。

福建将稳妥、 积极地推动林

权流传、 农村土地流转， 永安林

业、中福实业等林业公司，漳州发

展、 三木集团等房地产公司有望

受益。 永安林业现有林地

181

万

亩， 其中

161

万亩商品林，

20

万亩

天然林，木材业务盈利能力较强，

毛利率高达

55%

。 随着林业扶持

政策的不断出台， 公司有望从资

金支持中获得正能量。 作为房地

产开发商， 三木集团参与到平潭

综合实验区的相关项目中， 农村

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会给公司带

来新的发展机会。

在金融机构扶持小微企业方

面的政策也颇为实际， 并争取在

闽台金融合作上有新进展， 兴业

银行、兴业证券等本地银行、证券

类公司或将抢占先机。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再现

检测试剂及疫苗生产企业受关注

□

本报记者 张洁

20

日， 北京地区新确诊一例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

22

日，

二级市场生物疫苗概念股集体大

涨，至收盘，涉生物疫苗概念的莱

茵生物、海王生物、香雪制药股价

涨停，鲁抗医药、联环药业、达安

基因、以岭药业、天坛生物等股价

涨幅均超过

5%

。

宏源证券分析师卫雯清认

为，尽管相关个股受到追捧，但治

疗性药物受感染人数所限有价无

市，只有

H7N9

禽流感病毒

RNA

检

测试剂及疫苗生产企业或将有业

绩表现。

确诊一病例

时隔三月， 北京地区再度出

现禽流感疫情。

7

月

20

日，河北省

廊坊市一患者， 在北京市确诊为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目前患

者正在北京朝阳医院接受治疗，

且病情有继续加重趋势， 除被确

诊为

H7N9

重症禽流感外，合并诊

断还有：病毒性肺炎、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症、感染中毒性休克、急性

肾功能衰竭、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据防疫部门采集的样本显

示， 该患者常去的河北廊坊市麦

洼综合贸易市场交易摊点的污水

中

H7N9

病毒呈现阳性。活禽市场

发现

H7N9

病毒阳性样本，当地正

采取严密防控措施控制疫情。

上述病例并无直接扩散迹

象。据初步流行病学调查，患者在

6

月

30

日至

7

月

9

日之间，每天都在

家附近

500

米左右菜市场买菜，这

个菜市场有活禽摊位。

7

月

18

日

前，其并未离开过廊坊市。朝阳医

院已配合北京市疾病防控部门，

共同对包括患者家属及医护人员

在内的多名密切接触者给予必要

检测， 目前尚未发现体温异常或

出现症状的接触者。

据了解， 自今年

5

月下旬，人

感染

H7N9

禽流感病毒疫情平稳

后， 北京市已将其纳入流感样病

例常规检测范围， 暂无调整防控

举措的计划。

整体影响有限

此次出现的人感染禽流感疫

情，对股市整体影响有限。券商分

析师普遍认为， 生物疫苗概念股

行情主要是受疫情影响， 但在高

气温环境下， 疫情扩大的可能性

不大， 板块集体爆发的可能性相

对也较小。

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传染的

有效方法， 可目前国内外尚无针

对

H7N9

禽流感病毒的疫苗。招商

证券分析人士认为， 可以积极关

注流感疫苗研发实力较强的公

司， 包括负责普通流感疫苗研发

和甲型

H1N1

流感疫苗研发的华

兰生物和天坛生物。

平安证券认为，防治流感的中

药生产企业、疫苗快速研发及规模

生产企业将率先受益，包括：莲花

清瘟胶囊的生产企业以岭药业、禽

流感疫苗生产企业大华农等。

宏源证券分析师则认为，治

疗性药物受到感染人数限制，多

为有价无市。 而达安基因作为国

内批准的

H7N9

禽流感病毒

RNA

检测试剂盒生产企业两家中唯一

的上市公司，将有望获益。

40

余项标准将密集发布

光伏发电标准体系框架成形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会获悉， 光伏发电及产

业化标准推进组向有关主管部门

申请立项的

40

余项光伏发电标

准， 将报相关部门审核后陆续发

布，其中包括国家标准

22

项、行业

标准

19

项。 相关人士表示，设计、

施工、验收等多项标准齐头并进，

国内光伏发电标准体系框架目前

已基本成形， 为国内光伏并网发

电的有序发展奠定基础。

伴随着中国光伏产业的快速

发展，产业标准化亟待完善。为了

推进光伏发电标准化工作， 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会同工信部、

国家能源局成立了光伏发电及产

业化标准推进组， 下设四个工作

组：材料、电池和组件、系统和部

件、并网发电。 其中，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为推进组并网发电工作

组组长单位， 负责光伏并网发电

标准化日常管理工作。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相关负

责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目

前已有

40

余项光伏并网关键技术

标准正在进行组织征求意见、审

查及向主管部门报批工作， 光伏

并网关键标准的主体框架基本成

形， 对国内光伏并网将产生助推

作用。在公示收集建议后，标准工

作组将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审查修

改，报国标委、住建部、国家能源

局等相关主管部门审核后发布。

具体来看，标准体系中包括勘

察设计、施工安装、竣工验收、并网

技术、检测及试验、环保、安全、运

行维护、检修、管理等十大类。 其

中，立项光伏并网发电国家标准

22

项， 包括光伏发电站施工规范、光

伏发电工程验收规范、光伏发电站

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光伏发电

系统接入配电网技术规定、民用建

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应用技术规范

等；立项光伏并网发电行业标准

19

项，包括光伏发电站现场组件检测

规程、光伏发电站防孤岛效应检测

规程、光伏发电站电压与频率响应

检测规程等。

中电联表示， 争取在 “十二

五” 末期基本建立起光伏发电的

标准体系， 下一步将加紧完成民

用建筑光伏发电系统标准编写。

中国证券报记者同时获悉，

多家电力企业以及阳光电源等相

关设备公司均参与了部分标准的

编写工作。

酒美网引入国产葡萄酒品牌

□

本报记者 王锦

商务部

7

月

1

日启动对欧盟产

区葡萄酒的“双反”调查，国内葡

萄酒市场“顺势而变”，欲借机提

升国产酒份额。 此前主营进口红

酒的电商品牌酒美网近日宣布，

将进入国产葡萄酒市场， 并与包

括中粮长城君顶酒庄、 香格里拉

酒业等在内的国内数十家国产葡

萄酒品牌组建国产葡萄酒联盟。

“商务部‘双反’后，酒美网会

逐步降低欧盟产区葡萄酒的比

例，同时会加大对澳大利亚、智利

等非欧盟产区的采购比例， 与国

内精品品牌的战略联盟也是应对

举措之一， 首批将上线

20

多个品

类的国产葡萄酒， 未来还会进一

步增加。 ”酒美网

CEO

吕意德称。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葡萄酒专

家委员会秘书长杨强认为， 随着

国内葡萄酒生产工艺的提升，国

产葡萄酒品质相比过去几年已经

获得了很大提升， 不过仍然面临

着品牌积淀时间不够长、 知名度

不够高的短板， 在消费端的认可

度相对较低。

进口葡萄酒营销专家郭海冰

指出，“双反” 调查对于国产葡萄

酒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

但要想真正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国产葡萄酒还需要在质量上提

高，并提升品牌和服务意识。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最

新数据显示，今年

1-5

月，中国葡

萄酒进口总量

16.5

万千升，同比增

长

9.14%

；进口总额

6.6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0.57%

。 葡萄酒进口保持

继续增长态势， 且增速相较于

2012

年略有提高。

北京一地块

或遭遇流拍

7

月

22

日，北京土地市场

出现两极分化现象： 南邵地

块竞买申请无人报价， 孙河

地块报价则达

11

次。 按照出

让流程， 南邵地块已经可以

说是接近流标。 这也是

2012

年下半年以来北京土地市场

升温后第一次出现土地市场

网络挂牌无人应价的现象。

北京市推出昌平区南邵

镇

0303-16

地块

C3

文化娱乐

用地和朝阳区孙河乡西甸村

HIJ

地块二类居住、 托幼、医

院用地，按照出让规则，挂牌

出让竞价的起始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9

日

9

：

00

时起， 竞买申

请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22

日

15

：

00

时止，挂牌竞价截止

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23

日

15

：

00

时止。

截至

22

日下午

3

点，两地

块出现了迥然不同的情形：南

邵地块无人报价，而孙河地块

则有

11

次报价。按照北京挂牌

土地的出让流程，南邵地块已

经可以说接近流标。

孙河地块第

11

次报价为

16.6

亿元， 该地块控制建筑

规模为

81716

平方米，据此折

算的楼面价为

20314

元

/

平

米。 目前该区域在售的项目

为龙湖双珑原著， 签约均价

在

5

万元左右。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

监张大伟指出，北京土地市场

自

6

月

1

日后土地成交溢价率

明显下调。

6

月以来，北京出让

的

10

几宗经营性地块，溢价率

最高的为夏家胡同地块，溢价

率为

35%

，其他地块溢价率全

部低于

2%

。（姚轩杰）

快递业务量增速

连续28月超50%

交通运输部

22

日消息，

上半年，受国家转变发展方

式和调整结构的政策驱动，

特别是受网络购物快速发

展的拉动，邮政业务继续保

持快速、 稳定的发展态势，

业务量和业务收入的增长

连续

10

个季度超过

20%

，快

递业务量增速连续

28

个月

超过

50%

。

今年上半年，邮政企业

和全国规模以上快递服务

企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

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

计完成

1224.9

亿元，同比增

长

25.8%

；业务总量累计完

成

1215.1

亿元， 同比增长

30.1%

。

其中，

6

月份，快递业务量

完成

7.2

亿件，同比增长

58.8%

；

业务收入完成

115.7

亿元，同

比增长

35.4%

。（孟斯硕）

生意宝推出四国外贸B2B国家站

□

本报记者 高晓娟

生意宝

22

日对外宣布， 在成

功运营现有中国站（

cn.toocle.

com

）六年之后，旗下

B2B

电子商

务综合生意宝平台正式推出了四

国外贸

B2B

国家站。

此次首批上线的国家站包括

俄罗斯（

ru.toocle.com

）、越南（

vn.

toocle.com

）、日本（

jp.toocle.com

）、

韩国（

kr.toocle.com

）四国。预计年

内上线国家站数量将达

10

家以

上， 将初步打造

B2B

电子商务在

互联网上的“小联合国”。

生意宝董事长孙德良表示，

细分是互联网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联盟是解决在细分过程中产生

的信息孤岛问题的重要手段，“小

门户

+

联盟” 的生意宝内外贸电

商平台正是基于上述思想构筑而

成。 生意宝的国际化平台战略依

托公司国外的

15

个办事处， 旨在

为每个国家建立一个本地化的

B2B

平台。 这些国家站是为所在

国的企业开展网络营销而提供的

服务平台，公司通过“小门户

+

联

盟”的商业模式，将这些国家站联

起来， 形成一个有

N

多种语言版

本的国际站

TOOCLE

。

数据显示，

2012

年，我国跨境

电商交易额已达

2

万亿元，同比增

长超过

25%

。

东南网架签下贵阳北站站房工程

□

本报记者 高晓娟

东南网架

23

日公告， 公司与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贵阳北站

项目经理部签订 《新建贵阳至广

州铁路贵阳北站站房工程钢结构

分包合同 》， 合 同总金额为

174746241.19

元。

新贵阳北站作为我国西南

地区最大规模的综合性铁路交

通枢纽工程， 将汇集高速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市域短途公路交

通、市区公交等多种交通设施和

交通方式为一体。 其中，东南网

架负责贵阳至广州铁路贵阳北

站站房工程钢结构 （除南雨棚）

加工制作、站房网架、照明马道、

站房桁架、天窗架安装工程。 合

同工期从

2013

年

7

月

15

日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

公司方面表示， 此次承接的

贵阳至广州铁路贵阳北站站房工

程项目， 是公司承接的铁路基建

项目中较重大的站房工程项目之

一， 也是公司在铁路基建钢结构

市场综合实力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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