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公司点评

三维丝 除尘高温滤料龙头

三维丝专注于从事大气粉尘

污染治理，是袋式除尘器所需高性

能高温滤料的专业供应商。公司主

营业务为袋式除尘器核心部件高

性能高温滤料的研发、 生产和销

售，客户主要集中在火电、水泥、垃

圾焚烧和钢铁冶金等行业。

公司目前的核心产品工业烟

粉尘除尘器核心部件高性能高温

滤料， 在行业内的技术区分度较

高，且其应用效果与国家对工业粉

烟尘排放标准的要求更加切合，其

未来市场应用的空间广受业界看

好。据预计，到今年年底，仅电力行

业除尘所形成的高性能高温滤料

市场规模就可达将近100亿元。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66万元，

同比增长11倍。 公司称，主要原因

在于销售收入增长及费用得到有

效控制。 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

入16,961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31%，产品综合毛利率为28.2%。

菲达环保 工业除尘老牌巨头

大气污染防治“快马加鞭”，各

板块尽享政策利好，其中，最被看

好的当属大气烟粉尘治理市场，有

分析称到“十二五”末期其市场规

模可达近400亿元。

工业烟粉尘治理的两大技术

路线———袋式除尘和静电除尘一

直处于市场争议中， 菲达环保称，

静电除尘技术的春天远未逝去。工

业粉尘治理的最大市场在于拥有

8.2亿千瓦装机规模的火电行业，

在此领域，静电除尘的市场地位已

处于绝对优势。 另外，“十二五”期

间，钢铁、水泥和有色金属冶炼等

行业领域也将由于大气污染排放

限值的提高而催生除尘市场空间，

这意味着国内除尘行业未来的竞

争将延伸至钢铁等领域。菲达环保

在保持火电厂除尘改造市场竞争

优势之外，也已开始着手向钢铁及

化工等行业拓展业务。目前公司订

单量充足，伴随着募投项目稳步推

进，公司明后两年业绩快速增长均

有保障。

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1067.04万元，同比增长107.4%。净

利润增加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及

公司营业总成本管控出成效所致。

公司称，国家对环境治理宏观政策

的影响以及对污染排放企业标准

的要求提升， 国内新建大机组

（600MW）以上项目和改造项目迅

速增长，这为公司产品业务的增长

争得契机,合同订单较上年同期增

长较快。

雪迪龙 订单持续增长

针对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综

合治理，首先要建立完善的环境监

测体系，这也就意味着环境检测仪

器和设备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期。雪

迪龙近年来通过与国外知名仪器

仪表公司合作研发，已形成了覆盖

火电厂脱硫脱硝领域的多系列的

产品。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3510万元，同比增长21.67%。 公司

预计前三季度可实现净利润

5760-7405万元， 同比增长5%-

35%之间。 2013年是火电脱硝大

年，并且环保检查趋于频繁，公司

订单增长强劲，三季度业绩或进入

提速期。

2013年脱硝市场开始爆发，并

将持续至2015年。截至今年6月底，

公司脱硝新签订单1.5-1.6亿元，

已超过2012年全年脱硝订单量，预

计全年脱硝订单将达3亿元。同时，

公司上半年脱硫新签订单6000-

7000万元，同比增长20%，超出市

场预期， 主要是新装机组需求所

致。

下半年，环保部不断组织脱硝

检查，企业安装动力强烈。 公司预

计2013年下半年，脱硫、脱硝产品

会继续在收入中占较大比重，公司

依托国家对环保产业重视的东风，

会继续将环保产业做强做好。 （郭

力方）

稀土收储本周或将落定

业内人士称计划收储量在

1

万吨

中国证券报从业内人士处获

悉， 本周将有稀土收储的正式消

息， 周一部分稀土贸易商已经推

迟报价，稀土价格或将再次上涨。

受此预期影响，

9

日稀土市场

以僵持为主，需求清淡持续，厂家

出货意愿也偏低， 市场成交较为

冷清。分析师表示，一旦稀土收储

落实，将减少市场上的稀土供应，

稀土价格将稳中有升。

包钢稀土下属企业一中层人

士透露， 此次计划收储稀土

1

万

吨，其中，计划收储氧化镨钕

4000

吨，氧化镨、氧化钕各

500

吨，氧化

镝

1200

吨，氧化铒

300

吨。

多位业内人士也向中国证券

报记者确认了此说法。据介绍，除

了上面提到的品种外， 还计划收

储氧化铕、氧化铽各

500

吨，氧化

钇

2500

吨。

不过， 由于稀土收储并未正

式发文， 收储的具体品种和收储

数量仍存在不同版本的说法，收

储价格、 参与收储的企业也不能

最终确定。

上述业内人士称，有稀土企

业透露本次收储企业可能达到

5

家。

2012

年， 五矿集团、 包钢稀

土、 中色股份参与稀土收储。 今

年， 这

3

家企业能否继续参与收

储，以及五矿稀土、盛和资源、厦

门钨业、广晟有色是否参与，仍难

确定。 (钟志敏)

江特电机拓展稀土永磁电机产业

江特电机公告，公司

9

月

8

日

与紫荆控股有限公司、龙岩工贸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合

作投资框架协议》，拟在福建（龙

岩）稀土工业园区组建紫荆稀土

产业有限公司，从事稀土原材料、

稀土功能材料及稀土永磁电机研

发和生产。 合资公司计划

5

年内，

分期投入资金

20

亿元，形成年产

3000

吨稀土

NdFeB

烧结永磁体和

年产

300

万台稀土永磁电机的产

业链，年销售额在

50

亿元以上。

三方决定紫荆稀土产业有限

公司与其他公司合作的方式是先

行组建两家分公司，预计总投资

5

亿元。 首先，将组建紫荆永磁材

料公司， 建设年产

3000

吨稀土

NdFeB

烧结永磁体项目，总投资

3

亿元。 永磁材料公司股权比例按

出资额为，紫荆稀土产业有限公

司持股

50%

， 紫荆控股有限公司

持股

20%

，江特电机持股

30%

。 另

外，还将组建紫荆永磁电机公司，

重点开发、生产、销售应用于机器

人、数控设备、纺织机械等自动化

设备的稀土永磁电机， 项目总投

资预计

2

亿元。永磁电机公司股权

比例按出资额为， 江特电机持股

55%

、 紫荆稀土产业有限公司持

股

45%

。根据计划，紫荆稀土产业

有限公司还将开发建设电机控制

器、稀土催化、新型电机等项目。

江特电机称， 公司现有电动

汽车驱动电机和电梯电机等电机

已批量使用稀土永磁材料， 根据

市场发展需求， 公司将开发应用

于机器人、数控设备、纺织机械等

自动化设备的稀土永磁电机。

业内人士指出， 稀土永磁电

机最显著的性能特点是轻型化、

高性能化、高效节能。我国稀土资

源丰富， 随着稀土永磁电机性能

的提高和驱动、 控制系统的完善

以及成本的降低， 稀土永磁电机

将越来越多地替代传统电机，应

用前景看好。 (李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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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在即

1.7万亿元“治气”投资将全面释放

□

本报记者 郭力方

中国证券报记者

9

日综合

相关渠道信息确认， 备受瞩目

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

于本周正式对外发布， 这也意

味着《计划》拟定的

1.7

万亿元

的大气污染治理相关投资将进

入全面释放阶段。

中国证券报记者还获悉，

为进一步推动跨省份跨区域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环保

部正考虑将目前已经在北京

实施的

PM2.5

指标控制 “一票

否决”考核制推广到全国

19

个

省份。

市场分析指出，《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 作为当前中国

环保污染治理的最重要政策文

件之一， 其出台必将成为引领

新一轮环保投资热的强力催化

剂。随着年底考核的临近，大气

污染防治相关板块的政策推进

力度将持续加大， 这也意味着

相关治理公司年底前将陆续获

得大量新增订单， 为今年乃至

明年全年的业绩爆发提供有力

支撑。

“一票否决”有望推广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

即将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 将在此前国务院公

布的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

的基础上更加细化， 对未来

5

年的

PM2.5

治理、淘汰落后产

能和煤炭消费比重均给出具

体量化目标， 并提出严惩环

境违法行为、 联合多部门建

立并完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机制等一系列奖惩监管

机制。

7

月

31

日， 环保部发布的

《

2013

年

6

月份及上半年重点区

域和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74

个城

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

54.8%

，

超标天数比例为

45.2%

，当前各

地的城市空气污染仍未明显

改观。 因此，政策未来将进一

步加码大气污染防治的约束

力度， 一大体现便是空气质

量指标控制方面的 “一票否

决”制。

9

月

3

日，北京市环保局发

布《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2013-

2017

年

)

重点任务分解措施》，

提出将

PM2.5

指标作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考

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考核评

价的重要内容，并实行“一票

否决”。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上

述 “一票否决制” 将有望随着

《行动计划》的落实而推广至全

国

19

个省市区， 作为领导班子

考核的重要内容。 环保部正在

制定的考核办法中， 将引进包

括

PM2.5

浓度、 大气污染治理

项目投运率、 机动车黄标车淘

汰率和尾气检测率等多个环保

指标。 此外，提出“规划年度考

核”与“终期评估结果”将向国

务院报告， 作为地方各级政府

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

依据，实行问责制。对项目进展

缓慢、 大气环境污染严重的城

市， 实施阶段性建设项目环评

限批。

两大细分板块投资热

业内专家指出，《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 将伴随着各地

政府政绩考核机制的新变化而

有望相较于以往其他环保政策

文件真正落到实处。 而在市场

分析人士看来，这也意味着《行

动计划》中拟定的

1.7

万亿元投

资将因为政策措施的落实得力

而迅速释放。

去年以来旷日持久的雾霾

天气席卷全国多个城 市 ，

PM2.5

防治成为各地城市质量

改善的首要任务。 有基于此，

业内普遍分析认为，《行动计

划》 将首要催生起围绕

PM2.5

污染防治的相关细分行业板

块投资新机遇。 具体来说，便

是

PM2.5

污染源控制方面的工

业除尘及火电、水泥和钢铁等

重点行业的脱硫脱硝两大细

分领域。

事实上， 上述两大领域的

相关治理公司已经开始从不断

加码的政策力度中受益，其一

大体现便是今年上半年的良

好业绩表现。 据

Wind

数据统

计， 在

10

家大气污染治理

A

股

公司中，火电厂烟气除尘细分

领域的菲达环保、三维丝等公

司上半年实现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同比均实现

100%

增长；国电清新、九龙电力、永

清环保等脱硫脱硝行业龙头

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同比增

长也均超过

50%

。

上述多家公司均表示，业

绩增长主要源于政策利好预

期兑现， 今年以来新签订单

量暴涨， 在手订单执行速度

也在加快。 菲达环保相关人

士此前就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公司目前在手订单量已

超过数十亿元，这些订单足可

以提供公司未来至少

3

年的业

绩支撑。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随着

年底考核的临近，大气污染防

治相关板块的政策推进力度

将持续加大，这也意味着相关

治理公司年底前将陆续获得

大量新增订单，为今年乃至明

年全年的业绩爆发提供有力

支撑。

多部委加紧备战新一轮新能源汽车推广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从多

处获悉，中国人民银行、科技部、

工信部等多部委正在加紧 “备

战”新一轮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方

案。 多位业内人士分析指出，随

着近来油价的持续高企，中国正

在迎来新能源汽车推广的最佳

窗口期。

科技部部长万钢日前表示，

国务院已正式批复新一轮的新能

源汽车示范推广方案，科技部、工

信部等四部委正在制定实施细

则。在总结第一阶段推广的经验、

问题和不足之处的基础上， 新一

轮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国家支持政

策， 将激发企业技术创新和地方

推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积极性，

使已形成的产业基础、 政策机制

和市场环境持续发挥作用。

全国汽车标准委电动车辆分

委会副主任陈全世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 上一轮新能源汽车补

贴政策较为成功， 而新一轮推广

政策将对其进行完善， 或将淡化

试点城市， 在所有地级以上城市

推广混合动力汽车。随着太阳能、

风能和智能电网的发展， 建议继

续大力拓展混合动力客车尤其是

插电式混合动力客车的推广。

据悉， 新一轮新能源汽车示

范推广方案将以新能源汽车为主

开展示范， 以试点城市为核心建

立试点区域，扩大辐射范围，加大

电动汽车的推广。同时，改变原有

的财政资金补贴方式， 加快补贴

资金的落实力度。此外，还将对充

电站的建设进行财政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

易诚表示，要完成“十二五”节能

环保发展目标， 我国每年在发展

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入资金或将

达到

5000

亿到

1

万亿元。金融将继

续发挥在扶持中国低碳经济发展

方面的引导作用， 优化市场融资

结构， 加大对绿色环保领域和薄

弱环节的金融支持， 推动我国经

济可持续发展。 今后除了继续加

强金融对绿色环保领域的产业扶

持政策引导之外， 建议在个人金

融消费领域出台绿色消费信贷扶

持政策，支持混合动力汽车、节能

家电等产品的消费信贷， 鼓励绿

色消费方式。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扩大消

费需求是稳增长的有效途径，而

运用财政补贴引导节能产品消

费，既能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节能

减排。对汽车产品而言，一是通过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补贴政策，鼓

励传统节能汽车消费； 二是通过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

补贴政策， 鼓励多个城市的公共

服务领域和私人购买使用新能源

汽车。

麦肯锡预测

2020年中国或贡献全球车市一半以上新增利润

□

本报记者 苏雪燕

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发

布最新报告预测，未来

７

年，全球

汽车市场利润有望增长近

５０％

，

新兴市场的利润增速将远远超过

成熟市场。 麦肯锡预计， 到

２０２０

年， 新兴市场将占汽车业总利润

的三分之二左右， 其中中国将贡

献全球新增利润的一半以上，即

１３０

亿欧元。

麦肯锡在这份名为 《展望

２０２０

：挑战和机遇共存的全球汽

车企业》的报告中指出，纵观全

球，汽车业已经从经济危机中复

原，

２０１２

年行业总利润达到

５４０

亿欧元，远高于经济危机前一年

即

２００７

年的

４１０

亿欧元， 而未来

盈利增长预期进一步向好。 到

２０２０

年， 全球整车行业利润可

再增加

２５０

亿欧元至

７９０

亿欧

元，其中大部分利润增长来自于

稳定的销售增长，预计年增长率

为

３．８％

。

“随着销售量和市场份额向

新兴市场倾斜， 汽车业的经济重

心也在继续迁移。”麦肯锡全球资

深董事高旭说，“一个主要的增长

机会来自小型车。 新兴市场的增

长以及进一步的城市化进程，将

带动小型车以年销量增幅

５％

至

６％

的速度增长，在

２０２０

年销售量

有望超过

３０００

万辆。 ”

专家指出，中国已然是全球

最大的汽车市场，

２０１２

年的汽

车销量达到了

１９００

万辆，虽然新

车的销售速度开始放缓，但汽车

销售绝对值仍然很客观。麦肯锡

报告强调，在中国市场，汽车售

后市场的前景更诱人， 这包括

配件、服务、二手车销售和汽车

金融等。 为此，经销商需要提升

售后服务能力， 在新车销售和

售后业务开发之间达到更好的

平衡。

民生加银资管

领跑交易所专项资管份额交易业务

2013

年

9

月

5

日， 民生加银资

管公司率先实现了专项资管计划

份额交易所份额转让挂牌交易。

这是民生加银资管继资产管理业

务实现行业规模第一后， 再一次

在专项资管计划交易所份额转让

业务上领跑行业产品创新。

据了解，上交所推出资产管理

计划份额转让是对整个资产管理

行业发展的重大变革：首先资产流

动性是资产管理业务的核心，实现

份额可转让响应了投资者转让变

现、 调整资产配置的流动性需求；

其次为资管计划份额的大额转让

提供了新的解决方式；三是促进工

具性金融产品的创新，推动份额交

易成为股权、债权、收益权类资产

灵活有效的交易型工具，也为今后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产品创新打

开了广阔的空间。

民生加银资管公司表示，将

响应市场需求， 通过推动资管计

划上市交易，盘活存量资产，解决

投资人资产流动性需求， 实现安

全性、 收益性、 流动性的有机统

一。（于萍）

顺应白酒消费低度化、时尚化趋势

五粮液再推三款低度酒战略新品

继

7

月份推出 “五粮特曲”、

“五粮头曲”等腰部产品之后，

8

日

五粮液又推出五粮液低度酒系列

35

度、

39

度、

42

度三款新品。

五粮液董事长刘中国表示，

本次推出的低度五粮液酒， 是顺

应白酒消费低度化、 时尚化趋势

的举措， 有利于公司开拓年轻消

费群体， 推动中国白酒在产品度

数上与国际酒品接轨， 提升五粮

液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要在这轮调整期中立于不

败，关键在于创新。 ”五粮液集团

董事长唐桥在致辞中表示，“五粮

液要在发展观念、增长模式、营销

体制、产品技术等方面进行创新，

以适应市场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等

变化。 公司采取一系列举措来加

速营销转型和升级： 优化营销渠

道，减少销售环节，降低产品流通

环节成本，提高产品性价比；坚持

以全价位、全产品线布局的理念，

扩大公司产品的市场空间， 吸引

更多消费者青睐。 ”

今年

3

月， 五粮液明确提出

“做精做细高端品牌，做强做大中

端品牌，做稳做实低价位品牌”的

发展思路，着力打造五粮液、六和

液、五粮春、五粮醇和绵柔尖庄等

五大战略品牌， 以实现全价位产

品覆盖，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五粮液低度系列的推出将进

一步充实五粮液品牌在产品层面

的内涵和提升五粮液的品牌力。中

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开发低度酒

对基酒品质、生产工艺要求更加苛

刻。 从某种意义上讲，优质基酒是

好酒的命脉， 更是低度好酒的灵

魂。 而五粮液拥有的规模优势、领

先的酿造工艺、优于国标的质控体

系，为五粮液开发和生产出高品质

的低度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款五粮液低度酒预计将在

9

月份全面上市，

35

度、

39

度、

42

度

五粮液的市场建议零售价分别为

509

元、

559

元和

609

元。 (靳军)

二季度移动支付

交易规模1224亿元

易观智库最新发布 《第三

方支付市场季度监测》 数据显

示，

２０１３

年二季度中国第三方

支付市场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

到

１２２４

亿元， 与一季度相比增

长

７６．６％

。 其中，支付宝、拉卡

拉、 财付通占据市场交易额规

模的前三位， 市场份额分别为

５７．３％

、

２１．２％

和

５．７％

。

分析人士指出， 拉卡拉能

够取得行业第二的位置， 确实

充满了黑马的味道。据了解，作

为最大的便民金融服务企业，

拉卡拉在去年

５

月底推出手机刷

卡器产品， 短短一年时间已有

１４５

万活跃用户， 手机客户端下

载量超过

１０００

万次。 “今年我们

还陆续推出一系列以支付为基

础叠加用户其他各种硬需求的

产品。此外，还推出手机钱包，用

户在便利店等终端都可充值。 ”

拉卡拉总裁孙陶然表示。

报告指出， 近几年随着智

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

展， 原有的短信支付方式占比

逐渐下降， 而基于移动互联网

的新型移动支付如手机钱包客

户端、 应用内支付、 手机刷卡

器、二维码支付、

ＮＦＣ

近场支付

等新型的移动支付方式发展迅

速， 代表未来移动支付发展的

主要方向。 (张旭 李京)

腾讯云全面开放

腾讯云业务

9

日宣布面向整个

互联网行业全面开放。腾讯云定位

于服务应用开发者的公有云平台，

覆盖了计算云、数据云、个人云三

个层面，产品包括云服务器、云数

据库、

NoSQL

高速存储等。

腾讯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汤

道生表示，云已经是互联网的基础

设施。 在云服务出现之前，服务器

的运营与维护往往构成创业的一

道重要瓶颈，甚至影响到创业的成

败；有了云服务，创业环境大为改

善，极大降低了创业者的成本。

在腾讯云官网可以看到，云

服务器产品方面，以

1

核

CPU

的配

置为例（可达

Xeon2.5GHz

处理能

力），费用仅为

1.30

元

/

天，还可免

费获得

8GB

系统盘； 而在个人云

方面目前尚未商业化。

腾讯云总经理陈磊称， 腾讯

云的每个产品都在腾讯核心业务

中经过反复验证和长期使用；客

户可以免费测试每一个产品。 腾

讯云承诺，客户在

5

分钟内可得到

任何需求响应。

互联网三巨头中， 阿里早在

2009

年

9

月就开始布局云计算业

务，先后推出阿里云搜索、阿里云

手机， 且并购了万网； 百度则于

2012

年

8

月斥资

47.08

亿元开始建

设百度云计算

(

阳泉

)

中心，之后

更是大举进军云计算领域， 目前

百度云个人用户量已达

7000

万

户。 如此看来，在云服务方面，三

大巨头免不了一番争夺。

分析人士指出， 相比于其他

两家， 腾讯的优势是海量的用户

和开发者。 (王荣)

三维丝 除尘高温滤料龙头

三维丝专注于从事大气粉尘

污染治理，是袋式除尘器所需高性

能高温滤料的专业供应商。 公司主

营业务为袋式除尘器核心部件高

性能高温滤料的研发、 生产和销

售，客户主要集中在火电、水泥、垃

圾焚烧和钢铁冶金等行业。

公司目前的核心产品工业烟

粉尘除尘器核心部件高性能高温

滤料， 在行业内的技术区分度较

高， 且其应用效果与国家对工业

粉烟尘排放标准的要求更加切

合， 其未来市场应用的空间广受

业界看好。 据预计，到今年年底，

仅电力行业除尘所形成的高性能

高温滤料市场规模就可达将近

100

亿元。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6

万元，

同比增长

11

倍。 公司称，主要原因

在于销售收入增长及费用得到有

效控制。 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

入

16,961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31%

，产品综合毛利率为

28.2%

。

工作人员在调整

PM2.5

监测设备。 新华社图片

■

重点公司点评

雪迪龙 订单持续增长

针对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综

合治理，首先要建立完善的环境监

测体系，这也就意味着环境检测仪

器和设备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期。 雪

迪龙近年来通过与国外知名仪器

仪表公司合作研发，已形成了覆盖

火电厂脱硫脱硝领域的多系列的

产品。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3510

万元，同比增长

21.67%

。 公司

预计前三季度可实现净利润

5760-

7405

万元，同比增长

5%-35%

之间。

2013

年是火电脱硝大年，并且环保

检查趋于频繁， 公司订单增长强

劲，三季度业绩或进入提速期。

2013

年脱硝市场开始爆发，

并将持续至

2015

年。 截至今年

6

月

底， 公司脱硝新签订单

1.5-1.6

亿

元， 已超过

2012

年全年脱硝订单

量， 预计全年脱硝订单将达

3

亿

元。 同时，公司上半年脱硫新签订

单

6000-7000

万元，同比增长

20%

，

超出市场预期，主要是新装机组需

求所致。

下半年，环保部不断组织脱硝

检查，企业安装动力强烈。公司预计

2013

年下半年，脱硫、脱硝产品会继

续在收入中占较大比重，公司依托

国家对环保产业重视的东风，会继

续将环保产业做强做好。 (郭力方)

菲达环保 工业除尘老牌巨头

大气污染防治“快马加鞭”，各

板块尽享政策利好，其中，最被看

好的当属大气烟粉尘治理市场，有

分析称到“十二五”末期其市场规

模可达近

400

亿元。

工业烟粉尘治理的两大技术

路线———袋式除尘和静电除尘一

直处于市场争议中，菲达环保称，静

电除尘技术的春天远未逝去。 工业

粉尘治理的最大市场在于拥有

8.2

亿千瓦装机规模的火电行业，在此

领域，静电除尘的市场地位已处于

绝对优势。 另外，“十二五”期间，钢

铁、水泥和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领

域也将由于大气污染排放限值的

提高而催生除尘市场空间，这意味

着国内除尘行业未来的竞争将延

伸至钢铁等领域。 菲达环保在保持

火电厂除尘改造市场竞争优势之

外，也已开始着手向钢铁及化工等

行业拓展业务。 目前公司订单量充

足，伴随着募投项目稳步推进，公司

明后两年业绩快速增长均有保障。

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1067.04

万元，同比增长

107.4%

。 净

利润增加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及公

司营业总成本管控出成效所致。 公

司称，国家对环境治理宏观政策的

影响以及对污染排放企业标准的要

求提升，国内新建大机组（

600MW

）

以上项目和改造项目迅速增长，这

为公司产品业务的增长争得契机

,

合同订单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