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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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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疆+经济带 新疆板块受关注

□本报记者 魏静

新疆板块曾多次因为支持政策的出

台预期而引来“躁动” ，近期相关积极因

素仍然存在：一是中央企业暨19援疆省市

国有企业产业援疆座谈会召开，2万亿投

资计划将为新疆带来发展新活力；二是新

丝绸之路经济带引发广泛关注。

万亿投资计划

据相关媒体报道，5月16日中央企业

暨19援疆省市国有企业产业援疆座谈会

召开。 自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

来，53家中央企业和19个援疆省市全力推

动产业援疆，计划投资项目达788个，投资

总额超2万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7951.28

亿元，这成为推动新疆经济跨越发展的重

要动力。

据统计， 自2010年到2014年一季度

末，53家中央企业在疆计划投资项目685

个，计划投资总额1.85万亿元，已完成投资

5903.86亿元，超过“十一五” 时期总投资

额1800多亿元，累计缴纳税费1981.1亿元。

其中， 已完工项目148个， 占项目总数的

21.61%，累计完成投资1033.33亿元，占已

完成投资总额的17.5%； 在建项目216个，

占项目总数的31.53%， 累计完成投资

2097.62亿元， 占已完成投资总额的

35.54%；前期准备和未开工项目321个，占

项目总数的46.86%，累计完成投资2772.55

亿元，占已完成投资总额的46.96%。 2013

年， 中央驻疆企业完成投资近2000亿元，

完成承建项目合同额768.09亿元， 缴纳税

费1047.63亿元。

从今年的情况来看，截至2014年一季

度末，19个援疆省市国有企业在疆计划投

资项目103个， 计划投资总额2047.42亿

元，较2013年年初增加计划投资127.04亿

元，已完成投资355.85亿元，占计划投资

总额的17.37%， 较2013年年初完成投资

额增加166.71亿元。

据悉，今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牵头

建立19援疆省市产业援疆工作平台，推

动19援疆省市国有企业积极参与新疆

石油化工、煤电煤化工、矿产资源开发、

金融、特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先进装

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旅

游、新材料、信息网络、特色软件、生物

医药等产业发展； 进一步创新合作方

式，支持受援地州国有企业积极参与产

业援疆项目，推动新疆自治区、兵团国

有企业与19援疆省市国有企业开展多

种方式的合作，实现互利双赢，从而为

新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断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座谈会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

书记张毅要求，央企要继续加大在疆投资

建设力度，积极参与喀什、霍尔果斯两个

特殊经济开发区建设，积极参加“中国—

亚欧博览会” 等国际交流活动，助力新疆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丝绸之路战略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可以以经济合作为

杠杆，夯实“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各国间

推出一些可信可靠的合作机制， 让国家间双

赢或多赢，成为利益共同体，彼此得以更长远

的发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

开放包容的倡议，涵盖了更广泛内容，更符合

亚洲国家的发展实际。

此前，新疆自治区发改委就牵头初步

提出了丝绸之路规划草稿。该规划明确提

出把新疆打造成我国能源资源陆上大通

道及战略基地的目标。 该方案建议，落实

差别化产业政策，建设东联西出的能源资

源加工基地； 扩大原油和天然气进口配

额， 鼓励和支持各类企业参与境外原油、

天然气和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提高

油气资源在新疆就地加工的数量和深度。

据悉，该方案有两大政策着力点：一是

加快国家能源资源陆上大通道建设，保障国

家能源资源安全。加快推动中哈石油管线二

期工程建设，逐步扩大原油的进口规模。 加

快西气东输三线、四线、五线、六线等输气通

道项目实施，提高中亚天然气进口量。 加快

中石化“新粤浙” 煤制气管线建设，保障新

疆煤制气的输送，提高我国对进口中亚油气

资源的话语权；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形成

5000万吨原油、1000亿立方天然气和煤制

气以及3000万千瓦疆电外送通道能力。

二是落实差别化产业政策，建设东联

西出的能源资源加工基地。扩大原油和天

然气进口配额，鼓励和支持各类企业参与

境外原油、天然气和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

利用，提高油气资源在新疆就地加工的数

量和深度。加快新疆第十四个大型煤炭基

地建设，重点推动现代煤电煤化工产业发

展，利用国际国内领先技术，加快煤制天

然气、煤制油等煤炭清洁、节能和循环经

济示范项目建设。 着力打造国家大型油气

生产加工基地、国家大型煤炭煤电煤化工

基地、国家大型风电基地。

新疆板块可适当关注

鉴于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建

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市场人士认为

支持新疆建设的政策有望继续，相关区域

概念股可适当关注。

国金证券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

从历年以来颁布的区域规划来看，规划

重点都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区

域的优势资源做强支柱产业、加强区域

内各地的协调合作、扩大开放。 在这些

规划中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支柱产业

是最好落实的， 获得的政策支持也最

多。 相关的扶持政策包括鼓励区域在制

度改革上先行先试、加大区域的投资力

度和财政支持力度、实行差别化的产业

政策、对重要项目给予资金、土地、财政

税收上的优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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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塔食品（002481）

蛋白业务快速增长

国泰君安认为， 公司采用具有技术

壁垒的湿法工艺，最大化利用豌豆价值，

尤其是2013年下半年工艺改进后能够同

时产出高端纯豆粉丝、高纯度食用蛋白。

按照目前各种产品市场价格测算， 公司

豌豆加工生产线毛利率较其他公司高5%

以上。

2012年全球植物蛋白市场170万吨、

豌豆蛋白占比不到1%，豌豆“非转基因、

非过敏源”特性使其对大豆蛋白形成快速

替代，预计潜在需求数十万吨。 预计未来

几年豌豆蛋白市场供不应求，公司新增产

能将顺利消化， 预计2014-2016年销量

CAGR达40%，且随着更高纯度蛋白粉占

比上升，吨价将稳中有升。

目前粉丝市场容量约400万吨， 公司

作为最大企业市占率不足1%， 行业整合

空间巨大。 2014年公司采用双品牌战略、

加大商超铺货力度有望推动粉丝业务快

速增长，同时公司可提供淀粉给其他粉丝

企业作为原材料，两者有助蛋白扩产带来

的粉丝产能扩张顺利消化。首次覆盖给予

增持评级。

欧亚集团（600697）

股权形式融资5亿元

公司5月16日公告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部分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的

议案》， 银华资本分别向公司全资子公

司欧亚车百增资2亿元，向吉林欧亚、通

化欧亚、白城欧亚增资1亿元，合计增资

5亿元。

海通证券认为，债权融资而非股权融

资，体现大股东及管理层等对自身价值的

高度认同，尤其在当前价值低估状态下不

愿牺牲股权。 以股权形式进行类债权融

资，能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融资增加

费用减少利润，但经营改善仍可保障业绩

有20%以上增长 。 按 5亿元融资额和

7.995%的年融资费用率测算，上述融资按

年增加成本4000万元，考虑到可部分偿还

银行到期借款，对公司整体业绩影响预计

为减少利润2000万元左右， 对应减少8%

左右的业绩增速，但考虑到公司业务成长

和经营改善， 预计全年仍可完成20%

-25%的业绩增长预期。

价值低估，业绩保持高增长。 公司

当前市值仅28亿元，对应2014年0.24倍

PS和9.3倍PE，同时公司拥有约109万方

平米权益自有物业， 价值较大程度低

估。 若不考虑可能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国资大股东仅持股22.83%的欧亚已是

极好的产业资本增持或并购标的。 维持

买入评级。

桑德环境（000826）

静脉产业园模式在异地成功复制

5月14日， 桑德环境与保定市共同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保定市政府将

支持桑德环境在保定市投资建设保定静

脉产业园，项目总投资30亿元，参与环卫

市场化作业和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 银河

证券认为，这标志着公司的静脉园发展模

式可以异地复制，有望提升市场对公司固

废业务发展的信心。

静脉产业园模式，可能是固废处理，特

别是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的发展方向。选址是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推行过程中的最大问题。

静脉产业园， 各个子项目统一规划建设，一

般整体规划的面积比较大，离居民区的距离

比较远。 政府对这类项目的重视程度高，各

项污染排放标准要求高。整个园区有明确的

责任主体，也可以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静

脉产业园，综合了多种细分产业，可以形成

协同效应， 也是在践行循环经济发展理念，

可以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环卫市场化和城乡环卫一体化，是桑

德环境目前大力推行的产业模式，在国内

属于首创。 该产业的商业模式目前还不是

很清晰，也遇到了一定的阻力，但是从长

期看， 市政公用事业领域的改革势在必

行。 通过机械化和信息化的推动，市政环

卫将改变以往低效率的运作模式。桑德环

境在环卫领域的拓展是一个很大的布局，

从小的方面讲，可以延伸公司固废处理产

业链，拓展未来利润增长点；从大的方面

讲，环卫相当于电网、水网，对电厂和水厂

有很强的话语权， 可以控制固废的源头，

做很多产业交叉的工作。 未来一旦环卫市

场全部放开，这种模式的异地复制速度将

非常快。

本次框架协议对公司未来业绩将产

生积极影响。 公司具备从前期项目设计、

设备制造、工程建设总包、到后期运营的

固废处理全产业链资质。 在静脉产业园建

设阶段， 可以给公司带来工程和设备收

入，在后期阶段贡献运营收入。 保定静脉

园项目为公司未来业绩增长提供了有力

支撑，而保定环卫项目可以拉动公司咸宁

基地环卫车辆的销售，以及未来轻资产环

卫运营收入。 维持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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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雄鹰：

再度考验2000点支撑力

上周五股指整体呈现低开缩量震荡的格局，指数再次陷入调整形态，创业板盘中大跌2.19%，创出本轮调整新低，场内的观望情绪不减，市场重新回归到弱势。由此来看，政策虽护盘

做多，但投资者对新“国九条” 驱动的行情宜维持适当谨慎，主板指数后市难言大的反弹，后期大盘再度试验2000点支撑力度将是大概率事件。本周，谁来充当护盘主力将成为市场的一

大悬念。

IPO重启短期令市场承压，大盘受制于有限的量能，在存量资金博弈的环境下，走势难以发生反转，整体仍将处于弱势震荡的格局，后市规避风险仍是第一要务，仓位不宜过分放

大。 由于系统性上涨难以期待，投资者还需有利好刺激效应减弱后股指再度回落的心理准备，短期的快速上涨可作为调整持仓结构、调整持仓仓位的时机，不建议盲目追高。

英犁:�

淡化创业板 关注绩优蓝筹股

创业板上周五继续放量大跌创出年内新低。无独有偶，连创新高后美股两连跌，周四小型股票遭到抛售，网秦暴跌28.93％。笔者认为，美国纳斯达克指数的再次暴跌，说明世界正在

经历又一次网络科技泡沫。 从全球的视野看，再次面临网络科技泡沫的破灭。 上述两只股票的暴跌，充分验证了我的观点。

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在享受科网股票泡沫盛宴之后，随着美股的见顶回落，随着A股创业板的大跌，人们的投资风险偏好将继续降低，虽然不排除创业板跌破年线后再做反抽，但

由于创业板估值仍然过高，长远看仍有较大的下跌空间。创业板跌破年线后技术上已经破位，且年线已呈阴线，后面一有风吹草动，恐慌性抛售将蜂拥而出，科网股票泡沫破灭的大戏将

继续上演。

随着6月份将A股纳入MSCI指数渐趋明朗、随着扩大QFII、沪港通政策的不断到位，绩优蓝筹股在完成此波调整后会有不俗的表现，投资者可以逢市场调整关注蓝筹股的表现。

股海灯塔:

股指反弹受技术面压制

沪深两市在上周五指数先抑后扬，小幅收高，股指接下来将受5日均线向上运行的牵引去冲击日线图布林带中轨（2042点）。 不过，笔者认为，上周一早盘跳空高开的缺口（2011.13

点）还有1.56点的距离没有被完全回补，缺口的引力为股指的上涨留了隐患；周线图上的KDJ指标线与MACD指标线成死叉状态，显示大盘暂时不具备向上反转的技术条件；因此，认为

大盘诱多反弹后再回杀。 股指向上反弹将受到62日均线和半年线逐渐下移的压制，再度下杀重新探底。

从技术指标分析，沪市大盘的3周均线（2021点）和4周均线（2025点）暂时分别成向下运行趋势，对收在上方的股指具有向下反作用力；62日均线（2056点）和半年线分别逐渐下

移，将对反弹的股指构成压制；日线图上的MACD指标线暂未构成完美圆弧底形态，表明股指缺乏持续上冲的动能。 因此，笔者认为大盘股指在没有完全回补上周一早盘高开的缺口之

前，出现反弹到62日均线与133日均线之间的机会应该高抛。

金鼎:

大牛市底部或在形成中

尽管护盘资金总是在关键时刻恰到好处地出现，上周五A股在盘中形成V形反转，最终以红盘报收，但经过连续下跌之后，市场人气早已降至冰点，成交更是再创地量，沪市上周五

成交堪堪超过500亿元。

笔者认为，大盘跌到当前这个位置，已经没有必要从经济、估值、技术等方面去分析了。即便发行新股也得有资金捧场，仅以目前一天500来亿的成交量而言，难以成事。无论如何，在

连续熊了七年之后，牛市拐点或随时不请自来。事实上任何一次牛市的底部都是在大部分人悲观的情绪中形成的，目前就是有史以来股市最悲观的时刻，何去何从，大家更应该有决断。

（李豫川整理） 更多详情请登录中证博客http://blog.cs.com.cn/

沙漠雄鹰：

再度考验2000点支撑

上周五股指整体呈现低开

缩量震荡的格局，指数再次陷入

调整形态， 创业板盘中大跌

2.19%， 创出本轮调整新低，场

内的观望情绪不减，市场重新回

归到弱势。 由此来看，政策虽护

盘做多， 但投资者对新 “国九

条” 驱动的行情宜维持适当谨

慎， 主板指数后市难言大的反

弹， 后期大盘再度试验2000点

支撑力度将是大概率事件。 本

周，谁来充当护盘主力将成为市

场的一大悬念。

大盘受制于有限的量能，在

存量资金博弈的环境下，走势难

以发生反转，整体仍将处于弱势

震荡的格局，后市规避风险仍是

第一要务， 仓位不宜过分放大。

由于系统性上涨难以期待，投资

者还需有利好刺激效应减弱后

股指再度回落的心理准备，短期

的快速上涨可作为调整持仓结

构、调整持仓仓位的时机，不建

议盲目追高。

英犁:�

关注绩优蓝筹股

创业板上周五继续放量大

跌创出年内新低。 无独有偶，连

创新高后美股两连跌， 周四小

型股票遭到抛售， 网秦暴跌

28.93％。笔者认为，美国纳斯达

克指数的再次暴跌， 说明世界

正在经历又一次网络科技泡

沫。 从全球的视野看，再次面临

网络科技泡沫的破灭。 上述两

只股票的暴跌， 充分验证了我

的观点。

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在

享受科网股票泡沫盛宴之后，

随着美股的见顶回落，随着A股

创业板的大跌， 人们的投资风

险偏好将继续降低， 虽然不排

除创业板跌破年线后再做反

抽， 但由于创业板估值仍然过

高， 长远看仍有较大的下跌空

间。 创业板跌破年线后技术上

已经破位，且年线已呈阴线，后

面一有风吹草动， 恐慌性抛售

将蜂拥而出， 科网股票泡沫破

灭的大戏将继续上演。

随着 6月份将A股纳 入

MSCI指数渐趋明朗、随着扩大

QFII、沪港通政策的不断到位，

绩优蓝筹股在完成此波调整后

会有不俗的表现，投资者可以逢

市场调整关注蓝筹股的表现。

股海灯塔:

股指反弹受技术面压制

沪深两市在上周五指数先

抑后扬，小幅收高，股指接下来

将受5日均线向上运行的牵引

去冲击日线图 布林 带中轨

（2042点）。 不过，笔者认为，上

周一早盘 跳空 高开 的缺口

（2011.13点） 还有1.56点的距

离没有被完全回补，缺口的引力

为股指的上涨留了隐患；周线图

上的KDJ指标线与MACD指标

线成死叉状态，显示大盘暂时不

具备向上反转的技术条件；因

此， 认为大盘诱多反弹后再回

杀。 股指向上反弹将受到62日

均线和半年线逐渐下移的压制，

再度下杀重新探底。

从技术指标分析，沪市大盘

的3周均线（2021点）和4周均线

（2025点）暂时分别成向下运行

趋势，对收在上方的股指具有向

下反作用力；62日均线（2056

点） 和半年线分别逐渐下移，将

对反弹的股指构成压制；日线图

上的MACD指标线暂未构成完

美圆弧底形态，表明股指缺乏持

续上冲的动能。 因此，笔者认为

大盘股指在没有完全回补上周

一早盘高开的缺口之前，出现反

弹到62日均线与133日均线之间

的机会应该高抛。

金鼎:

大牛市底部或形成中

尽管护盘资金总是在关键时

刻恰到好处地出现，上周五A股

在盘中形成V形反转，最终以红

盘报收， 但经过连续下跌之后，

市场人气早已降至冰点，成交更

是再创地量，沪市上周五成交刚

超过500亿元。

笔者认为， 大盘跌到当前

这个位置， 已经没有必要从经

济、 估值、 技术等方面去分析

了。 即便发行新股也得有资金

捧场，仅以目前一天500来亿的

成交量而言，难以成事。 无论如

何，在连续熊了七年之后，牛市

拐点或随时不请自来。 事实上

任何一次牛市的底部都是在大

部分人悲观的情绪中形成的，

目前就是有史以来股市最悲观

的时刻，何去何从，大家更应该

有决断。 （李豫川整理）

更多详情请登录中证博客

http://blog.cs.com.cn/

技 术 指 标

上 证 沪深300 深 证

日 周 日 周 日 周

移动

平均线

MA（5）

MA（10）

MA（20）

MA（30）

MA（60）

MA（100）

MA（120）

MA（250）

↑2040.60

↑2029.49

↓2042.06

↓2060.31

↓2054.62

↓2060.41

↓2085.48

↓2111.61

↓2039.65

↓2048.13

↓2052.92

↓2087.30

↓2119.01

↓2145.28

↓2182.13

↓2510.25

↑2163.46

↓2153.78

↓2168.81

↓2188.61

↓2177.32

↓2209.70

↓2245.36

↓2314.33

↓2166.17

↓2172.06

↓2198.12

↓2255.07

↓2327.59

↓2361.82

↓2398.06

↓2749.34

↑7281.98

↓7259.85

↓7316.05

↓7366.39

↓7344.46

↓7545.38

↓7698.52

↓8067.39

↓7299.37

↓7309.77

↓7484.58

↓7763.74

↓8133.09

↓8478.78

↓8718.43

↓10316.91

乖离率

BIAS（6）

BIAS（12）

↓-0.45

↓-0.09

↑-1.37

↑-1.12

↑-0.58

↑-0.40

↑-1.72

↑-1.21

↑-0.27

↑-0.39

↑-1.43

↑-1.00

MACD线

DIF（12，26）

DEA（9）

↓-9.31

↑-9.38

↓-22.45

↓-20.91

↓-10.67

↓-9.53

↓-44.90

↑-44.92

↓-36.30

↓-30.86

↑-237.89

↑-244.07

相对强弱指标

RSI（6）

RSI（12）

↑42.69

↑43.77

↑42.17

↑44.07

↑39.59

↑42.27

↑39.90

↑41.59

↑43.66

↑44.35

↑39.81

↑39.35

慢速随机指标

%K（9，3）

%D（3）

↓51.88

↑51.48

↓31.67

↓37.91

↓49.71

↑49.04

↓36.31

↓39.91

↓53.51

↑49.57

↑42.22

↑41.38

技 术 指 标

上 证 沪深300 深 证

日 周 日 周 日 周

心理线

PSY（12）

MA（6）

↑58.33

↑51.38

↑41.66

↓45.83

↑41.66

↑34.72

↑33.33

↓37.50

↑41.66

↑33.33

↑33.33

↓37.50

动向指标

（DMI）

+�DI（7）

—DI（7）

ADX

ADXR

↑31.83

↓21.19

↓29.76

↓54.69

↓27.63

↓24.72

↓12.86

↓14.07

↑30.17

↓23.18

↓26.20

↓47.37

↓23.12

↓20.20

↑23.07

↓15.95

↑25.17

↓34.38

↓29.84

↓44.00

↓18.44

↓17.68

↓19.70

↓18.95

人气指标

意愿指标

BR（26）

AR（26）

↓66.50

↓89.89

↑83.02

↑90.84

↓77.12

↓97.34

↑77.55

↓80.04

↓84.86

↓109.47

↑66.41

↓71.19

威廉指数

%W（10）

%W（20）

↓57.82

↓74.47

↓69.74

↓74.39

↓60.65

↓79.04

↓67.98

↓73.29

↓48.28

↓64.45

↓57.08

↓75.81

随机指标

%K（9，3）

%D（3）

%J（3）

↓51.88

↑51.48

↓52.68

↓31.67

↓37.91

↓19.20

↓49.71

↑49.04

↓51.04

↓36.31

↓39.91

↓29.13

↓53.51

↑49.57

↓61.39

↑42.22

↑41.38

↑43.90

动量指标

MOM（12）

MA（6）

↑23.01

↑-14.82

↑-87.18

↓-6.27

↑10.98

↑-20.12

↑-118.34

↓-49.57

↑1.70

↑-98.45

↑-508.38

↓-356.59

超买超卖指标 ROC（12） ↑1.14 ↑-4.12 ↑0.51 ↑-5.22 ↑0.02 ↑-6.55

新浪中证联合多空调查

常用技术指标表格

政策密集出台 VOCs千亿治理盛宴开启

□兴业证券 汪洋 王文灿

近年来VOCs排放量逐年上升，加强

治理刻不容缓。 2013年至今，环保部及北

京、河北、天津、上海、江苏、广东、内蒙古

等地密集启动VOCs治理与监测， 预期

VOCs治理有望在2014-2017年迎来爆

发性增长，这也将带动VOCs监测15亿左

右的设备需求。

映射到A股市场，VOCs治理上采用

吸附回收与蓄热燃烧两种方法的公司值

得关注；VOCs的严控还会提升上游环保

型和功能性材料的需求。

VOCs治理政策密集出台

VOCs俗称挥发性有机物，具有饱和

蒸汽压较高、沸点低、分子量小、常温状下

易挥发、易燃易爆特征。 VOCs来源大体

可分为自然源和人为源两大类， 人为源

VOCs排放是身体健康、臭氧层破坏和空

气雾霾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人为VOCs

排放量在 1990年 、1995年 、2000年和

2006年分别达到1111万吨、1312万吨、

1563万吨和2320万吨， 排放量呈逐年上

升趋势。

分行业来看，石油炼制和储运、化工、

溶剂使用等工业源，以及机动车等移动源

是主要来源。 整体来看， 中国的人为

VOCs�排放量相较于自然源排放量，约高

39%。 特别地，对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

等东部城市而言， 这一比例更高。 加强

VOCs治理， 特别是沿海地区VOCs治理

刻不容缓。

VOCs顶层设计趋于完善，千亿治理

规模一触即发。 VOCs政策法规主要涵盖

宏观层面、空气质量标准、（地方）行业排

放控制等几个方面。 但因法规过时、质量

标准缺乏约束力和行业标准缺失导致过

去政策法规体系不再适应现阶段VOCs减

排迫切需求 。 2011年VOCs治理仅有

24-32亿市场规模。

自国务院颁布《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

治“十二五” 规划》后，2013年至今，环保

部及北京、河北、天津、上海、江苏、广东、

内蒙古等地密集启动VOCs治理与监测。

VOCs控制治理与其他环保子行业类似，

具备强政策周期特性。 根据上述规划，

VOCs治理将会撬动815亿市场规模。 我

们预期VOCs治理有望在2014-2017年

迎来爆发性增长，这也将带动VOCs监测

15亿左右的设备需求。

制度建设提升VOCs控制治理与监

测景气度。 当前，中国正处于VOCs行业

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 其发展状况类似

于美国70年代末期针对VOCs治理的状

况。 制度建设的核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重点行业VOCs技术标准，提升

重点区域VOCs治理工程的市场需求；

二是VOCs排污费，提升VOCs监测市场

的需求。

两角度探索VOCs投资逻辑

基于此，并结合对VOCs现阶段技术

路径的现状，我们认为VOCs行业的投资

逻辑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

第一，方法相关性的考虑。 根据相关

重点行业所适用的处理技术， 我们预计，

吸附回收技术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活

性炭纤维和颗粒活性炭吸附回收技术将

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其中，沸石转轮吸

附浓缩+冷凝回收技术随着国外的技术引

进和国内研发工作的不断完善也将得到

大量应用，并在“十二五” 期间逐渐成为

低浓度VOCs废气治理的主要技术。 热力

燃烧（蓄热燃烧）、催化燃烧等热破坏技

术也将得到进一步应用。

技术成熟度与普及度的考量。 基于

VOCs治理与监测技术路径的分析，相

关技术的成熟度与商业推广程度如下

表所示。 我们发现VOCs控制企业主要

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其中以江苏、浙

江、广东、上海、福建和北京为主。 基于重

点行业技术适用性、 技术成熟度与商业

普及度两个逻辑， 我们重点关注吸附回

收技术、吸附-燃烧、热力燃烧、蓄热式燃

烧等。

在VOCs监测方面， 我们重点关注

GC-FID、GC-MS� 和 PTR-MS� 在线

监测技术。 鉴于此，我们重点关注拥有相

关技术的上市公司： 先河环保、 聚光科

技。 同时积极关注：拟收购嘉园环保切入

VOCs治理的汉威电子，和正积极研发固

定污染源废气VOCs在线、便携监测设备

的雪迪龙。

第二，产业相关性的考量。 产业相关

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功能性材料

作为治理或监测技术的上游供应产品，将

会受益于该类治理方法的规模化应用。 二

是替代性：环保型材料进入VOCs排放行

业的生产过程，替代原有高VOCs排放材

料。 基于此，我们积极关注正对水性涂料

进行产业化的万华化学、拥有水性油墨的

天龙集团、预涂膜产品的康得新和环保胶

粘剂的康达新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