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霾前端化 煤炭清洁利用站上“风口”

□本报记者 郭力方 欧阳春香

雾霾治理再成市投资热点，特别是一些致力于煤炭清洁利用公司股价异军突起，2月以来平均涨幅达30%。 权威人士指出，过去几十年，节能、节电、截污、清洁生产的技术的进步，要远远大于末端治理的进步，但是这些红利没有释放出来。 在大气治理不断深化的趋势下，大气治理板块投资逻辑将逐渐由单纯的脱硫脱硝过渡到以清洁煤为主的“新常态”。

近日，工信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工业领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使煤炭清洁化走上了前台。 根据计划，到2020年，将力争节约煤炭消耗1.6亿吨以上。 业内分析认为，前端防治成为大气治理重要抓手，尤其是煤炭清洁利用有望继除尘脱硫脱硝后站上治霾投资的新“风口”。

煤炭清洁利用上“前台”

加快推进工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对于促进工业绿色发展，减少大气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春节刚过，工信部、财政部联合对外发布《工业领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使煤炭清洁化走上前台。 根据计划，到2020年，将力争节约煤炭消耗1.6亿吨以上。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史玉波在两会期间也表示，要把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与发展清洁能源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按照上述行动计划，未来，国家将锁定焦化、工业炉窑、煤化工和工业锅炉4个工业耗煤重点领域，实施针对焦化、工业煤窑炉进行清洁生产技术改造，从源头减少煤炭消耗及污染物产生，同时推进煤化工向深度、高效方向发展，实现产业升级。 国家为此将统筹各级治污财政资金，加大力度予以扶持。

粗放型的煤炭燃烧被认为是造成雾霾的主要原因。 数据显示，全国烟粉尘排放的70%、二氧化硫排放的85%、氮氧化物排放的67%，都源于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燃烧。 不过，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禀赋特点，决定了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地位难以改变。 2014年，煤炭产量38.7亿吨，占一次能源生产的72%；煤炭消费量41.6亿吨，占一次能源消费的66.2%。 据测算，到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

到52亿吨标准煤，煤炭需求量47亿吨，约占60%。 煤炭仍将承担保障能源稳定供应的重任。

专家分析认为，在通过提高能效、降低能耗、增加其他能源供给的同时，清洁利用煤炭将是未来中国治霾的主要途径。 叠加当前煤炭行业脱困难题，在2015中国煤炭高峰论坛上，多位专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煤炭的清洁化利用这一共同出路。

在煤炭使用的各领域中，工业领域用煤被认为是煤炭污染的主要来源。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洁净煤综合利用部主任张绍强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介绍，我国传统原煤的使用中，燃煤发电占51%，工业用煤占30%左右，炼焦用煤占14 . 9 %，其他零散用煤占1%。“燃煤发电虽然占比较大，但排放标准执行比较严格。而工业用煤相对分散，很多的净化设备简单甚至没有净化设备，造成的污染反而很严重。 ”张绍强说，随着燃煤机组“近零排放”的全面推开，现在治理的重点是工业锅炉的治理。

根据环保部数据显示，中国现有燃煤工业锅炉约62万台，年煤耗量达7亿多吨。 大部分燃烧方式粗放，缺少末端处理环节，是导致燃煤污染主要原因之一。 而且，使用点分散，也是监管和整治难点。

光大证券研究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从燃煤污染治理的进程角度来看，“十二五”至今，作为煤炭主消费“阵地”的火电厂其燃煤机组经过脱硫、脱硝和除尘，陆续达到既定排放标准，火电治污暂告一段落。 在此背景下，污染贡献度仅次于火电厂的全国数千家燃煤工业锅炉污染物减排自然成为政策主抓的治污新“阵地”。 而从市场角度来看，火电脱硫脱硝除尘市场截至去年底已趋近饱和，市场预期的大气污染防治订单集中爆发的区域将转移到煤炭清洁利用的各细分领域，预计后续还将有一系列治污新政相继落地。

雾霾前端治理获得重视

雾霾治理焦点从火电厂转移至工业燃煤窑炉，切合了环保治理从“末端治理”向“前端源头防治”的思路。按照最新污染治理理论，前端源头防治是环保从“治标”走向“治本”，从控制增量，到实现增量存量“双控”的终极路径。因此，煤炭清洁利用在不少业内专家眼里已上升到治霾治标更治本的突出地位。

综合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的观点，煤炭清洁利用实际上是一个产业链的概念，它涵盖了煤炭产业上游的煤炭（及煤层气）开采、洗选，煤炭产业中游的运输、发电、冶金、化工生产，以及煤炭产业下游“三废”的处理回收、二氧化碳的捕集和封存。

张绍强介绍，在整个产业链中，煤炭清洁化可以集中关注三部分：一是处于最前端的入炉以前的煤炭洗选；二是炉内清洁化，如低氮燃烧、循环硫化床炉内喷钙、中小型煤粉工业锅炉与水煤浆锅炉改造、燃煤气化清洁技术应用等；三是末端脱硫脱硝除尘等烟气治理。

数据显示，对动力用煤而言，煤炭洗选可脱除煤中50%-80%的灰分、50%-60%的全硫，以大约8-20元每吨的洗煤成本降低煤炭对大气的污染，是经济可行的。

“去年我国煤炭的入洗率已经达到了62.5%，不过还不够高，理想的应该达到85%左右。 ”张绍强说。 需求拉动不足是导致洗选比例较低的主要原因，因为过去煤炭供应能力不足，对动力煤的分选比较简易，很多洗选煤厂的开机率都比较低。

对于炉内的煤炭清洁化，张绍强介绍，低氮燃烧在发电领域已经大规模使用，循环流化床用于低热值煤的发电也已商业化；工业这一块，煤粉工业锅炉也在大规模使用。

末端烟气治理领域，国内发展比较成熟，相关扶持政策也已出台，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价中包含脱硫脱硝除尘等三种环保电价。 近年来，包括龙净环保、国电清新、龙源环保、中电远达等一大批从事烟气脱硫脱硝的上市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相对于繁荣发展的末端治理，前端的洗煤和炉中清洁化产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我国有很奇怪的现象，片面的强调只搞末端治理，前端洗选或炉中这块可以不搞。 但如果前端不通过比较经济有效的办法处理，把大部分负荷都堆在末端，那末端治理的设备投入和运营费用都将成倍的增加。 选煤脱硫的成本较之后端烟气脱硫的成本要低8-10倍。 ”张绍强说。

在今年两会上，环保部长陈吉宁指出，随着创新能力的增强，随着政策深度融合发挥作用，中国环境治理的进程将进一步加速。现在治理工程主要体现在末端治理。如果看过去几十年技术发展的情况，节约的技术，比如说节能、节电、节水、截污的技术，清洁生产的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它们的进步要远远大于末端治理的进步。可是这些红利没有释放出来。

分析认为，在大气治理不断深化的趋势下，未来的大气治理领域将涌现一些新的投资“蓝海”，煤炭清洁化特别是前端治理有望站上大气治理的新“风口”。

抢滩千亿锅窑炉改造市场

在政策方拟定的未来5年工业领域煤炭清洁利用“路线图”中，重点锁定的是既有低效高污染锅窑炉改造、煤炭深度加工转化两大路径。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相关专家介绍，以现代煤化工示范为代表的煤炭深度加工过去几年已唱响煤炭清洁利用的“主旋律”，随着煤炭清洁利用的内涵由单一“原料化”向“原料化”和高效“燃料化”并重转变，主要行业的锅炉、窑炉升级改造成为潜在的新市场“蓝海”。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不少券商研究员也指出，过去几年，在国家“煤改气”以及后期的“煤制气”战略引导下，现代煤化工项目的潮涌已令百亿级“气化炉”市场崛起。 而随着煤炭清洁利用战略内涵的丰富，这一市场空间有望向焦化、工业窑炉和锅炉等传统煤炭低效燃烧设备改造领域延伸，市场规模可达千亿元级。

一些上市公司早已布局其中，随着相关扶持政策陆续落地，正加紧抢滩这一市场蓝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属三聚环保、亿利能源、天沃科技（原名“张化机”）和科达洁能各自着力打造的“气化炉”的市场较量，这些公司近期良好的二级市场表现已引起不少资本侧目。

各方对于煤化工“气化炉”延伸至工业锅窑炉领域无技术障碍已经异议不大，但对于上述公司各自代表的“气化炉”不同工艺所适用的行业领域及经济性指标还存在一定分歧。

在传统焦化领域，瑞银证券认为，在焦化行业产能过剩及大气治理双重制约因素叠加作用下，三聚环保目前正在加紧市场推广的焦炉煤气制取油气延伸产业链的工艺路线，开始逐渐吻合国家政策基调及焦化行业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 三聚环保拟投资数十亿元在全国布局多个示范项目，以图撬动千亿级焦化行业改造升级市场。

而在工业锅炉领域，光大证券认为，凭借出色的燃煤效率，煤粉炉已经成为国内火电行业主要的锅炉种类。 随着技术瓶颈的逐渐打破，煤粉锅炉在容量相对较小的工业燃煤锅炉领域将得到大力推广。 这意味着诸如亿利能源的微煤雾化技术将找到广泛的用武之地。 去年底，亿利能源和河北省签署协议，河北省将运用其微煤雾化技术，实施20000蒸吨的传统锅炉改造项目，3年改造河北1/3传统锅炉。

在煤化工结构优化升级领域，国泰君安认为，尽管受到低油价及一些项目示范成效欠佳等因素影响，现代煤化工去年以来产业景气度开始下滑，但随着国家政策对煤化工之于能源战略重要性的重申，以及产业调整升级的呼吁，现代煤化工长远来看仍将处于产业快速成长期。 在此方面，过去几年天沃科技开始异军突起，公司已为国内多个煤化工项目业主方提供煤气化转化装置、低温甲醇洗涤塔和甲醇合成及精馏装置

等核心设备，这些产品品种齐全、覆盖面宽，在新型煤化工行业广泛应用。 特别是其适用于劣质煤作为原料的U-GAS气化炉，主要优势在于能够将各种劣质煤、高灰高水煤、褐煤以及煤渣和生物质等转化成合成气，具有应用领域广、燃料要求低、运行成本低、清洁环保等特点，比较适合中国国情。

而在工业窑炉领域，过去几年，科达洁能所研发推广的“科达炉”瞄准中小企业扎堆的陶瓷、氧化铝等行业，将气化炉工艺中小型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支撑了公司从传统陶瓷机械制造商向清洁煤利用设备商的转型成长。

不过，张绍强指出，相对于煤炭直接燃烧而言，“气化炉”可以提高煤炭的燃烧效率，并大幅度消减后端污染物治理的负荷，但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改造成本的上升，例如煤气化和煤粉化的成本相较于直接燃烧要高出至少1/3，且尾气要最终达标排放，仍须在后端加装环保设施，这对于目前经营状况欠佳的中小型企业将形成不小负担。 因此，相关“气化炉”技术装置的市场前景虽然长期看好，但短期内或仍难充分释放。

这一点应引起市场投资者足够重视。

主要煤炭清洁利用概念公司基本面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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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协洁净煤综合利用部主任张绍强：

前端防治和末端治理相结合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洁净煤综合利用部主任、选煤分

会会长、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副会长张绍强日前接受

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煤炭清洁化市场前景广阔，

相对于治理成本较高的末端烟气治理，可以采取煤炭清

洁化前端、中端防治与末端治理综合应用的方式，使污染

物治理的经济性更加合理。

前端防治成本低

中国证券报：目前煤炭清洁化利用有哪些靠谱的技

术路线？

张绍强：整体技术来说，一个是处于最前端的煤炭的

分选，技术很成熟，可以初步解决燃料的清洁化的问题。

二是炉内清洁化，在煤炭燃烧阶段采用先进燃烧器、炉内

喷钙等简便方式先降低一大部分排污负担，最后在烟道

气环节再进行把关式清洁化。 三是末端的脱硫脱硝除尘

等烟气治理。

中国证券报：煤炭清洁化前端防治相对于后端治理，二

者在治理效果、技术成熟度、产业化前景方面各有何优劣？

张绍强：前端治理成本最低，但是并不彻底，只能大幅

度消减后端污染物排放的负荷，比如可以大幅度降低硫分、

灰分。 炉中这块，可以大幅度降低二次形成的污染物如SO2、

NOX， 但不足以达到新的排放标准， 末端烟气还要进行处

理。 选煤脱硫的成本较之后端烟气脱硫的成本要低8-10

倍，通过煤炭清洁化，可以在前端煤炭洗选去掉一部分，炉

中去掉一部分，到末端负荷就比较少了，这样就比较经济。

加强洁净煤技术研发

中国证券报：现在很多上市公司都在布局煤炭清洁

化利用，如科达节能、亿利能源、天沃科技等，各项核心技

术有什么区别？

张绍强：科达洁能的清洁煤气化技术，是先把煤气

化，煤气先净化后再用于窑炉燃烧，属于比较经济实用的

技术，是较为传统的技术。

亿利能源的微煤雾化技术实际上就是中小型煤粉工

业锅炉，原理上相当于缩小版的电厂煤粉锅炉。 它的特

点是燃烧效率高，残炭量比较低，99%都转化了。不过，仍

需要脱硫、脱硝、脱汞等后处理装备。

天沃科技U-GAS技术，是大型煤气化技术之一，一

般用于现代煤化工项目中， 属于粉煤流化床气化一类。

该技术的核心优势是可以使用灰分较高的煤质，也就是

劣质煤。 但一般不会用于中小型燃料气领域。

中国证券报：对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您有哪些建议？

张绍强：从微观角度来说，一是要提高燃煤排放标准，

严格控制燃煤污染物的排放，并加大违规排放的违规成本，

加大监管和行政处罚力度。 如果监管不得力，违规成本低，

就容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这是核心问题。二是

加大国家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全过程技术的研发支持力

度，包括CCUS（二氧化碳的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治理技

术的研发力度， 以解决污染物排放问题。 对中小型工业锅

炉、窑炉以及民用燃煤，由于过于分散、锅炉规模小，还是要

更换清洁燃料，以气、电代煤为主，燃煤烟气治理为辅，否

则，不太经济，也很难监管。 最大的空间在工业锅炉和民用

这一块。 对于民用煤的供应要进行监管，控制销售渠道。

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要适度支持现代煤化工的发

展。 现在有提出“炼煤” 的概念，借用原油“炼油” 的意

思，加大煤炭的清洁高效转化力度，煤化工作为油气等优

质燃料的补充，符合我国的实际。 当然，煤化工会带来新

的问题，业界也一直在努力加以解决。 建议考虑建立现

代煤化工产能战略储备机制，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油气

议价能力，使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健康、稳健的发展，提

升我国煤炭的清洁利用水平。

煤炭清洁利用上“前台”

加快推进工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对于

促进工业绿色发展， 减少大气污染物的产生

和排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春

节刚过，工信部、财政部联合对外发布《工业

领 域 煤 炭 清 洁 高 效 利 用 行 动 计 划

（2015-2020）》， 使煤炭清洁化走上前台。

根据计划， 到2020年， 将力争节约煤炭消耗

1.6亿吨以上。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史玉波在两

会期间也表示， 要把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与发展清洁能源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按照上述行动计划，未来，国家将锁定焦

化、工业炉窑、煤化工和工业锅炉4个工业耗

煤重点领域，实施针对焦化、工业煤窑炉进行

清洁生产技术改造， 从源头减少煤炭消耗及

污染物产生，同时推进煤化工向深度、高效方

向发展，实现产业升级。国家为此将统筹各级

治污财政资金，加大力度予以扶持。

粗放型的煤炭燃烧被认为是造成雾霾的主要

原因。 数据显示，全国烟粉尘排放的70%、二

氧化硫排放的85%、氮氧化物排放的67%，都

源于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燃烧。不过，我国

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禀赋特点， 决定了

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煤炭作为主体能源

的地位难以改变。 2014年， 煤炭产量38.7亿

吨，占一次能源生产的72%；煤炭消费量41.6

亿吨， 占一次能源消费的66.2%。 据测算，到

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52亿吨标

准煤，煤炭需求量47亿吨，约占60%。 煤炭仍

将承担保障能源稳定供应的重任。

专家分析认为，在通过提高能效、降低能

耗、增加其他能源供给的同时，清洁利用煤炭

将是未来中国治霾的主要途径。 叠加当前煤

炭行业脱困难题， 在2015中国煤炭高峰论坛

上， 多位专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煤炭的清洁

化利用这一共同出路。

在煤炭使用的各领域中，工业领域用煤被

认为是煤炭污染的主要来源。中国煤炭工业协

会洁净煤综合利用部主任张绍强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我国传统原煤的使用

中，燃煤发电占51%，工业用煤占30%左右，炼

焦用煤占14.9%，其他零散用煤占1%。“燃煤发

电虽然占比较大，但排放标准执行比较严格。而

工业用煤相对分散， 很多的净化设备简单甚至

没有净化设备，造成的污染反而很严重。”张绍

强说，随着燃煤机组“近零排放”的全面推开，

现在治理的重点是工业锅炉的治理。

根据环保部数据显示， 中国现有燃煤工

业锅炉约62万台，年煤耗量达7亿多吨。 大部

分燃烧方式粗放，缺少末端处理环节，是导致

燃煤污染主要原因之一。 而且，使用点分散，

也是监管和整治难点。

光大证券研究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从燃煤污染治理的进程角度来看，“十二五”

至今，作为煤炭主消费“阵地” 的火电厂其燃

煤机组经过脱硫、脱硝和除尘，陆续达到既定

排放标准，火电治污暂告一段落。在此背景下，

污染贡献度仅次于火电厂的全国数千家燃煤

工业锅炉污染物减排自然成为政策主抓的治

污新“阵地” 。而从市场角度来看，火电脱硫脱

硝除尘市场截至去年底已趋近饱和，市场预期

的大气污染防治订单集中爆发的区域将转移

到煤炭清洁利用的各细分领域，预计后续还将

有一系列治污新政相继落地。

雾霾前端治理获得重视

雾霾治理焦点从火电厂转移至工业燃煤

窑炉，切合了环保治理从“末端治理” 向“前端

源头防治”的思路。 按照最新污染治理理论，前

端源头防治是环保从“治标” 走向“治本” ，从

控制增量，到实现增量存量“双控” 的终极路

径。因此，煤炭清洁利用在不少业内专家眼里已

上升到治霾治标更治本的突出地位。

综合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的观

点， 煤炭清洁利用实际上是一个产业链的概

念，它涵盖了煤炭产业上游的煤炭（及煤层

气）开采、洗选，煤炭产业中游的运输、发电、

冶金、化工生产，以及煤炭产业下游“三废”

的处理回收、二氧化碳的捕集和封存。

张绍强介绍，在整个产业链中，煤炭清洁

化可以集中关注三部分：一是处于最前端的入

炉以前的煤炭洗选；二是炉内清洁化，如低氮

燃烧、循环硫化床炉内喷钙、中小型煤粉工业

锅炉与水煤浆锅炉改造、燃煤气化清洁技术应

用等；三是末端脱硫脱硝除尘等烟气治理。

数据显示，对动力用煤而言，煤炭洗选可

脱除煤中50%-80%的灰分、50%-60%的全

硫，以大约8-20元每吨的洗煤成本降低煤炭

对大气的污染，是经济可行的。

“去年我国煤炭的入洗率已经达到了

62.5%，不过还不够高，理想的应该达到85%

左右。 ”张绍强说。需求拉动不足是导致洗选

比例较低的主要原因， 因为过去煤炭供应能

力不足，对动力煤的分选比较简易，很多洗选

煤厂的开机率都比较低。

对于炉内的煤炭清洁化，张绍强介绍，低

氮燃烧在发电领域已经大规模使用， 循环流

化床用于低热值煤的发电也已商业化； 工业

这一块，煤粉工业锅炉也在大规模使用。

末端烟气治理领域，国内发展比较成熟，

相关扶持政策也已出台， 燃煤发电企业上网

电价中包含脱硫脱硝除尘等三种环保电价。

近年来，包括龙净环保、国电清新、龙源环保、

中电远达等一大批从事烟气脱硫脱硝的上市

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相对于繁荣发展的末端治理， 前端的洗

煤和炉中清洁化产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我国有很奇怪的现象， 片面的强调只搞末

端治理，前端洗选或炉中这块可以不搞。 但如

果前端不通过比较经济有效的办法处理，把

大部分负荷都堆在末端， 那末端治理的设备

投入和运营费用都将成倍的增加。 选煤脱硫

的成本较之后端烟气脱硫的成本要低8-10

倍。 ”张绍强说。

在今年两会上，环保部长陈吉宁指出，随着

创新能力的增强，随着政策深度融合发挥作用，

中国环境治理的进程将进一步加速。 现在治理

工程主要体现在末端治理。 如果看过去几十年

技术发展的情况，节约的技术，比如说节能、节

电、节水、截污的技术，清洁生产的技术，提高生

产效率的技术， 它们的进步要远远大于末端治

理的进步。 可是这些红利没有释放出来。

分析认为， 在大气治理不断深化的趋势

下， 未来的大气治理领域将涌现一些新的投

资“蓝海” ，煤炭清洁化特别是前端治理有望

站上大气治理的新“风口” 。

抢滩千亿锅窑炉改造市场

在政策方拟定的未来5年工业领域煤炭

清洁利用“路线图” 中，重点锁定的是既有低

效高污染锅窑炉改造、 煤炭深度加工转化两

大路径。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相关专家介

绍， 以现代煤化工示范为代表的煤炭深度加

工过去几年已唱响煤炭清洁利用的 “主旋

律” ，随着煤炭清洁利用的内涵由单一“原料

化” 向“原料化” 和高效“燃料化” 并重转

变，主要行业的锅炉、窑炉升级改造成为潜在

的新市场“蓝海” 。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不少券商研究员

也指出，过去几年，在国家“煤改气” 以及后

期的“煤制气” 战略引导下，现代煤化工项目

的潮涌已令百亿级“气化炉”市场崛起。而随

着煤炭清洁利用战略内涵的丰富， 这一市场

空间有望向焦化、 工业窑炉和锅炉等传统煤

炭低效燃烧设备改造领域延伸， 市场规模可

达千亿元级。

一些上市公司早已布局其中，随着相关扶

持政策陆续落地，正加紧抢滩这一市场蓝海。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便属三聚环保、亿利能源、天沃

科技（原名“张化机”）和科达洁能各自着力打

造的“气化炉”的市场较量，这些公司近期良好

的二级市场表现已引起不少资本侧目。

各方对于煤化工“气化炉”延伸至工业锅

窑炉领域无技术障碍已经异议不大，但对于上

述公司各自代表的“气化炉”不同工艺所适用

的行业领域及经济性指标还存在一定分歧。

在传统焦化领域，瑞银证券认为，在焦化

行业产能过剩及大气治理双重制约因素叠加

作用下， 三聚环保目前正在加紧市场推广的

焦炉煤气制取油气延伸产业链的工艺路线，

开始逐渐吻合国家政策基调及焦化行业产业

升级的路径选择。 三聚环保拟投资数十亿元

在全国布局多个示范项目， 以图撬动千亿级

焦化行业改造升级市场。

而在工业锅炉领域，光大证券认为，凭借

出色的燃煤效率，煤粉炉已经成为国内火电行

业主要的锅炉种类。 随着技术瓶颈的逐渐打

破，煤粉锅炉在容量相对较小的工业燃煤锅炉

领域将得到大力推广。这意味着诸如亿利能源

的微煤雾化技术将找到广泛的用武之地。去年

底，亿利能源和河北省签署协议，河北省将运

用其微煤雾化技术，实施20000蒸吨的传统锅

炉改造项目，3年改造河北1/3传统锅炉。

在煤化工结构优化升级领域， 国泰君安

认为， 尽管受到低油价及一些项目示范成效

欠佳等因素影响， 现代煤化工去年以来产业

景气度开始下滑， 但随着国家政策对煤化工

之于能源战略重要性的重申， 以及产业调整

升级的呼吁， 现代煤化工长远来看仍将处于

产业快速成长期。 在此方面，过去几年天沃科

技开始异军突起， 公司已为国内多个煤化工

项目业主方提供煤气化转化装置、 低温甲醇

洗涤塔和甲醇合成及精馏装置等核心设备，

这些产品品种齐全、覆盖面宽，在新型煤化工

行业广泛应用。 特别是其适用于劣质煤作为

原料的U-GAS气化炉，主要优势在于能够将

各种劣质煤、高灰高水煤、褐煤以及煤渣和生

物质等转化成合成气，具有应用领域广、燃料

要求低、运行成本低、清洁环保等特点，比较

适合中国国情。

而在工业窑炉领域，过去几年，科达洁能

所研发推广的“科达炉” 瞄准中小企业扎堆

的陶瓷、氧化铝等行业，将气化炉工艺中小型

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支撑了公

司从传统陶瓷机械制造商向清洁煤利用设备

商的转型成长。

不过，张绍强指出，相对于煤炭直接燃烧

而言，“气化炉” 可以提高煤炭的燃烧效率，

并大幅度消减后端污染物治理的负荷， 但由

此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改造成本的上升， 例如

煤气化和煤粉化的成本相较于直接燃烧要高

出至少1/3，且尾气要最终达标排放，仍须在

后端加装环保设施， 这对于目前经营状况欠

佳的中小型企业将形成不小负担。因此，相关

“气化炉” 技术装置的市场前景虽然长期看

好，但短期内或仍难充分释放。这一点应引起

市场投资者足够重视。

治霾前端化 煤炭清洁利用站上“风口”

□本报记者 郭力方 欧阳春香

雾霾治理再成市投资热点， 特别是一些致力于煤炭清洁利用公司股

价异军突起，2月以来平均涨幅达30%。 权威人士指出， 过去几十年，节

能、节电、截污、清洁生产的技术的进步，要远远大于末端治理的进步，但

是这些红利没有释放出来。 在大气治理不断深化的趋势下，大气治理板块

投资逻辑将逐渐由单纯的脱硫脱硝过渡到以清洁煤为主的“新常态” 。

近日，工信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工业领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

划（2015-2020）》，使煤炭清洁化走上了前台。根据计划，到2020年，将

力争节约煤炭消耗1.6亿吨以上。 业内分析认为，前端防治成为大气治理

重要抓手， 尤其是煤炭清洁利用有望继除尘脱硫脱硝后站上治霾投资的

新“风口” 。

简称 最新总市值（元） 最新市盈率

年初以来

股价涨跌幅

（%）

2014年

净利润同比增长

（%）

2014年

每股收益

（元）

2014年

净资产收益率

（%）

天沃科技

8,196,008,960.0000 107.7596 49.5277 -39.4000 0.1000

三聚环保

16,562,676,183.9000 41.2028 34.6154 96.4774 0.7900 23.4978

神雾环保

6,380,712,000.0000 210.2648 -4.6592 123.0431 0.1100 2.1246

亿利能源

20,269,018,150.0000 47.6612 8.7444

华光股份

3,962,880,000.0000 48.0908 5.8824

科达洁能

14,627,825,837.7800 30.7015 13.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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