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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概况

截至2019年末，河南省常住人口9640万人，居全国第三，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3.21%，比上年末提高1.5个百分点，比2019年全国

平均城镇化率低7.39个百分点。截至2020年4月，全省辖53个市辖区、22个县级市、83个县，合计158个县级区划，其中60万以上

的区县个数占比高达50%以上。2018年河南省生活垃圾清运量约为生活垃圾产生量的29-36%，垃圾焚烧处理量占无害化处理量的

比例为20.41%，呈现双低的局面，两块都是亟需补齐的短板。

 起底河南省垃圾焚烧现状

截至2020年5月底，全省目前已投产运营的焚烧处置设施共计16座，合计产能1.84万吨/天，其中2019年投产8座，新增焚烧产能

9700吨/日。已投产设施集中在河南省的10个城市，还有8个城市至今仍100%靠卫生填埋来无害化处理垃圾，存在严重的区域分配

不均问题。截至2020年5月，河南省共有54座炉排炉工艺的焚烧处置设施在建设过程中，合计投资近300亿元，建成后新增产能

4.97万吨/日，大部分项目均为2018-2019年中标签约，预计的投产时间集中在2020-2022年。54座在建焚烧厂中，有44座分布于

县域级别，常住人口规模基本在50万以上，合计产能为30700吨/日，单个项目平均规模为700吨/日。河南省垃圾焚烧产能短板补

起后，垃圾收集转运体系建设能否与垃圾焚烧产能建设投运保持一致步伐，便是事关近300亿投资能否获得可观回报率的关键。

 河南省环卫市场缘何集中爆发

我们共收集到河南省环卫订单228份，总计年化合同金额47亿元，主要以县域级环卫订单为主。省会郑州老城区环卫市场碎片化，

新城区环卫项目偏长偏大，本土公司市占率较高。缘于2016年12月河南省政府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实施意见》推

动，河南省县域环卫项目，开标时间多集中在过去三年，其中2018年开标个数及金额均占比最大，共有138个项目，合计年化合同

金额为32亿元。县域项目平均服务年限为10.23年，单个订单平均年化合同金额为2598万，无论在项目时长，还是在单个订单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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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环卫市场缘何集中爆发

金额上，都要比城市城区碎片化的短周期订单，更容易形成规模优势。县域级环卫项目竞争格局要比郑州市分散得多，且并未呈现

省内企业明显占优的局面。若以项目年化金额排名，前五的公司分别为深圳市龙澄高科、河南森源城市环境、昌邑市康洁环卫、郑

州清尘环保和江苏阳光朗洁物业。截至2019年底全省121个涉农县(市、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省级达标验收任务已全部完成，垃圾

收集转运系统已基本完善，到2022年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将覆盖所有行政村。全省清扫转运与垃圾焚烧补短板进程一

致，双低局面大概率将于2022年实现转变，不存在县域级垃圾焚烧项目投产后产能利用率过低隐忧。

 投资建议

河南省属企业城发环境于2019年发力省内市场，截至2020年5月已有16个项目在手（只考虑实际控制项目），合计产能为1.23万

吨/日（只考虑一期产能），根据省内待招标项目情况，按照以往城发环境垃圾焚烧新项目中标市占率情况，预计最终合计产能为

1.63万吨/日（只考虑一期产能），目前只投产了1个600吨/日的项目，其余产能将集中于2020-2025年投产，为河南省市场最终

受益企业。

 风险提示

1）河南省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政策持续性不足；2）河南省垃圾焚烧项目建设进程不及预期；3）垃圾焚烧项目电价补贴退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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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概况

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1：2011-2019年河南省城镇化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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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常住人口情况

城镇人口（万人） 乡村人口（万人） 城镇化率

1.1.全国人口第三大省，城镇化率东中部最低

 截至2019年末，河南省总人口为10952万人，常住人口9640万人，常住人口规模位于广东、山东之后，居全国第三。其中

城镇常住人口5129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3.21%，比上年末提高1.5个百分点，比2019年全国平均城镇化率低7.39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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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概况
1.2.城镇化率居于全国下游，GDP增速位于全国上游

 2019年河南省生产总值54259.20亿元，比上年增长7.0%，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速分别为2.3%、7.5%和

7.4%，三次产业结构为8.5:43.5:48.0，人均生产总值56388元，增长6.4%。

图3：2019年31省市GDP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统计年鉴、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2：2019年31省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情况（%）

数据来源：统计年鉴、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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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概况

数据来源：百度、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4：河南省行政区划图

1.3.全市城镇化率低于50%的地级市有6个

 河南省总面积16.7万平方千米，占中国总面积的1.73%，省会郑州，辖17个地级市。截至2020年4月，全省辖53个市辖区、

22个县级市、83个县，合计158个县级区划。截止2019年12月，全省辖660个街道、1173个镇、606个乡、12个民族乡，

合计2451个乡级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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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5：2019年末河南省各市城镇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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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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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60万以上的区县个数占比高达50%以上

 158个区县中，有10个县级行政区人口超过百万人；80万以上但少于百万的区县有28个；人口在60到80万之间，中等偏上

的县级行政区，全省有43个；人口在40万到60万之间的中等人口县级行政区，全省有37个；人口在40万到20万之间，较

小的县级行政区，全省有2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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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019年末常住人口规模居全省前十的县（万人）

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6：河南省各区县人口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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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概况
1.5.河南省垃圾清运率明显偏低，焚烧占无害化处理比例同样偏低

 河南省2018年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019.6万吨，近8年复合增速为4.27%；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99.7%，近8年复合增速

为2.1%，明显慢于生活垃圾清运量复合增速。

 河南省2018年生活垃圾焚烧无害化处理量为207.5万吨，近8年复合增速为14.41%；垃圾焚烧处理量占无害化处理量的比

例为20.41%，近8年复合增速为9.76%。

图9：河南省近年生活垃圾焚烧无害化处理情况

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8：河南省近年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情况

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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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河南省垃圾清运率明显偏低，焚烧占无害化处理比例同样偏低

 河南省常住人口为湖北省的1.63倍，然而垃圾清运量却与湖北省相当，即使说河南省人均GDP水平低于湖北，但我们仍有理

由怀疑河南省垃圾清运率目前偏低。河南省2019年末常住人口为9640万人，假设平均每人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量为0.8-

1Kg，河南省一年的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2815-3519万吨，2018年河南省生活垃圾清运量约为生活垃圾产生量的29-36%。

河南省现在开足马力补后端处置的焚烧短板，前端的垃圾清运就是个最大的短板，前端不补齐，很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

县域级别的垃圾焚烧厂建成后，产能利用率低，在项目运营期内亏损。

 河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在过去8年虽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距离国家要求的焚烧量至少占无害化处理量50%的比例还相差甚

远。2018年河南省在运的垃圾焚烧设施共8座，合计产能7900吨/日，年计划处置产能为260.7万吨/年，实际处理量为

207.5万吨，产能利用率为80%，垃圾焚烧处理量占无害化处理量的比例为20.41%。

河南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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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河南省垃圾焚烧现状
2.1.河南省2019年新投产垃圾焚烧项目数可观，但省内在运产能仍存在区域分布不均问题

 截至2020年5月底，全省目前已投产运营的焚烧处置设施共计16座，合计产能1.84万吨/天，其中2019年投产8座，新增焚烧产

能9700吨/日。

 假设已投产焚烧产能满负荷运营，实际年处理能力为607万吨，而2018年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019.6万吨，假设2019年清运量增

长5%至1071万吨，那么河南省目前投产产能总量上已能满足焚烧处理量占无害化处理量50%的目标。但实际情况却是已投产

设施集中在河南省的10个城市，还有8个城市至今仍100%靠卫生填埋来无害化处理垃圾，存在严重的区域分配不均问题。

图11：河南省2019年新增投产产能规模可观

数据来源：河南省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10：河南省已投产垃圾焚烧厂不同工艺产能占比（%）

数据来源：河南省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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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河南省垃圾焚烧现状
2.2.河南省在建项目中22个为2019年中标，44个为县域垃圾焚烧项目

 截至2020年5月，河南省共有54座炉排炉工艺的焚烧处置设施在建设过程中，合计投资近300亿元，建成后新增产能4.97万吨/日，平

均单吨建设投资为59.87万元，平均吨垃圾补贴为62.89元/吨。

 大部分项目均为2018-2019年中标签约，其中2019年中标的项目有22个，合计产能为18550吨/日。预计的投产时间集中在2020-

2022年，预计2021-2022年将是项目投产的高峰时期。

 54座在建焚烧厂中，有44座分布于县域级别，常住人口规模基本在50万以上，合计产能为30700吨/日，单个项目平均规模为700吨/日。

图13：河南省在建垃圾焚烧厂按行政区划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河南省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12：河南省在建垃圾焚烧厂按中标时间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河南省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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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垃圾清运率可达80%

假设产能利用率高于80%

假设垃圾清运率不变

假设2022年前投产

04

03

02

01

此时垃圾清运量为2856万吨，即使垃圾焚烧产能利用率达

100%后，清运量中依然有22%的垃圾需送往填埋，比较符合十

四五中期河南省情况，垃圾填埋不可能在十四五中期便退出河

南省市场

假设2023年河南省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3570万吨，按照此前约

33%的垃圾清运率来算，2023年垃圾清运量为1178万吨。假设清

运垃圾100%送于焚烧，此时全省平均垃圾焚烧处置设施产能利用

率才为52%，这种情况下垃圾焚烧处置企业100%是亏损的。

如若要将垃圾焚烧年产能利用率提高至80%以上，那么

垃圾清运率至少要提高至51%以上，此时垃圾清运量为

1821万吨且保证100%焚烧，才能满足垃圾焚烧80%的

产能利用率，100%焚烧在2022年根本不可能实现。

假设2022年全部建成投产，2023年正常使用满

产，届时河南省垃圾焚烧产能合计为6.81万吨/

日，年处理产能为2247万吨。

提高垃圾清运率是关键05

河南省垃圾收集转运体系建设，能否与垃圾焚烧产能建设

投运保持一致步伐，便是事关近300亿投资能否获得可观回

报率的关键。

起底河南省垃圾焚烧现状

2.3 未来项目全部投产后能否盈利关键在于，垃圾收集清运体系
能否同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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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河南省垃圾焚烧现状

数据来源：河南省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14：河南各市已投产+在建焚烧产能情况

2.4.十四五中期投产量来看，全省部分城市仍存在产能缺口

 从目前的已投产+在建产能情况，以及根据城市人口推算的理论生活垃圾产生量情况来推算，除郑州外，其余16个市仍存

在产能缺口，其中南阳、周口和商丘缺口最大，但这只是理论情况，前提是居民所产生的垃圾都能收运起来且都通过焚烧

无害化处理。如果按照50%的垃圾经焚烧无害化处理率来比较，那么还有商丘、濮阳、焦作和三门峡焚烧占无害化处理的

比例达不到要求，当然以上前提都是产生垃圾100%保证收运，而河南省垃圾收运率现状是偏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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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河南省垃圾焚烧现状

数据来源：河南省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15：河南省2022年后待投项目情况（万吨/日）

2.5.除5个一期项目外，其余项目2022年后开建时间不确定性高

 截至2020年5月，河南省还有39座炉排炉工艺的焚烧处置设施在规划建设中（指2022年以后投产项目），合计产能为2.25

万吨/日，除5个产能合计为4300吨/日的焚烧项目外（一期项目，但预计在2022年后投产），其余均为二期规划项目，二

期项目投产时间不确定度高，而且按照2023年河南省垃圾焚烧产能现状，预计大部分项目提二期建设，时间都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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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河南省垃圾焚烧现状

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16：河南省尚存垃圾焚烧投资需求的县市（万人）

2.6.十四五末全省在运产能预计为8.16万吨/日，是2019年末产能的4.43倍

 河南省105个县及县级市中，根据常住人口情况来分析，目前还有14个县尚存投建垃圾焚烧处置设施需求，但未有任何规

划及招标信息，对应的待投产能为9200吨/日。

 不考虑二期需求，预计2025年河南省在运焚烧产能合计为8.16万吨，与河南省中长期规划产能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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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已投产流化床工艺焚烧厂，将陆续完成重建改造

 流化床工艺焚烧厂有1座，为郑州荥阳市荥锦垃圾焚烧发电厂，业主单位为锦江环境，处置规模分别为2800吨/日。郑州荥

阳市荥锦垃圾焚烧发电厂第1台机组于2000年9月投产发电，2002年10月第2台机组投产发电，2004年10月第3台机组并网

发电，计划采用煤和垃圾按质量2:8比例配料燃烧。荥锦垃圾焚烧发电厂此前因恶臭扰民问题屡遭投诉，2018年遭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组督办，要求9月10日前完成电厂提升改造工作，但是否改成炉排炉工艺、是否改造完成均无资料可查。

 另外许昌天健垃圾焚烧厂此前为1000吨/天的流化床工艺，建成于2004年5月，业主单位为旺能环境。该项目经多次技改仍

不能稳定达到国家生活垃圾焚烧污染物控制标准，2017年12月国家环保部、河南省政府责令许昌市马上停产1个月整顿天健

热电公司的5号、6号垃圾炉，但终归是治标不治本。许昌市人民政府后提出将许昌天健热电有限公司搬迁至旺田生活垃圾综

合处理中心附近，厂址附近的庞庄、王庄村由政府进行整体搬迁。项目占地179亩，总投资约12亿元，一期建设3台750t/d

机械炉排焚烧锅炉，2018年5月10日一期工程正式开工，于2019年11月开始试运行，2020年4-5月为竣工验收公示阶段。

起底河南省垃圾焚烧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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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河南省垃圾焚烧现状
2.8.社会资本方竞争格局较稳定，2019年新开标项目中45%为城发环境所中

 河南省内生活垃圾焚烧处置业务投资方众多，竞争格局相对集中，当前产能占比较大的投资方包括郑州公用、光大环保、城发

环境、首创环境、康恒环境、和旺能环境，6家合计产能为4.725万吨/日，合计产能占比为71.95%，其中郑州公用、光大环保、

城发环境和首创环境产能比例分别为15.92%、14.75%、16.72%和10.03%，为4家省内市占率最高的企业。

 2019年河南省共计开标22个项目，其中城发环境中标10个，光大环境中标4个，康恒环境中标2个。

 本文待建产能，是指2022年前能投产的一期项目。

图18：河南省垃圾焚烧投资方项目个数占比（已建+待建）

数据来源：河南省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17：河南省垃圾焚烧投资方产能占比（已建+待建）

数据来源：河南省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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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3
河南省环卫市场缘
何集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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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环卫市场缘何集中爆发
3.1.河南省过往3年环卫市场化推动力主要来自于县域级市场

 我们共收集到河南省环卫订单228份，总计年化合同金额47亿元，主要以县域级环卫订单为主。

 全省辖22个县级市、83个县，共计105个县级区划，目前只剩下8个县未进行县域环卫整体打包市场化改革，河南省在过去的三

年中，环卫市场化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县域级市场。

 除郑州外共有168个项目，其中113个项目合同时长明确为5年及以上，49个项目合同时长明确为10年及以上，10年及以上订单

中92%来自于县域级订单。

图20：河南省环卫市场项目个数占比按行政层级划分

数据来源：河南省各市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19：河南省环卫市场年化金额占比按行政层级划分

数据来源：河南省各市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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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环卫市场缘何集中爆发
3.2.省会郑州老城区环卫市场碎片化，新城区环卫项目偏长偏大

 郑州市环卫市场化已非常充分，情况跟国内省会城市相似，招标单位为区街道办，服务期限多为1年期，1个项目分成1-4个或以上标段

的情况都存在，单个合同年化金额多为100至1000万之间。

 巩义市、中牟市、航空港区、荥阳市这种非郑州老城区区域，在过去的三年里完成了市场化招标，合同服务年限为3-5年，平均单个合

同年化金额为2300万。项目名称多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域保洁”，单个项目通常未再被切分为多个标段，这也是单个合同金额变

大的主要原因。

 新郑市也非老城区，其于2017年推出了城乡环卫一体化PPP项目，合作期限为16年，是郑州市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长周期环卫项目，

深圳市龙澄高科技环保于2017年9月中标，年化合同金额为1.45亿。
图22：郑州市环卫合同年化金额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郑州市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21：郑州市环卫合同年限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郑州市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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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环卫市场缘何集中爆发
3.3.省会郑州环卫市场中，本土公司市占率较高

 郑州市环卫服务市场中，无论从项目个数占比，还是以项目年化金额占比来看，都是以河南本土环卫公司为主，典型如郑州傲

蓝得环保（宇通集团旗下子公司）、郑州市纱嫂环卫，在郑州市拥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服务合同多为时限偏短、金额偏小项

目。

 深圳市龙澄高科技环保凭借“新郑市城乡环卫一体化PPP项目”一个项目，便在郑州市环卫竞争版图上获得了一席之地，该项

目年化付费金额为1.45亿元左右。

图23：郑州市环卫企业市占率（按项目年化金额
计）

数据来源：郑州市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24：郑州市环卫企业市占率（按项目个数计）

数据来源：郑州市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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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县级市

老城区

新城区

河南省环卫市场缘何集中爆发

以航空港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代表

的新城区，环卫作业服务合同时限多

为3-5年期，年化合同金额均大于

1000万。

新城区订单惹人爱

由金水区、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区、

惠济区组成的老城区，环卫服务均已市

场化，招标单位为区街道办，合同期限

多为1年，标段碎片化、频繁招标，是未

来要改革的问题，但何时启动未知。

老城区改革不确定性高

巩义市、中牟市、登封市、荥阳市、新郑

市为郑州下辖县，近3年在河南省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运动影响下，进行了城乡环卫一

体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域保洁项目招

标，合同年限多为3-5年，最长的新郑市为

16年，年化合同金额分布于1000万至1.5

亿间不等。

下辖县订单受益农村补短板

3.4 省会郑州环卫市场化呈现出3种不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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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环卫市场缘何集中爆发
3.5.县域级环卫项目单个合同平均年化金额为2598万，平均项目服务年限为10.23年

 我们在此把郑州市及地级市城区项目刨除掉，剩下县及县级市级别共有138个项目，合计年化合同金额为32亿元。

 平均项目服务年限为10.23年，10年以上的项目个数占比为36.59%，5-8年期的项目个数占比为43.09%。

 单个订单平均年化合同金额为2598万，年化合同金额5000万以上项目个数占比为13%，2000万-5000万的项目个数占比为

31.71%，1000万-2000万的项目个数占比为37.40%。

 县域环卫项目，无论在项目时长，还是在单个订单年化金额上，都要比城市城区碎片化的短周期订单，更容易形成规模优势。

图25：除省会及地级市市区外项目合同年限分布情况（按个数分）

数据来源：各市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26：除省会及地级市市区外项目中标时间分布情况（按年化金额分）

数据来源：各市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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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环卫市场缘何集中爆发
3.6.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推动县域环卫项目在过去三年集中落地

 河南省县域环卫项目，开标时间多集中在过去三年，其中2018年开标个数及金额均占比最大。

 项目名称多为“农村生活垃圾市场化运作项目”、“农村环境清扫保洁市场化运营项目”、“农村人居环境垃圾治理项目” 等，

由项目名称及开标时间推测，河南省县域环卫订单的释放，推动力主要源于十三五以来中央要求的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政策

推动。

图27：除省会及地级市市区外项目中标时间分布情况（按个数分）

数据来源：各市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28：除省会及地级市市区外项目中标时间分布情况（按年化金额分）

数据来源：各市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2017年, 

19.72%

2018年, 

45.07%

2019年, 

26.76%

2020年至今, 

8.45%
2017年, 14.86%

2018年, 49.99%

2019年, 29.50%

2020年至今, 

5.65%

【温馨提示】请勿将华西证券研究报告转发给他人 p27

【温馨提示】请勿将华西证券研究报告转发给他人 p27

http://ipoipo.cn/


河南省环卫市场缘何集中爆发
3.7.县域级环卫项目竞争格局要分散的多，且并未呈现省内企业明显占优的局面

 河南省县域环卫项目竞争格局与郑州市竞争格局情况截然不同，若以项目年化金额排名，前五的公司分别为深圳市龙澄高科、

河南森源城市环境、昌邑市康洁环卫、郑州清尘环保和江苏阳光朗洁物业，可以发现，外地来的和尚在这里也很好念经，获取

了不菲的订单。

 深圳市龙澄高科、河南森源城市环境、昌邑市康洁环卫、郑州清尘环保和江苏阳光朗洁物业中标年化合同金额分别为2.02、

1.84、1.5、1.44和1.43亿元。

图29：除省会及地级市市区外项目环卫公司市占率（按项目年化金额
计）

数据来源：各市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30：除省会及地级市市区外项目中标时间分布情况（按年化金额分）

数据来源：各市公共资源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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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县(市、区) 2017年6月底前编制完成农村垃圾治

理专项规划或将相关内容纳入县域城乡规划，建立

健全覆盖全域城乡一体的农村垃圾收运处理体系。

2）2017年6月底前全省村庄要建立稳定的保洁队

伍，并按照不低于行政村总人口数2‰的标准配备保

洁人员，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建立村庄长效

保洁机制。

主要任务1

3）统筹考虑村庄分布、经济条件等因素，建立符合农

村实际的收集、转运和处理模式。4）全面推进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就地减量，降低收运处理的整体运行成

本。5）清理陈年垃圾，达到“三无一规范一眼

净”(村庄无垃圾堆放、无污水横流、无杂物挡道,日常

生产生活物品堆放规范,道路两侧环境干净)标准。

主要任务2 
到2020年，通过国家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达标验收，全省90%以上的村

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具备齐

全的设施设备、成熟的治理技术、

稳定的保洁队伍、长效的资金保障

机制和完善的监管制度。

主要目标2

2017年年底前省直管县(市)率先达

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标准，并通过

省级验收；2018年年底前各省辖市

三分之一的县(市、区)完成省级达

标验收；2019年年底前县(市、区)

全部完成省级达标验收。

主要目标1

河南省环卫市场缘何集中爆发
3.8政策驱动力--2016年12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实施意见》

县级政府要将农村垃圾治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创

新融资模式和渠道，支持通过特许经营、股份合

作、委托经营、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引导社

会资本参与垃圾设施建设管理和运营。

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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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关键--五有标准

2 其余需满足条件

3 如何验收

河南省环卫市场缘何集中爆发

村庄配备保洁人员数量不低于行政村总人口的2‰；建立了市、县、乡三级农村垃

圾治理经费保障机制；各县(市、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及再生资源的收集、转运、

处理等设施基本完备，运行基本正常，所有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收集、转运和处

理；建立了符合农村实际的垃圾收集、转运和处理技术模式，基本无露天焚烧和无

防渗措施的堆埋；市、县、乡三级均建立了领导体系和考核机制，有相关规划或实

施方案，农民群众对农村垃圾治理的满意率达90%以上。

农村生产废弃物利用率必须达90%和农膜回收率达80%以上；农村地区工业危

险废物无害化利用处置率达到95%。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环保厅、省农业厅等部门每年组织达标验收，对申报的

县（市、区）进行综合评审，得分达85分以上，即认定为通过省级达标验收。

考核标准

农村生活
垃圾

治理验收

3.8 政策驱动力--2017年3月住建厅、
环保厅及农业厅联合下发《河南省农
村垃圾治理达标验收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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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环卫市场缘何集中爆发

3.8 政策驱动力：祥符区农村垃圾治理省级达标验收工作整改方案—2018年12月

表1：开封市祥符区农村垃圾省级达标验收现场考核责任分工表

资料来源：祥符区政府官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明确责任分工到位
乡（镇）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乡（镇）长为具体负责

人。

全面督查持续加压
相关部门联合成立专项督查组，采取明查、暗访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督查，并将督查结果在全区范围内进行通报。每周结

合督查情况召开一次农村垃圾治理工作例会，排名后三位

的，乡（镇）党委书记要进行表态发言，并制定下步整改目

标。

奖惩标准
督查组每发现一处垃圾点，对涉及乡镇罚款1000-3000元；所

查乡镇有1个行政村发现有10处以上垃圾点的，对乡（镇）党

委书记、乡（镇）长等进行通报批评；有2个及以上行政村各

有10处以上垃圾点的，对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等

进行通报批评和约谈；在龙澄公司合同范围内，日常保洁、垃

圾收集运输不到位的，将按照合同对龙澄公司从严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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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河南省环卫市场缘何集中爆发

2020年5月，全面吹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

名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以下简称“双城联

创”）“集结号”，深化推进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

许昌
2019年，许昌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首批全域通

过省级达标验收，河南省垃圾治理工作省级联席会议

授予许昌市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省级达标市称号。

焦作

信阳

三门峡—更高的追求

六县（市）全部建成一体化保洁机制，并通过省级

达标验收，市住建局投入资金15379.6万元，建立

起“统一保洁、统一收集、统一运转、统一处理”

垃圾一体化运作模式。

2020年5月，信阳市荣获农村垃圾治理省级

达标市，市城管局被授予全省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先进集体，标志着信阳市辖区内3141

个涉农行政村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全面收官。

3.9 部分地区考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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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个县（市、区）通过省级达标

验收。

 67个县（市、区）配备保洁员

13万余名、管理人员9882名；

913个乡镇垃圾中转站建成使

用，垃圾运输车3790辆，2.35

万个行政村配备保洁车辆7.3万

余辆，垃圾收集桶（箱、池）

142.53万个。

 45个县(市、区)通过省级达标验

收，全省121个涉农县(市、区)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省级达标验收任务

全部完成。

 45个县(市、区)配备保洁员10.4万

名、管理人员6445名；建设垃圾

密闭式转运站或中转设施986个

(处)，大型垃圾运输车2147辆、小

型收集车辆5.4万辆，垃圾收集桶

(箱、池)173.08万个。

到2020年底，城市近郊区等

有条件、有基础的地区，基

本实现收运处置体系覆盖所

有行政村、90％以上的自然

村组。

到2022年，农村生活垃圾收

运处置体系建设覆盖范围进

一步提高，并实现稳定运

行。

任务完成情况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2年

河南省环卫市场缘何集中爆发

3.10 任务完成情况及未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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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环卫市场缘何集中爆发

03

 十三五国家力推的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活动主要针对

县域范围；

 河南省不打折扣的布置实施了中央要求；

 全省所有县区市要求在2019年年底前达标验；收，人力

财力精力均不足情况下，借助社会资本方是能够快速达

到考核要求的首选。

缘何新订单主要来自于县域？

 农村环卫服务单位面积价格低，作业

区间更加分散，不具备碎片化切单仍

能保证项目盈利性尚可的基础，多以

整单形式出现；

 农村环卫基础设施薄弱，新建中转

站、购买环卫车辆等资金需求量大，

收运体系是否完善是本轮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考核达标的重要指标之一，不

拉长服务年限满足设施折旧周期，恐

难以吸引社会资本方进驻。

缘何订单年化合同金额多大于1000

万？项目周期普遍长于8年？

 《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实施意

见》中划定了2017-2019年每年的时间节点

任务，要求2019年年底前全省所有县(市、

区)全部完成省级达标验收。

 为配合方案顺利实施，各市均制定了分工

明确、奖惩分明、考核严格的实施方案。

县域订单缘何集中在过往3年爆
发？

3.11 回头再看3个缘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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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4
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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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垃圾焚烧
河南省预计于2022年
前投产的54座在建焚
烧厂中，有44座分布
于县域级别，投产后

项目能否盈利的关
键，是县域垃圾收集
转运系统能否跟进投

运

清扫转运
过往三年中，县
域级环卫订单年
化金额在全省占

比为67.5%

投资建议

 假设54座在建焚烧厂于2022年全部建成投产，届时河南省

垃圾焚烧产能合计为6.81万吨/日。

 假设2023年河南省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3570万吨，按照此

前约33%的垃圾清运率来算，2023年垃圾清运量为1178万

吨，对应的全省平均垃圾焚烧处置设施产能利用率才为

52%，这种情况下垃圾焚烧处置企业100%是亏损的。为保

证投产项目盈利，全省垃圾清运率需提高至80%以上。

盈利关键在于垃圾清扫转运能力能否跟上

 2019年底，全省121个涉农县(市、区)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省级达标验收任务全部完

成，垃圾收集转运系统基本完善。

 到2022年，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

设覆盖所有行政村，并实现稳定运行。

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工作契
合全省垃圾焚烧厂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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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河南省生活垃圾清运率和垃圾焚烧处理率呈现双低的局面，两块都是亟需补齐的短板，河南省垃圾焚烧

补短板项目多集中在县域级别，预计的投产时间集中在2020-2022年，届时焚烧短板将会补齐。

缘于2016年12月河南省政府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实施意见》推动，河南省在过去的三年

中，环卫市场化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县域级市场，截至2019年底全省121个涉农县(市、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省

级达标验收任务已全部完成，105个县级区划中目前只剩下8个县未进行县域环卫整体打包市场化改革，垃圾收

集转运系统已基本完善，到2022年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将覆盖所有行政村。全省垃圾焚烧与清扫转

运补短板进程一致，双低局面大概率将于2022年实现转变，不存在县域级垃圾焚烧项目投产后产能利用率过低

隐忧。

河南省属企业城发环境于2019年发力省内市场，截至2020年5月已有16个项目在手（只考虑实际控制项

目），合计产能为1.23万吨/日（只考虑一期产能），根据省内待招标项目情况，按照以往城发环境垃圾焚烧新

项目中标市占率情况，预计最终合计产能为1.63万吨/日（只考虑一期产能），目前只投产了1个600吨/日的项

目，其余产能将集中于2020-2025年投产，为河南省市场最终受益企业。

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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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1）河南省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政策持续性不足；

2）河南省垃圾焚烧项目建设进程不及预期；

3）垃圾焚烧项目电价补贴退坡。

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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