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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土壤总超标率高，修复市场空间较大。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达16.1%，耕地修复潜在市场5.9万亿，场地修复、矿

山修复加起来约1万亿。从分布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三角、珠三角区域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

超标范围较大。土壤防治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国家经费大力支持土壤修复技术研发。

 模式以政府付费为主，出让和运营是关键。不同类型的地块有不同的商业模式，耕地污染和矿山污染修复的项目收益比较

低，绝大部分项目需要政府付费；工业场地项目一般位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土地价格较高，开发商和政府愿意进行修复再

开发。土地出让和后续运营是解决收入端问题的关键。

 多技术协同成为趋势，基金助力产业发展。未来的技术将以原位修复、污染介质治理、多种技术原理协同的综合治理为主。

7月15日，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成立，首期规模达885亿元，可引导资金流向生态环境领域，创新生态环境领域投融资方式，缓解

环保行业融资难困境。基金已储备战略功能类、股权投资类、子基金类项目80个左右。首期主要区域在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

（市）。参考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大基金为行业带来了资金和资源，助力行业发展，同时基金成立至今，电子板块指数持续领

跑沪深300指数。

 投资建议：基于土壤修复行业发展空间较大，且大基金成立将从资金、资源等方面助力产业发展，我们维持行业“强于大

市”评级。建议关注拥有核心技术、市占率较高的龙头企业。

 风险提示：1）土壤修复政策推广不及预期；2）融资环境持续收紧；3）行业竞争加剧风险；4）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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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
长期大量使用氮肥，会破坏土壤结构，造
成土壤板结，生物学性质恶化，影响农作
物的产量和质量

农药
农作物从土壤中吸收农药，在根、茎、叶、
果实和种子中积累，通过食物、饲料危害
人体和牲畜的健康

固体污染 工业废物和城市垃圾

土壤污染主要来源和特点

 土壤污染：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进入土壤并积累到一定程度，引起土壤质量恶化的现象；污染的程度主要

决定于进入土壤的污染物数量、强度和土壤自身净化能力大小，当进入量超过净化力，会导致土壤污染。

 污染物类型：可以分为无机物和有机物，其中无机物包括汞、铬、铅、铜、锌等重金属和砷、硒等非金属；

有机物包括酚、有机农药、油类、苯并芘类和洗涤剂类等。

隐蔽性或潜
伏性

通过农作物以及摄食的人或
动物的健康状况才能逐步反
映出来

不可逆性和
长期性

通过食物链危害动物和人体
的健康

后果的严重
性

极难恢复，重金属污染是一
个不可逆过程，有机化学物
质污染也需要较长降解时间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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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形势严峻，修复市场空间大

 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达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

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我国现有耕地中，有相当数量耕地受到中度、重度污

染，土壤点位超标率接近20%，大多不宜耕种。

 市场空间较大：中国环联估算，耕地修复潜在市场5.9万亿，场地修复、矿山修复加起来约1万亿。

修复类型
未修复面
积（万亩）

单位面积土壤修复
成本（万元/亩）

潜在市场空
间（亿元）

场地修复 200 20-50 7000
耕地修复 39200 1-2 58800
矿山修复 300 5-10 2100
合计 67900

场地
修复

工业场地
修复

农田修复

矿山修复

资料来源：中国环联、生态环境部、平安证券研究所

注：点位超标率：调查点位中，超标点位数占全部样本点位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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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及修复项目分布情况

 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三角、珠三角区域问题较为突出，

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

 工业污染场地修复项目集中在江苏、浙江、上海、湖南等。

 农田污染场地修复项目集中在河北、湖南、湖北、江西等。

 矿山治理项目主要集中在湖南、云南、广西、贵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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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北极星环境修复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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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 技术指南》
《地下储罐等设施防止泄露、渗透技术指南》
《工矿用地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技术指南》
《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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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大力支持科技投入

 2018年8月3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土壤污染防治法》，首次制定专门的法

律来规范防治土壤污染。同时出台了相关标准、管理办法等，政策体系逐步完善。

 “十三五”国家土壤污染防治重点研发计划科研经费约25亿支持农田、场地修复技术。

 北京建工、永清环保等公司积极参加科技部土壤污染成因与治理技术重点专项。

1
法律

2
标准

3
管理办法

多个
指南与技术规定

《土壤污染防治法》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控制标准》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农用地地土壤污染风险控制标准》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

《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
《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

1.面源污染和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技
术（2016-2020,6.4亿）

2.场地土壤污染成因与治理技术（2018-
2022,18.99亿）

“十三五”国
家土壤污染防
治重点研发计

划

科技部场地土
壤污染成因与
治理技术重点

专项

1.北京建工修复承担“有机污染场地土壤修复
热脱附成套技术与装备”

2.江苏大地益源公司承担“地下水原位修复功
能材料精准注入与强化传输技术及装备研究”

3.永清环保承担“中南有色金属冶炼场地综合
防控及再开发安全利用技术研发与集成示范”

4.武汉都市环保承担“重金属尾矿库污染高效
固化/稳定化材料、技术与装备”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北极星环境修复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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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仍以政府付费模式为主

 不同类型的地块有不同的商业模式：耕地污染和矿山污染修复的项目收益比较低，绝

大部分项目需要政府付费。工业场地项目位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土地价格较高，

开发商和政府愿意进行修复再开发。

 资金来源是很多修复项目的主要障碍：与脱硫脱硝有电价补贴、污水处理有污水处理

费不同，土壤修复没有稳定收费机制。

 政府资金仍然是项目主要来源：从重金属污染治理再到土壤防治专项资金，中央累计

拨付了361亿元（截止2019年）；从18年项目业主看，政府、城投等项目占一半以上。

政府及职

能部门

（环保部
门）

36%

城投/城建

27%

土储

14%

责任企

业出资

12%

房地产企

业开发

9%

其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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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的定位
 国家引导性资金，以地方投

入为主
 突出投入重点
 实行奖补结合的方式
 专款专用
 强化监管

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类型
 土壤污染状况祥查
 先行示范区建设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

用试点
 管控农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

土壤环境风险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北极星环境修复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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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土壤修复项目以工业场地修复为主

 2019年，城市工业场地修复项目依然是主流，共计153个，在总数中占比

63.75%；重金属污染修复项目37个，排名第二；非正规填埋场修复项目17

个，排名第三；农用地修复项目15个，排名第四；石油石化和应急处置修

复项目分列五、六名；在合同额方面，城市工业场地修复也遥遥领先。

 从商业模式看，土壤污染修复涉及政府、居民、污染企业、开发商、修复

公司等五方，商业模式、付费方可能涉及各参与者。

资料来源：土壤与地下水修复行业发展报告（2018）、北极星环境修复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类型 商业模式 付费方 项目收益

场地修复

修复+土地出让 政府

高

开发商修复 开发商

谁污染、谁治理 污染企业

PPP（与其他环保项目打
包治理）

资金来源多元化

EMC 业主（企业）

矿山修复
修复+开发 政府

中
谁污染、谁治理 污染企业

耕地修复
农用地流转 政府

低
占补平衡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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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场地商业模式：资金来源多，土地出让收益较高

 土壤修复投入较大，土地出让可提供资金：根据北极星环境修复网资

料，工业场地修复成本20-50万/亩；不管社会资本还是政府资金投

入，都希望能够获得一定收益，土地出让是较好的盈利模式。一般来

说，修复支出仅占出让金不到20%。

 工业场地主要的商业模式：包括政府付费、开发商付费、污染企业付

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收益主要是土地出让或运营。

国家专项
资金

地方政府
资金

房地产企业 污染源企业

污染地块

修复后土地出
让收益（修复
支出仅占出让
金不到20%）

修复后土地
开发收益

法律规
定污染
者责任
制

修复+地产开
发

北京市红狮涂料厂土壤修复项目：出资方万科
集团通过招标方式拿到的原红狮涂料厂地块上
的限价房项目，并将14万立方米的污染土壤治
理项目发包给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限责任公
司，最终通过售卖楼盘实现盈利。

政府购买+土
地出让

武汉市原武汉药用玻璃厂污染场地项目：政府
出资接盘的原因是2003年收储该块毒地前未做
环评，并在2006年出让给三江航天并导致工人
中毒事件，2010年毒地被退回。土壤修复共耗
时3年、投入2.8亿元，加上1.2亿元的赔偿款
修复成本合计4亿元，其中中央预算拨款0.56
亿元。但2014年解毒地块拍价达14.4亿元，远
超于土壤修复成本。

PPP模式

“岳塘模式”：2011年3月，国务院批复的
《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中，明
确将竹埠港作为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七大
重点区域之一，随后竹埠港内的28家化工企业
已全部关停。2015年8月，国家发改委批准湘
潭岳塘竹埠港地区为全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试点单位。竹埠港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的资金
来源包括规模达4亿元的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
治理专项债券、国家重金属污染治理一期项目
的环保资金1亿元等。

资料来源：土壤与地下水修复行业发展报告（2018）、北极星环境修复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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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修复商业模式：矿山治理基金成立，模式仍需探索

 待修复矿山有40万座：截至2018年底，全国矿山开采占用损毁土地约5400

多万亩。其中，正在开采的矿山占用损毁土地约2000多万亩、历史遗留矿

山占用损毁约3400多万亩，约40万座矿山因生态环境破坏需要修复或恢

复。

 2019年12月出台《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

提出，通过政策激励，吸引各方投入，推行市场化运作、科学化治理的模

式，加快推进矿山生态修复。鼓励矿山土地综合修复利用、实行差别化土

地供应、盘活矿山存量建设用地等。

 2009-2014年缴存保证金612亿元：全国31个省（区、市）相继出台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管理办法，截止2014年已缴存保证金612亿元。

 估算每年收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280亿元：2017年，国家发布《关

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 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

导意见》，各省出台相关政策收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各地收费

标准不同，按照销售额固定比例提取，陕北地区按照煤价400元/吨，基金

提取约9.5元，考虑全国整体情况，预计吨煤基金提取约5-10元，按照37.5

亿吨测算，每年基金收取约280亿元。

土地出让+休
闲场所

天津蓟县项目：蓟县（现蓟州区）境内8个矿
区的环境恢复治理工作，投资20亿元。以开发
型治理恢复为理念进行了整体设计，分别设计
为葡萄酒庄、风情水镇、休闲公园等，资金主
要来自土地出让。

污染企业+旅
游开发

财政拨款

辉县五龙山项目：辉县市政府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将五龙山矿区内的采石企业全部关停。在
政策的引导下，以前在这里开采石场的3个企
业，投资2.8亿元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修复，在
3700亩的废弃矿山、荒沟上造出了五龙山响水
河游乐园，每年实现旅游综合性收入约3.6亿
元。

杜家沟矿山项目：该矿山开采铝矿40余年，
2016年废弃，原企业无能力修复，于2017年移
交陕州区治理。陕州区投入财政资金4472万
元，共恢复治理总面积1444.2亩，新增耕地
1001.55亩，新增林草地442.65亩。

资料来源：土壤与地下水修复行业发展报告（2018）、北极星环境修复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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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修复商业模式：资金需求大，亟需引入社会资本

 2019月11月，《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

力的意见》提出“到2022年全国将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

 农田污染原因：过量施用化肥、大量使用农药、大面积污水灌溉等。

 耕地修复需要大量资金：我国农业耕地土壤污染修复所需资金数额巨

大，选择土壤修复成本较低的植物修复法，每亩修复成本1-2万元，直接

治理成本约5.88万亿。

 耕地修复主要以政府付费为主：耕地修复对人身健康拥有重要意义，但

修复后的地块经济价值相对较低，修复资金来源主要为财政拨款。由于

尚未解决耕地修复长效资金问题，耕地修复进展较为缓慢。

 引入社会资本缓解耕地修复财政压力：土壤修复公司可与地方政府合作

成立农业合作社或农业公司，合作单位负责耕地修复及后续农作物开发

种植工作，在修复后的耕地上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作物获得收益。在

耕地修复过程中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土壤进行改造提高农作物质量。目

前，有土壤修复企业在尝试在修复土壤中适当加入硒元素，生产富硒作

物。

资料来源：土壤与地下水修复行业发展报告（2018）、中国环联、前瞻研究院、百度文库、平安证券研究所

生活污水造
成土壤污染

垃圾废物造
成土壤污染

重金属造成
土壤污染

截流分
割、水草

种植

净水
处理

集中收运
分拣运转

深耕、特
色种植、
特种肥料

无害
化处
理

物理
化学
处理

合
格
土
壤

过量施用化肥
我国每年化肥施用量超过4100万吨，长期大
量使用氮、磷等化学肥料，会破坏土壤结
构，造成土壤板块、耕地土壤退化

大量使用农药

停止使用的六六六、滴滴涕等传统持久性农
药，仍普遍检出；局域农田种，还同时检出
多环芳烃、多氯联苯及二噁英等毒害物质

大面积污水灌
溉

污水灌溉面积超过330万公顷。近年来大力发
展的设施，导致的土壤养分过剩、次生盐渍
化、酸化问题已经与重金属、农药等有机物
污染问题叠合共存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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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修复多技术协同成为趋势

 技术类型：按照处置场所，分为原位修复技术和异位修复技术；按照“源-

途径-受体”控制方式，可分为污染介质治理、污染途径阻断技术和受体保

护技术；按照修复技术原理可以分为生物、物理、化学和物理化学修复技

术。

 未来的技术将以原位修复、污染介质治理、多种技术原理协同的综合治理为

主。当前，异位修复技术占主导，但成本较高，未来原位修复技术将逐步替

代异位修复技术成为主流。

 修复技术选择：依据污染物种类、程度、范围和土地功能用途进行选择。

资料来源：土壤与地下水修复行业发展报告（2018）、中国环联、平安证券研究所

技术类型 主要技术

物理修复技术
土壤混合/稀释技术、土壤淋洗/清洗、
土壤气相抽提、机械通风/挥发、溶剂萃
取

化学修复技术
化学萃取、焚烧、氧化还原、电动力学
修复

生物修复技术
微生物降解、生物通风、生物堆、泥浆
相生物处理

微生物/动物-
植物

根瘤菌和菌根真菌双接种能强化紫花苜蓿对多
氯联苯的修复作用。
蚯蚓对PAHs污染土壤植物修复的强化效应。

化学预氧化-生物降解和臭氧氧化-生物降解
等联合技术已经应用于污染土壤中多环芳烃
的修复。

适用于污染土壤离位处理的修复技术。

化学/物化-生
物

物理-化学

•污染土壤的
现场分析、
调查和风险
评价
第一步

•根据调查
结果选择
修复技术
制订修复
方案

第二步
•土壤修复工
程的设计与
施工、运
行、维护和
监测第三步

•污染土壤的清
理与恢复，及
修复效果评价

第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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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助力环保产业发展

 7月15日，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揭牌，该基金是由财政

部、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共同发起设立的国家级政府投资基金。设立国家

绿色发展基金，可发挥中央财政投入的杠杆效应、乘数效应，引导资金流

向生态环境领域，不仅能给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还能

创新生态环境领域投融资方式，缓解环保行业融资难困境。

 基金首期规模达885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央财政出资100亿元。财政部作为

国务院授权的国家出资人和基金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11.30%。多

达9家银行积极跟投，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共出资286亿元，一些国有

企业和民营企业积极参与。

 投资行业：将对污水处理、垃圾焚烧、危废处理、清洁能源、电池回收利

用、充电桩等十几个细分行业进行分类支持；基金已储备战略功能类、股

权投资类、子基金类项目80个左右。

 首期主要区域：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适当投向其他重大战略区

域。未来，基金可逐步向京津冀、黄河流域、粤港澳大湾区等具有全局性

和战略性意义、生态受益范围广泛的重点区域拓展。

出资方 出资额 持股（%）

财政部 100 11.3

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建
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80 9.04

交通银行 75 8.47

浦发银行 70 7.91

上海久事集团，上海国盛集团 40 4.52

上海银行 20 2.26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 15 1.69

浙江省财政厅，江苏省政府投
资基金，湖北省财政厅

12 1.36

上海农商行，江西省财政厅，
湖南省财政厅，重庆发展投资，
云南省财政厅，安徽省财政厅，
四川省财政厅，贵州省财政厅

10 1.13

上海电气投资 5 0.56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 3 0.34

龙元建设集团 1 0.11

合计：共26名股东 885 100

注：合并项出资额与持股比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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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基金部分主要参股公司（持股比例按入股时点算）
投资领域 上市公司 持股比例 投资金额

IC设计

纳思达 4.29% 5亿元
中兴通讯 持有中星微电子24%股权 24亿元
兆易创新 11.00% 14.5亿元
汇顶科技 6.65% 28.3亿元
紫光集团 持有紫光展讯30%股份 9.9亿元
燕东微电子 19.76% 10亿元
景嘉微 约18% 11.7亿元

封装测试

长电科技 19% 29亿元
华天科技 持有华天西安27.23%股权 5亿元
通富微电 15.70% 19.21亿元
晶方科技 9.32% 6.8亿元
中芯长电 与中芯国际、高通联合增资长电 10.8亿元
太极实业 6.17% 9.5亿元

设计和
制造

华虹半导体 18.94%，持股华虹无锡29%股权 9.22亿美元

华力集成 - 116亿元

设备制造 北方华创 7.50% 15亿元

材料

万盛股份 7.41% 7.5亿元
雅克科技 5.73% 5.5亿元
巨化股份 持有中巨芯科技39%股权 3.9亿元
江苏鑫华 - 5亿元

资料来源：IHS、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看对行业的影响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成立于2014年9月24日，注册资本987.2亿元，

总规模1387亿元。大基金重点投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业，兼顾芯片设计、

封装测试、设备和材料等产业。从第一期大基金的投资标的来看，涵盖设

计、制造、材料和封测全产业链。2019年10月22日，大基金第二期成立，

注册资本2041.5亿元。

 助力芯片国产化：大基金的设立是我国第一次改变过去税收、土地优惠、

研发奖励等传统补贴方式，以市场化投资的方式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

举措。

 大基金带来多方面资源：通过大基金投资的规模优势，对集成电路产业上

下游关键企业进行快速布局，帮助这些企业迅速崛起，形成集团竞争力；

大基金通过央地协同，不仅为被投企业带来了资金，更整合了产业要素、

市场等多方面资源，起到了十分突出投资示范作用。截至2018年年底，大

基金一期投资基本完毕，投资总金额约1047亿。

 大基金投资显著提振行业估值：自2014年底一期基金成立以来，申万一级

电子板块指数持续领跑沪深300指数。

0%

100%

200%

300%

2015/1/9 2016/1/9 2017/1/9 2018/1/9 2019/1/9 2020/1/9

电子(申万) 沪深300 环保工程及服务

2015年以来电子板块指数显著跑赢沪深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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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资料来源：土壤与地下水修复行业发展报告（2018）、中国产业信息、平安证券研究所

1 10
300 500

900

1541
2074

383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2007 201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企业数量

类型 主要特点

提供环境修复
整体解决方案

以大型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为主，拥有较强的技术研
发能力、丰富的相关管理和运营经验，业务范围涵盖
环境修复相关的咨询、设计、治理、管理等环节，能
够独立为大型、复杂环境修复项目提供综合服务

技术咨询服务 具有较高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业务范围主要为环
境修复相关的场地调查和风险评估等咨询工作

服务区域性、
规模较小的修
复项目或提供
专业配套废物

在技术实力和项目经验方面较为欠缺，主要承担区域
性、小型环境修复项目或项目的某一部分实施工作，
仅能在行业内具有较强实力的企业牵头带动下参与项
目，不具备单独服务大型项目的能力

土壤修复企业情况

 经营主体：主要有环保企业、科研院所以及政府部门所属

的环保事业单位，环保企业中多为大型国有企业或地方性

民营企业，少量外资企业通过合资或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

场。

 企业数量：已经发展到2018年的3830个，企业数量众多，

但多数企业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竞争较为激烈。

 相关企业：

• 高能环境：分食长三角、湖南、湖北、吉林等地项目；

• 博世科：在其本土西南市场占领了一席之地；

• 永清环保：占据了西北重金属污染治理市场；

• 中科鼎实：在北京、上海的重大修复项目中屡屡现身；

• 建工修复：凭借地理优势和国企背景，聚焦于北京地区的

大型项目，近几年在江苏、湖北、广西等地进行布局；

• 理工环科：依托前期收购的湖南碧蓝在湖南、贵州、台州

等地不断拓展外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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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土壤总超标率高，修复市场空间较大。国家土壤防治政策体系逐步完善，投入大量经费

支持科研攻关。在商业模式上，整体以政府付费为主，土地出让和后续运营是解决收入端问

题的关键。国家成立绿色发展基金，可引导资金流向生态环境领域，缓解环保行业融资难困

境；同时参考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将为环保行业带来资金和资源，有助于提振板块估值。

基于行业发展空间较大，且大基金成立将从各方面助力产业发展，维持行业“强于大市”评

级。建议关注拥有核心技术、市占率较高的龙头企业。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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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修复力度不及预期

目前土壤修复主要依靠政府财政，如执行力度不及预期将对土壤修复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融资环境持续收紧

土壤修复发展所需资金较多，未来如果整个市场融资环境持续收紧，项目建设进度将受到影响，进而影响企业收入。

 行业竞争加剧风险

土壤修复企业数量多、分布广，主要企业都在争取更多项目，行业面临竞争加剧风险。

 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整个土壤修复产业链收入多来自政府资金，随着规模逐渐增加，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大，企业可能面临回款不及时的风险。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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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

强烈推荐（预计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300指数20%以上）

推 荐（预计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300指数10%至20%之间）

中 性（预计6个月内，股价表现相对沪深300指数在±10%之间）

回 避（预计6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沪深300指数10%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预计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沪深300指数5%以上）

中 性（预计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相对沪深300指数在±5%之间）

弱于大市（预计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沪深300指数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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