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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生活污水处理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

了生活污水处理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生活污水处理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生活污水处理

行业的现状、中国生活污水处理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生活污水处理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及中国生活污水处理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生活污水处理产业有个系

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生活污水处理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水处理及水生态板块企业在2018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收杠杆及政策收紧的背景下，现金流及

资金安全上遭受了相对其他版块更大的冲击，特别是其中的龙头公司影响更大，市场对其现

金流和资金安全情况也一直持有疑虑，但从今年三季报来看，代表性的龙头公司和市场有疑

虑的重要公司现金流基本都伴随着经营恢复已得到了大幅恢复，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未来的行

业机会。

     从水处理及水生态板块中最重要的三个龙头企业-碧水源，东方园林，铁汉生态情况来看

，2019年前三个季度，碧水源，东方园林，铁汉生态的现金流情况均得到了较好的改善；前

三季度，碧水源，东方园林，铁汉生态的收现比分别比2018年前三季度高了14.6、9.5、22.7个

百分点；在手货币资金同比增加9%、-17%、149%，体现了水处理及水生态板块龙头公司在加

强回款和把控经营风险上已经取得了改善，现金流回流得到恢复。

 2019年前三季度水处理及水生态板块主流公司现金流变化情况                           代码             公司      

      收入（百万元）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百万元）             收现比             在手货币

资金（亿元）                               -             -             2018Q3             2019Q3             2018Q3同比            

2019Q3同比             2018Q3             2019Q3             2018Q3             2019Q3             同比             2018Q3         

   2019Q3             同比                               300070.SZ             碧水源             6049             7110             12%            

18%             6590             8783             109%             124%             14.60%             52.6             57.5             9%         

                     002310.SZ             东方园林             9649             3836             12%             -60%             7040            

3162             73%             82%             9.50%             15.6             12.9             -17%                               300197.SZ    

        铁汉生态             6295             4527             34%             -28%             4394             4188             70%            

92%             22.70%             13.6             33.8             149%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生活污水处理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

明：2018年我国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累计出口交货值达43.4亿元，比上年累计下降12.6%。             

                        指标   2018年12月   2018年11月   2018年10月   2018年9月   2018年8月   2018年7月     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出口交货值当期值(亿元)   0.3   4.2   4.2   4.1   4.2   4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出口交



货值累计值(亿元)   43.4   43.5   39.5   35.3   31.8   27.2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

长(%)   -72.8   -3.4   0.7   -1   0.3   -6.5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出口交货值累计增

长(%)-12.6-7.5-7.2-8.4-7.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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