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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 (895 HK; 11.44 港元; 目标价: 14.9 港元)  
谋篇京津冀外延再起航  新模式迎突破助力成长    
 
事项：公司公告称拟用 1.30 亿元收购万德斯 (唐山曹妃甸)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0%股权；公告称拟用 0.48 亿

元收购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富龙环保) 30%的股权。 

 

评论：京津冀危废布局再下一步，外延再起航意义深远 
万德斯环保科技公司位于河北省，其目前正在筹建唐山市曹妃甸危险废物和一般固体废物处置中心项目，目前

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并获得环评批复，有望在 2018 年底建成投产。项目建设内容包括焚烧约 2 万吨/年、填

埋 1.9 万吨/年、物化 0.37 万吨/年、固化 0.85 万吨/年等共计 5.82 万吨/年，涵盖危废种类超 40 大类，建成后

将是“三位一体”综合性大型危废处理基地。该项目是近 2 年来公司通过外延并购获取的首个危废处置项目，

标志公司外延扩张重新启动，指示意义重大，公司实现 350 万吨/年危废处置能力的远期目标需要外延动力。 

 

目前曹妃甸危险废物和一般固体废物处置中心项目处于建设前期准备阶段，截止 2017Q1，标的公司净资产为

0.50 亿元， 2017Q1 亏损 54.8 万元。考虑到该无害化项目体量大且处于京津冀危废核心市场，项目盈利能力

突出，我们预计未来达到满产状态后，项目净利润规模约为 0.5 亿元。我们预计需要投资 3.0~4.0 亿元用于项

目建设，考虑公司为获取 80%股权支付的 1.3 亿元，预计公司本次收购和后续投资规模合计约 4 亿元，按照满

产状态下 0.4 亿元净利润测算（80%权益净利润），折算收购 P/E 估值为 10 倍出头，处于当前危废市场的合理

并购价格区间内。 

 

河北省的石油化工、冶金建材、能源等重工业发达，项目所在地唐山更是河北主要工业聚集区域，危险废物资

源丰富。2015 年河北省危废产生量为 58 万吨，在国内各省中排名靠前,且预计当地危废产量仍有较大提升空

间。京津冀危废处置市场起步较慢，环保督查等监管措施持续加码推动当地危废处置需求开始释放，供需缺口

较大表明市场前景持续向好。目前河北省无害化处置市场集中第较低且企业普遍偏小，综合性危废企业比较稀

缺，依托上市公司品牌、行业龙头地位、技术优势及管理经验等，公司拓展京津冀市场优势突出。公司前期在

河北衡水已有 9 万吨/年危废处理项目布局，万德斯环保投产后公司在京津冀地区处置产能合计达到 15 万吨/

年。再加上目前河北省尚无危废填埋项目投运，拿到稀缺填埋资源助公司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并形成有效市场辐

射圈，增强区域综合竞争能力。目前公司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领先优势突出，获取万德斯环保意味着公司正

在着手强化京津冀布局并树立区域领先优势，进一步夯实公司的危废龙头地位。 

 

轻资产新模式迎突破，率先升级适应新形势 
公司拟收购 30%股权的富龙环保目前在广东佛山市负责实施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及处置项目，该项目于

2016 年 3 月取得环评批复，核准建设内容为年处理危险废物 4.97 万吨/年，包括焚烧 3 万吨/年,综合处理 1.97

万吨/年，是目前佛山市唯一取得焚烧环评批复的项目。其中综合处理项目（1.97 万吨/年）已建成并取得经营

许可，目前在试运营阶段；焚烧 3 万吨/年项目正在准备建设，预计 2019 年初建成投产。  

 

出让方万兴隆持有该项目 70%股权，其为新三板企业 (代码 831025)，主要从事废旧金属再生利用、输配电产

品、环保治理等业务，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8.65 亿元，归母净利润 0.12 亿元，在当地具有一定影响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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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项目后续顺利推进。佛山为国内工业经济发达区域之一，当地环保局数据显示危废产生量较大，2016 年佛

山市共产生危废 5.80 万吨，主要产废企业有一汽大众、南海华友、佛山市高明基业等，佛山当地危废处置企

业比较稀缺，大部分所产危废主要是转移到惠州、肇庆、河源、韶关等城市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此外，从行

业经验看，佛山当地危废产生量随着监管日趋严格后，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富龙环保在当地建设危废焚烧

项目十分必要，且项目未来盈利前景可观。我们预计该项目满产后净利润规模能达到 4,000~5,000 万元。 

 

目前公司在广东省拥有沙井处理基地、龙江项目、惠州东江、清远东江、东莞恒建、珠海永兴盛、江门东江、

粤北危废、东江威立雅等众多危废处置项目，上述项目远期危废处置规模合计约 90 万吨/年，成功构建三位一

体的一站式危废服务平台，在珠三角危废处置市场的龙头地位的领先优势异常突出。尽管广东省危险废物市场

发展较早，但珠三角区域危废焚烧资质依然较为稀缺，项目后续投产有助缓解当地危废供需矛盾。预计富龙环

保危废项目建成后，和公司现有项目将产生较大协同效应，继续巩固公司龙头地位并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富龙环保是公司第一个非控股模式外延收购的危废处置项目，也是公司尝试将危废领域的“规划-设计-采购-工

程-移交-运营”经验引入工程市场而探索实施的第一个项目，意义深远。我们预计富龙环保焚烧 3 万吨/年项目

投资规模约 1.7 亿元，公司后期会参与实施该项目的 EPC 工程总包。公司利用丰富工程经验，实现技术和服

务输出，可以引导行业规范、健康和标准化运作，我们预计公司未来将有更多类似工程项目落地，轻资产

EPC 有望成为公司重要的新业绩成长点。公司作为该项目小股东并同时实施 EPC 总包，既能在前期通过 EPC

轻资产模式快速回收利润及现金流，又能增加与业主方互信并保证后续分享项目运营收益，同时有效提高公司

资金使用效率并有助公司后续实施外延扩张&市场整合，属于多方共赢的商业新模式。从行业趋势看，危废公

司盈利驱动力正处在从赚行业景气周期向赚技术&管理&服务过渡，公司正率先实施业务模式创新进行业务升

级，适应和引领危废处置行业新形势。 

 

风险因素 
宏观经济波动致使公司工业废物业务量及毛利率变动幅度超预期，项目投产进度慢于预期，定增推进不及预期

等。 

 

建议关注 
考虑项目建设仍需时间且公司重启外延扩张在我们预期之内，因此暂维持 2017~2019 年 0.53/0.71/0.86 元业

绩预测不变。综合考虑危废高景气明确以及公司地位、项目储备丰富、定增推进顺利、绿色债及资产支持证券

发行等强化并购实力助外延快速推进、资源化&无害化共振助业绩加速释放等因素，结合行业及公司历史估

值，给予 2018 年 30 倍目标 P/E，对应 A 股目标价 21.2 元，而 H 股则为 14.9 港元，建议投资者关注。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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