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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绿色环保 (1257 HK; 7.0 港元; 目标价: 8.8 港元)  
业绩符合预期  高增叠加高效    
 
业绩符合预期，项目密集释放助高增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2017 年公司上网电量为 1,393GWH，同比增长 125%；危废处置量为 11.3 万吨，同比增

长 13%。项目密集开工及投运共筑高增，2017 年共建设 23 各项目，助建造收入增长 47%至 28.9 亿港元，运

营收入增长 124%至 10.3 亿港元。从收入构成看，运营在收入中占比小幅提升 4 个百分点至 34%，收入质量

小幅提升，我们预计该趋势有望持续。综合毛利率小幅下降 1.7 个百分点至 31.3%，部分受新投产危废焚烧项

目毛利率低于传统填埋所致。分拆上市推动资产负债率较小幅下降 4.5 个百分点至 39%，期末现高达 33.4 亿

港元，加杠杆空间充裕和现金储备丰富司业务扩张提供充分保障。 

 

市场拓展积极夯实龙头地位，高效运营彰显管控能力 
公司市场拓展延续一贯良好势头，项目规模及区域方面均有突破，2017 年共获取 19 个新项目，其中包括 9 个

生物质及垃圾发电一体化项目、3 个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和 7 个危废处置项目，涉及总投资约 54.7 亿元。公

司 2017 年新增装机容量 260.5 兆瓦、危废 17 万吨/年，在生物质及危废市场的龙头地位进一步夯实。目前公

司在建项目 11 个，预计将陆续于 2018 年及 2019 年上半年建成投运，筹建项目 35 个，涉及总投资约 89.54

亿元，为业绩高增打下良好基础。公司 2017 年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已达 15 个，得益于公司卡位优势和精细

化管理，生物质发电项目平均年化年利用小时数接近 8,000 小时，公司管控高效预示项目高利用小时数的趋势

能够持续。 

 

三大壁垒筑竞争优势，土壤修复等新成长点正在蓄力 
公司在生物质领域竞争优势突出，在资源壁垒上，公司核心区域生物质项目储备丰富；在模式壁垒上，公司首

创生物质&垃圾发电一体化模式，该模式难背模仿且有效解决县域级别的垃圾处理需求痛点，其可以通过设施

协同、土地节约、管理协同等，提升整体回报；在管理壁垒上，公司高效管控原料供应链，精细化管理提运营

效率，原材料价格稳定且发电利用小时数较高。在新业务拓展上，公司规划将于 2018 年实现土壤修复的突

破，公司相关平台已搭建，在新业务领域积极布局为成长蓄力。 

 

风险提示 
在建&筹建项目执行进度低于预期；生物质原料供给不足或价格上升；宏观经济波动致使公司工业废物量及毛

利率变动幅度超预期。 

 

建议关注 
考虑业绩符合预期，维持 2018~2019 年 EPS 预测 0.63/0.81 港元，新增 2020 年预测 1.00 港元，当前股价对

应 P/E 分别为 11/9/7 倍。公司凭借资源、模式、管理三大壁垒铸就竞争优势，生物质及危废密集投产助业绩

高增。参考可比公司给予 2018 年 14 倍目标 P/E，对应目标价为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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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