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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国际 (257 HK; 11.88 港元; 目标价: 13.8 港元)  
传统领域拓展顺利  新业务渐显峥嵘    
 
公司 2017 年全年实现营收 200.4 亿港元，同比增长 43%；实现归母净利润 935.1 亿港元，同比增长 36%；折

算基本每股收益 0.78 港元。此外，公司计划派发每股末期股息 0.12 港元。对此，我们评论如下： 
 
业绩符合预期，项目建造及运营双高增 
公司业务延续快速增长势头，其中环保能源板块共处理生活垃圾 117 万吨 (+31%)，绿色环保板块共处理生物

质原料 169 万吨 (+131%)。公司持续强化项目管理，2017 年共有 45 个项目建成并新开工 40 个项目。在建项

目推进迅速助建造收入增加 47%至 132.4 亿港元；管理提效及运营规模持续增加推动运营收入增加 45%至

39.8 亿港元。公司综合毛利率小幅下降 2 个百分点至 36%，主要受毛利率相对低的建造收入占比上升影响。

公司资产负债率小幅虽小幅上升 1 个百分点至 61%，但仍然健康。公司在手现金充沛，扩张无忧。 
 
传统优势业务拓展顺利，新领域布局渐显峥嵘 
公司在垃圾发电、生物质及水务等领域拓展顺利，2017 年共获取 54 个新项目及 3 个调增项目规模的补充协

议，合计投资额 197 亿元，项目数量及投资额均创新高，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良好保障。截止 2017 年末，公

司垃圾发电设计规模增至 6.6 万吨/日，污水设计规模增至 384 万吨/日，生物质设计规模增至 845 万吨，行业

龙头地位进一步巩固。除在传统优势领域延续一贯快速发展势头外，公司环保装备板块签署设备外销合同共计

8.2 亿元，土壤修复等新业务布局良好，新业务有望成为公司未来业绩成长重要一环。展望未来，预计公司会

通过不断延伸产业链，通过介入环卫、环境科技等领域，拓展产业链条的广度和深度以提升竞争力和市占率。

 
平台化战略成型助力成长 
环保行业发展正在全面迎来环境质量时代，地方政府日益需要系统性环境解决方案以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在此

阶段的环保项目投融资规模大型化和综合化趋势显著，针对环保的“需求出口”及“资金接口”日益集中，助

推优质龙头公司成长为充分对接各方需求的平台型公司，其未来成长潜力最大。公司已成功打造横跨固废、危

废、节能、风光等多个业务板块，规模优势突出且品牌优势已确立，平台战略成型。多元协同战略和品牌美誉

度强化公司交叉销售和二次开发能力，比大多数仅集中于一个细分领域谋发展的竞争对手获取更快成长。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致需求受限或支付困难；在建&拟建项目执行进度低于预期；生物质原料供给不足或价格大幅上升；

政府补贴政策调整。 
 
建议关注 
考虑公司在建项目丰富且市场拓展迅速，上调 2018~2019 年 EPS 预测 7.2%/17.9%至 0.98/1.23 港元 (原预测

为 0.92/1.04 港元)，新增 2020 年预测 1.44 港元，参考行业及公司历史估值，给予 2018 年 14 倍目标 P/E，
目标价为 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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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