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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光大綠色環保公佈2021年全年業績 

 

********** 

  

財務摘要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21 年 2020 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變動 

收益  8,446,999 9,835,376 (14)% 

毛利  2,345,971 3,011,540 (22)%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2,837,942 3,064,595 (7)%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盈利 1,110,385 1,502,532 (26)%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53.74 72.72 (26)% 

    

 於 2021 年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2 月 31 日 變動 

現金及銀行結餘（港幣百萬元） 2,644 2,727 (3)% 

總資產（港幣百萬元） 40,540 35,265 15% 

資產負債比率（總負債除以總資產） 65.1% 63.5% 1.60 ppt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 137.5% 156.2% (18.70)ppt 

* ppt: 百分點 

2022 年 3 月 8 日，香港 – 中國光大綠色環保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光大綠色環保」，連同及

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股份編號：1257.HK）今天欣然公佈其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

度經審核之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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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世紀疫情持續延宕。於回顧年度內，中國政府歷史性地將「碳達

峰」、「碳中和」（「雙碳」）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佈局，從政策、市場和技術層面打造新興「綠

色低碳產業」，並不斷豐富其內涵。在各種要素的合力之下，綠色低碳產業成為新的藍海市場。

環保行業兼具減污與降碳雙重屬性，高度契合國家雙碳發展戰略，繼續迎來良好的發展機遇。 

作為一家中國專業環保服務提供商，2021 年，本集團繼續秉承「情繫生態環境，築夢美麗中國」

的企業願景，踐行「創造更好投資價值，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企業追求，堅持穩中求進，聚焦

管理提升，突出創改驅動，為新一輪高質量發展謀篇佈局，實現各項業務穩健發展。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已落實環保項目 136 個，總投資額達約人民幣 326.69 億元，累

計承接環境修復項目 42 個，涉及總合同金額約人民幣 11.65 億元。 

市場拓展方面，本集團全力推動轉型發展。生物質綜合利用業務向高附加值方向轉型，供熱市場

開發工作持續推進；危廢及固廢處置業務穩步向工業環保服務商轉型，廢舊輪胎處置項目再下一

城；自分拆上市以來首次佈局光伏市場，拓展分佈式屋頂光伏整縣推進項目，業務版圖首次延伸

至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此外，本集團深入研究「雙碳」戰略背景下的市場機遇，積極探

索新的商業模式，謀求打造新的增長極。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共取得 17 個新項目及簽署 2 份生物質項目的補充協議，涉及新增總投資

額約人民幣 12 億元，新項目包括 3 個生物質綜合利用項目、1 個危廢及固廢處置項目及 13 個光

伏發電項目；另承接環境修復項目 6 個，合同總金額約人民幣 1.50 億元。項目規模方面，新增

發電裝機規模 39.07 兆瓦，新增生活垃圾處理能力約每日 1,300 噸，新增設計蒸汽供應能力約每

年 60 萬噸，新增危廢及固廢設計處理能力約每年 10 萬噸。 

工程建設方面，本集團貫徹工程建設「多快好省法安廉」七字訣，針對新的項目類型鑽研和探索

新的施工方案，穩步推進旗下項目工程建設。於回顧年度內，新執行或開工項目 17 個，完工及

投運項目 28 個。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在建或執行中的項目共 23 個，包括 10 個危廢

及固廢處置項目及 13 個環境修復項目。本集團高度重視在建項目施工安全、建造品質和建設進

度，通過不斷優化工程管理制度架構，提高施工現場管理水平。 

技術研發方面，本集團高度重視通過技術創新為本公司的發展創造動力，正在開展的技術研究工

作深入契合本集團業務轉型發展的需要。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重點圍繞碳中和、光儲充一體化、

大宗工業固廢資源化利用、老舊填埋場修復、廢舊輪胎資源化利用、高硫高鹵素危廢焚燒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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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研究工作，為新業務類型的技術可行性提供支撐。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國家重點研發計劃

國際科技創新合作專項 — 「一般可燃工業固廢安全清潔高效焚燒技術開發及應用」項目順利啟

動，階段性工作初步完成。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共持有授權專利 205 項，包括發明

專利 25 項和實用新型專利 175 項，以及軟件著作權 5 項。 

生物質綜合利用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運營及完工的生物質綜合利用項目共 50 個，提供上網電量約 6,027,143 兆

瓦時，較 2020 年增加 12%；提供蒸汽供應量約 2,154,671 噸，較 2020 年增加 60%；及處理生物

質原材料約 7,964,335 噸及生活垃圾約 2,918,918 噸，分別較 2020 年增加 19%及 28%。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籌建生物質綜合利用項目共 3 個，總設計發電裝機容量 32 兆瓦，總設計

生活垃圾處理能力約每日 1,300 噸。 

於回顧年度內，主要由於在建項目數目減少以致建造服務收益相對減少，加上於回顧年度內受生

物質原材料價格上漲影響，本集團的生物質綜合利用項目貢獻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約港幣 2,060,530,000 元，較 2020 年減少 19%。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共擁有 53 個生物質綜合利用項目，總設計發電裝機容量達 1,059

兆瓦，生物質總設計處理能力達每年約 8,089,800 噸，生活垃圾總設計處理能力達每日約 11,210

噸。 

危廢及固廢處置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運營及完工的危廢及固廢處置項目 36 個，無害化處置方面，共處置危廢

及固廢約 245,676 噸，較 2020 年增加 51%；資源綜合利用方面，共處置危廢及固廢 23,003 噸，

較 2020 年增加 51%，並銷售資源化利用產品約 9,490 噸，較 2020 年增加 65%。在建危廢及固廢

處置項目 10 個，總設計危廢處理能力達約每年 972,500 噸。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的危廢及固廢處置項目貢獻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約港幣

686,664,000 元，較 2020 年增加 64%。危廢及固廢處置項目貢獻淨盈利約港幣 364,210,000 元，

較 2020年增加 79%。盈利增加主要由於回顧年度內符合貢獻建造服務收益的在建項目數目增加。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共擁有 61 個危廢及固廢處置項目，總設計處理能力達每年約

294.19 萬噸。 



 
中國光大綠色環保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57） 

 

 

4 
 

新聞稿 

 

環境修復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執行中的環境修復項目共 13 個，分別主要位於江蘇省、安徽省

和天津市，涉及總合同金額約人民幣 6.03 億元；另有 3 個項目處於籌建階段，涉及總合同金額

約人民幣 1.22 億元。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的環境修復項目貢獻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約港幣 42,182,000

元，較 2020 年增加 8%。環境修復項目貢獻淨盈利約港幣 15,831,000 元，與 2020 年大致持平。 

光伏發電及風電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的光伏發電及風電項目已售電力共約 282,976兆瓦時，較 2020年增加10%，

貢獻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約港幣 189,181,000 元，較 2020 年增加 4%。光伏發電及

風電項目貢獻淨盈利約港幣 73,110,000 元，與 2020 年大致持平。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共有 16 個運營和建成完工的光伏發電項目以及 2 個運營的風

電項目，分別分佈於江蘇省、安徽省、山西省、香港及德國，總設計發電裝機容量為 127.66 兆

瓦。 

光大綠色環保行政總裁錢曉東先生表示：「2021 年，面對外部環境的劇烈變化，光大綠色環保在

『穩主業、謀轉型』的工作思路下砥礪前行，深化落實『管理提升』要求，鞏固主營業務發展基

礎，加快研究國家雙碳發展戰略下的市場機遇，加速佈局新的業務領域，為轉型發展儲備充足動

能。2022 年，光大綠色環保將按照『強基固本穩主業，開拓新業促發展』的經營思路，圍繞環

境、能源、資源和氣候『四位一體』發展格局，憑藉精細化管理措施，促進運營項目提質增效。

同時，牢牢把握國家『十四五』規劃和雙碳發展機遇，加快推進大宗固廢處置、垃圾填埋場修復、

新能源等領域的項目落地，盤活本集團碳資產開發潛能，實現新一輪價值創造。」 

光大環境董事會主席、光大綠色環保主席王天義先生指出：「隨著『雙碳』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

體佈局，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事業進入『減污』與『降碳』協同治理的新階段。國家『十四五』

成為中國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的關鍵五年，也是繼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實現 2030 年

前碳達峰的關鍵期和窗口期。新的發展時期，環保行業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位置也變得越來越突

出。作為生態文明建設事業的建設者和參與者，光大綠色環保將秉承『情繫生態環境，築夢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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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企業使命和『創造更多投資價值，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企業追求，立足轉型發展，激

發內生活力，聚焦雙碳目標，堅持創新引領，著力固本強基，牢牢抓住行業發展的廣闊商機，以

更高的格局、更高的標準、更優的管理推動公司長足發展。」 

-完- 

 

 

有關中國光大綠色環保有限公司 

中國光大綠色環保有限公司為中國專業環保服務提供者，專注於生物質綜合利用、危廢及固廢處置、環境

修復、光伏發電及風電業務，於 2017 年 5 月 8 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控股股東為中國

光大環境（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57.HK）。光大綠色環保堅持以業務創新引領發展，率先在國內

推出城鄉垃圾統籌處理項目。目前，公司業務覆蓋中國 15 個省份、自治區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並遠播

德國。依託獨特、多元的業務模式、戰略性的佈局、充裕的供應網絡、強勁的項目儲備，以及高科技水平

及管理能力，光大綠色環保已佔據環保服務行業的有利位置。 

 

媒體查詢，請聯繫： 

中國光大綠色環保有限公司 

企業傳訊 

電郵: media@ebgreentech.com  

 

哲基傑訊 

陳曦彤 / 王融融 

電郵：queenie.chan@citigatedewerogerson.com / samantha.wang@citigatedewerogerson.com  

電話: +852 3103 0128 / +852 3103 0125 

 

投資者查詢，請聯繫： 

中國光大綠色環保有限公司 

投資者關係 

電郵: ir@ebgreen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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