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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绿色环保公布2021年全年业绩 

 

********** 

 

财务摘要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21 年 2020 年  

 
港币千元  港币千元  变动 

收益  8,446,999 9,835,376 (14)% 

毛利  2,345,971 3,011,540 (22)% 

除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盈利 2,837,942 3,064,595 (7)% 

本公司权益股东应占盈利 1,110,385 1,502,532 (26)%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53.74 72.72 (26)% 

    

 于 2021 年 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2 月 31 日 变动 

现金及银行结余（港币百万元） 2,644 2,727 (3)% 

总资产（港币百万元） 40,540 35,265 15% 

资产负债比率（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65.1% 63.5% 1.60 ppt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 137.5% 156.2% (18.70)ppt 

* ppt: 百分点 

2022 年 3 月 8 日，香港 – 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光大绿色环保」，连同及

其附属公司合称「本集团」）（股份编号：1257.HK）今天欣然公布其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

度经审核之全年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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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持续延宕。于回顾年度内，中国政府历史性地将「碳达

峰」、「碳中和」（「双碳」）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从政策、市场和技术层面打造新兴「绿

色低碳产业」，并不断丰富其内涵。在各种要素的合力之下，绿色低碳产业成为新的蓝海市场。

环保行业兼具减污与降碳双重属性，高度契合国家双碳发展战略，继续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作为一家中国专业环保服务提供商，2021 年，本集团继续秉承「情系生态环境，筑梦美丽中国」

的企业愿景，践行「创造更好投资价值，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追求，坚持稳中求进，聚焦

管理提升，突出创改驱动，为新一轮高质量发展谋篇布局，实现各项业务稳健发展。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已落实环保项目 136 个，总投资额达约人民币 326.69 亿元，累

计承接环境修复项目 42 个，涉及总合同金额约人民币 11.65 亿元。 

市场拓展方面，本集团全力推动转型发展。生物质综合利用业务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型，供热市场

开发工作持续推进；危废及固废处置业务稳步向工业环保服务商转型，废旧轮胎处置项目再下一

城；自分拆上市以来首次布局光伏市场，拓展分布式屋顶光伏整县推进项目，业务版图首次延伸

至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此外，本集团深入研究「双碳」战略背景下的市场机遇，积极探

索新的商业模式，谋求打造新的增长极。 

于回顾年度内，本集团共取得 17 个新项目及签署 2 份生物质项目的补充协议，涉及新增总投资

额约人民币 12 亿元，新项目包括 3 个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1 个危废及固废处置项目及 13 个光

伏发电项目；另承接环境修复项目 6 个，合同总金额约人民币 1.50 亿元。项目规模方面，新增

发电装机规模 39.07 兆瓦，新增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约每日 1,300 吨，新增设计蒸汽供应能力约每

年 60 万吨，新增危废及固废设计处理能力约每年 10 万吨。 

工程建设方面，本集团贯彻工程建设「多快好省法安廉」七字诀，针对新的项目类型钻研和探索

新的施工方案，稳步推进旗下项目工程建设。于回顾年度内，新执行或开工项目 17 个，完工及

投运项目 28 个。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在建或执行中的项目共 23 个，包括 10 个危废

及固废处置项目及 13 个环境修复项目。本集团高度重视在建项目施工安全、建造品质和建设进

度，通过不断优化工程管理制度架构，提高施工现场管理水平。 

技术研发方面，本集团高度重视通过技术创新为本公司的发展创造动力，正在开展的技术研究工

作深入契合本集团业务转型发展的需要。于回顾年度内，本集团重点围绕碳中和、光储充一体化、

大宗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老旧填埋场修复、废旧轮胎资源化利用、高硫高卤素危废焚烧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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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研究工作，为新业务类型的技术可行性提供支撑。于回顾年度内，本集团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专项 — 「一般可燃工业固废安全清洁高效焚烧技术开发及应用」项目顺利启

动，阶段性工作初步完成。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共持有授权专利 205 项，包括发明

专利 25 项和实用新型专利 175 项，以及软件著作权 5 项。 

生物质综合利用 

于回顾年度内，本集团运营及完工的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共 50 个，提供上网电量约 6,027,143 兆

瓦时，较 2020 年增加 12%；提供蒸汽供应量约 2,154,671 吨，较 2020 年增加 60%；及处理生物

质原材料约 7,964,335 吨及生活垃圾约 2,918,918 吨，分别较 2020 年增加 19%及 28%。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筹建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共 3 个，总设计发电装机容量 32 兆瓦，总设计

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约每日 1,300 吨。 

于回顾年度内，主要由于在建项目数目减少以致建造服务收益相对减少，加上于回顾年度内受生

物质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本集团的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贡献除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盈利

约港币 2,060,530,000 元，较 2020 年减少 19%。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共拥有 53 个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总设计发电装机容量达 1,059

兆瓦，生物质总设计处理能力达每年约 8,089,800 吨，生活垃圾总设计处理能力达每日约 11,210

吨。 

危废及固废处置 

于回顾年度内，本集团运营及完工的危废及固废处置项目 36 个，无害化处置方面，共处置危废

及固废约 245,676 吨，较 2020 年增加 51%；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共处置危废及固废 23,003 吨，

较 2020 年增加 51%，并销售资源化利用产品约 9,490 吨，较 2020 年增加 65%。在建危废及固废

处置项目 10 个，总设计危废处理能力达约每年 972,500 吨。 

于回顾年度内，本集团的危废及固废处置项目贡献除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盈利约港币

686,664,000 元，较 2020 年增加 64%。危废及固废处置项目贡献净盈利约港币 364,210,000 元，

较 2020 年增加 79%。盈利增加主要由于回顾年度内符合贡献建造服务收益的在建项目数目增加。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共拥有 61 个危废及固废处置项目，总设计处理能力达每年约

294.19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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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修复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执行中的环境修复项目共 13 个，分别主要位于江苏省、安徽省

和天津市，涉及总合同金额约人民币 6.03 亿元；另有 3 个项目处于筹建阶段，涉及总合同金额

约人民币 1.22 亿元。 

于回顾年度内，本集团的环境修复项目贡献除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盈利约港币 42,182,000

元，较 2020 年增加 8%。环境修复项目贡献净盈利约港币 15,831,000 元，与 2020 年大致持平。 

光伏发电及风电 

于回顾年度内，本集团的光伏发电及风电项目已售电力共约 282,976兆瓦时，较 2020 年增加 10%，

贡献除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盈利约港币 189,181,000 元，较 2020 年增加 4%。光伏发电及

风电项目贡献净盈利约港币 73,110,000 元，与 2020 年大致持平。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共有 16 个运营和建成完工的光伏发电项目以及 2 个运营的风

电项目，分别分布于江苏省、安徽省、山西省、香港及德国，总设计发电装机容量为 127.66 兆

瓦。 

光大绿色环保行政总裁钱晓东先生表示：「2021 年，面对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光大绿色环保在

『稳主业、谋转型』的工作思路下砥砺前行，深化落实『管理提升』要求，巩固主营业务发展基

础，加快研究国家双碳发展战略下的市场机遇，加速布局新的业务领域，为转型发展储备充足动

能。2022 年，光大绿色环保将按照『强基固本稳主业，开拓新业促发展』的经营思路，围绕环

境、能源、资源和气候『四位一体』发展格局，凭借精细化管理措施，促进运营项目提质增效。

同时，牢牢把握国家『十四五』规划和双碳发展机遇，加快推进大宗固废处置、垃圾填埋场修复、

新能源等领域的项目落地，盘活本集团碳资产开发潜能，实现新一轮价值创造。」 

光大环境董事会主席、光大绿色环保主席王天义先生指出：「随着『双碳』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

体布局，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事业进入『减污』与『降碳』协同治理的新阶段。国家『十四五』

成为中国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关键五年，也是继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 2030 年

前碳达峰的关键期和窗口期。新的发展时期，环保行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位置也变得越来越突

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建设者和参与者，光大绿色环保将秉承『情系生态环境，筑梦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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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企业使命和『创造更多投资价值，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追求，立足转型发展，激

发内生活力，聚焦双碳目标，坚持创新引领，着力固本强基，牢牢抓住行业发展的广阔商机，以

更高的格局、更高的标准、更优的管理推动公司长足发展。」 

-完- 

 

 

有关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为中国专业环保服务提供者，专注于生物质综合利用、危废及固废处置、环境

修复、光伏发电及风电业务，于 2017 年 5 月 8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控股股东为中国

光大环境（集团）有限公司（股份代号：257.HK）。光大绿色环保坚持以业务创新引领发展，率先在国内

推出城乡垃圾统筹处理项目。目前，公司业务覆盖中国 15 个省份、自治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并远播

德国。依托独特、多元的业务模式、战略性的布局、充裕的供应网络、强劲的项目储备，以及高科技水平

及管理能力，光大绿色环保已占据环保服务行业的有利位置。 

 

媒体查询，请联系： 

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 

企业传讯 

电邮: media@ebgreentech.com  

 

哲基杰讯 

陈曦彤 / 王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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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852 3103 0128 / +852 3103 0125 

 

投资者查询，请联系： 

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 

电邮: ir@ebgreen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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