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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陈述
本简报或包含前瞻性陈述，该等陈述乃建基于有关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 (「本公 司」

或「光大绿色环保」)业务的大量假设及不受本公司控制的因素，并受到重大风险 及不明朗

因素的影响，因此实际业绩或与该等前瞻性陈述出现重大偏差。本公司概不承 担就日后发生

的事件或情况而更新该等陈述的责任。本简报包含的资料应以简报作出时 候为准，本公司未

曾作出更新及将不会更新该等资料以反映本简报日后或发生的重大发 展。本简报的投影片只

供支持有关本公司背景资料作出讨论。本公司不会明示或暗示陈 述或保证本简报包含的任何

资料或意见是公平、准确、完整或正确，因此不应依赖该等 资料或意见。收件人在作出判断

时不应以该等资料或意见为基础，本简报包含的资料和 意见或基于或取自本公司管理层的判

断及意见，因此该等资料不可能经常获得核实或确 认。本公司或本公司的财务顾问、或任何

有关董事、高级职员、雇员、代理人或顾问概 不会就内容承担责任，或因使用本简报的资料

或本简报而引起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本 简报并无考虑任何投资者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

特别需要，因此不构成招揽或邀约购 买或出售任何证券或相关金融工具，亦不会作为任何合

约或承诺的基准或依据。本简报 不得抄袭或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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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港元 2022年 2021年 变动

收益 8,048 8,447 -5%

毛利 1,683 2,346 -28%

除利息、税项、折旧及摊
销前盈利 (EBITDA)

2,176 2,838 -23%

权益股东应占盈利 340 1,110 -69%

每股基本盈利 (港仙) 16.47 53.74 -69%

拟派末期每股股息(港仙) - 4.0 -4 港仙

每股基本股息 (港仙) 3.6 11.0 -7.4 港仙

派息率 (%) 21.9 20.5 1.4ppt

2022年收益为港币80.48亿元, 同比下降5%,主要由于建造服务收益减少25%, 运营服务收益同比微升1%；

毛利较去年下降28%及EBITDA较去年下降23%主要受国内疫情防疫及国内经济不景气影响，使生物质运营
成本上升和危废及固废处理单价下跌；

受累两大业务板块利润率下跌及资产减值影响 ,本公司权益股东应占盈利下跌69%；

上半年派息为每股3.6港仙, 上半年派息率为约20%, 由于下半年亏损，且不建议末期股息, 导致全年派息率
上升至21.9%。

财务分析



百万港元 于31/12/2022 于31/12/2021 变动

总资产 39,156 40,540 -3%

总负债 25,622 26,394 -3%

股东权益 12,385 13,761 -10%

流动比率(%) 137.31 137.50 -0.19ppt

资产负债比率
(总负债/总资产) (%)

65.44 65.11 0.33ppt

由于人民币贬值接近10%，使本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权益较去年减少; 

资产负债比率及流动比率均保持平稳，主要年内控制资本性支出，同比减少37%（2022年:人民币15.4亿
元，2021年:人民币24.54亿元）;总借款保持平稳，同比上升1%, 并于2022年5月,发行第一期永续债,金额
为人民币7亿元, 并计入权益;

截至2022年底, 人民币总贷款占74%, 港币借款占26%。

财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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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港元 于31/12/2022 于31/12/2021 变动

短期贷款 5,810 28% 4,493 22% 29%

长期贷款 14,927 72% 16,058 78% -7%

贷款合计 20,737 20,551 1%

未使用银行贷款额度 8,546 7,907 8%

贷款额度总计 29,283 28,458 3%

未使用银行贷款额度 8,546 7,907 8%

现金及银行结余 2,003 2,644 -24%

可动用现金及未使用银
行贷款额度

10,549 10,551 0%

有效利率 3.55% 3.40% 0.15 ppt

财务分析

短期贷款由去年港币44.93亿元上升至本年港币58.1亿元,  上升29%, 主要因为于2020年第一次发行的中期票据(折合港币11.17
亿元)将于2023年内到期 ,  计划年内再融资该中期票据及安排流贷继续滚存；
未动用的银行贷款额度及可动用的现金维持在港币105.5亿元，其中现金及银行结余较去年减少24%, 主要为年内建立资金池，
灵活运用及压缩内部闲置资金；
境外HIBOR利率于2022年下半年持续上升，然而境内LPR下调，加上境内接近所有项目及流动借款已进行降息调整(降幅平
均约100BP)及置换，对冲境外利率急升 ,  控制有效利率处于低利率水平 ;
中期票据(熊猫债):于2022年4月，发行第三期中期票据，金额为人民币12亿元，期限为3年加2年，票面利率于首3年为每年
3.27%。永续债 :于2022年5月，发行第一期永续债，金额为人民币7亿元，期限为3+N年，票面利率于首3年为每年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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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服务收益

运营服务收益

财务收入

2022年 6,384

367
1,297

年内运营服务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1%，总收益的占比亦从去年的75%上升至79%

营收质量- 持续改善

单位：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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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综合利用

单位：港币千元

建造服务收益
运营服务收益 财务收入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按经营活动收益分析

收益: 

2022年: 港币8,048,171,000 
2021年: 港币8,446,999,000 

收益 2022年 2021年
建造服务收益 16% 21%

运营服务收益 79% 75%

财务收入 5% 4%

收益 100% 100%

建造服务收益：减少25%主要由于年内可确认在建收益的在建项目由去年同期15个减少至6个；
运营服务收益：生物质综合利用：收益减少3%，上网电量同比相若、生活垃圾处理量上升18%及蒸汽产量上升12%，收入减少主要受年内人民币

贬值影响(2022年平均汇率较2021年下跌约2-3%)；
危废及固废处置：收益增加46%, 主要由于危废及固废处理量增加60%, 由去年268,679吨增加至本年431,136吨，但因市场竞争激

烈导致填埋及焚烧处理平均单价下跌17%至人民币1,949元，抵销部分升幅；
环境修复： 收益减少53%，主要由于本年受疫情管控，影响项目执行进度及新项目投标流程；

光伏发电及风电：收益减少8%，由于年内风资源较弱，疫情封路管控以致故障设备无法维修导致的发电量减少；以及电力交易导
致的电价下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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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业务板块收益分析

单位：港币千元

生物质综合利用
危废及固废处置

光伏发电及风电环境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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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综合利用:

运营服务收益减少3%，主要因为上网电量同比相若、生活垃圾处理量上升18%及蒸汽产量上升12%，收入减少主要受年内人民币贬值影响(2022年
平均汇率较2021年下跌约2-3%)；
建造服务收益减少11%，主要因为大部分生物质项目已于以前年度建成投运，涉及的工程量较去年少；
危废及固废处置:运营服务收益上升46%，主要因为危废及固废处理量增加60% ，由去年268,679吨增加至本年431,136吨，但因市场竞争激烈致固
废填埋及危废焚烧处理平均单价下跌17%至人民币1,949元抵销部分升幅；
建造服务收益减少39% ，主要因为年内符合贡献建造服务收益的在建项目数目减少所致；
环境修复:主要由于本年受疫情管控，影响项目执行进度及新项目投标流程；
光伏发电及风电:主要由于本年风资源较弱，疫情封路管控以致故障设备无法维修导致的发电量减少；以及电力交易导致的电价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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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综合利用

环境修复
光伏发电及风电

四大业务板块除利息、税项、折旧及
摊销前盈利分析

除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盈利*：
2022年：约港币23.21亿元（减少22%）
2021年：约港币29.79亿元

*未扣除分摊总公司及企业净支出

单位：港币千元
危废及固废处置

生物质综合利用：EBITDA减少20%, 主要由于本年涉及的工程之数量较少，以致建造服务收益减少11%。另外，受疫情影响，生物质原材料价格上
涨，令运营成本增加所致；

危废及固废处置：EBITDA减少29%，主要因为运营服务收益增加46%及危废及固废处理量增加60%，但因受疫情影响，部分上游废物生产企业出
现生产废物短缺，加上疫情封路管控影响废物的收集、储存及运输，导致供需不平衡及成本高企，从而加剧同业竞争，致处理价
格持续下降，固废填埋及危废焚烧处理平均单价下跌17%至人民币1,949元抵销部分升幅；

环境修复： EBITDA减少74%, 主要由于本年受疫情管控，影响项目执行进度及新项目投标流程；
光伏发电及风电：EBITDA减少9%，主要由于本年风资源较弱，疫情封路管控以致故障设备无法维修导致的发电量减少；以及电力交易导致的电

价下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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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国家
战略

围绕双碳
赛道瞄准
智慧能源

结合自身
实际实现
存量业务
延伸发展

稳扎稳打
筑牢发展
根基

市场拓展-聚力转型

• 以现有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为依托，统筹系统内清洁能源业务

• 发展分布式光伏、储能、虚拟电厂等核心业务

• 打造一批“零碳园区”形成智慧能源互联网交易平台

明晰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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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新能源和环保领域的运营及产业优势，从“光、储、充、冷、
热、气、电、云、碳”等多维度提供全方位的智慧能源服务

“ 零碳园区”智慧能源模式

光伏

储能

充电桩

供冷

供汽

碳资产
管理

生物质
热电联
供项目

垃圾发
电项目

虚拟
电厂

 多能互补，生物质
热电联供+分布式光
伏

智慧能源解决方案

 配置储能，谷充峰放

 搭建 虚拟电厂 交易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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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拓展-聚力转型

 利用现有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优势，

扩大分布式光伏业务版图

 年内新获取分布式光伏项目6个

 预计至2025年，我国分布式光伏市

场总额约1万亿元

项目 总投资（RMB） 装机规模（MW）

1 江苏省灌云经济开发区屋顶光伏 10,763,000 2.39

2 香港湾仔光大中心项目 725,299 0.042

3 江苏省丰县城投屋顶光伏 240,000 0.05

4 江苏省丰县农水大楼屋顶光伏 240,000 0.05

5 江苏省丰县润城小食品中心屋顶光伏 3,150,000 0.672

6 江苏省丰县王沟板材家居产业园屋顶光伏 11,000,000 2.5

合计 26,118,299 5.704

中国集中式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量占比情况

集中式 分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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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

光伏

充电桩 储能

负荷

电力市场

电网

虚拟电厂 虚拟电厂运营管理

 分别与江苏涟水县及淮安市淮阴区签署「低碳城市」及「零碳园区」合作框架协议

 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新能源开发运营、综合能源管理及
数字化转型等轻资产业务

 至 2030年虚拟电厂的运营市场规模预

估将超过4500亿元

虚拟电厂

 整合现有清洁能源业务资源，以分布式

光伏、储能等业务为切入点，为“零碳

园区”虚拟电厂建设储备资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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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攻坚克难

 推广自主收储体系建设经验，优化运营成本；

 完善区域调度机制，统筹管理原材料采购调
度及定价等，落实保量、提质、控价、增效
的目标；

 供热市场开发工作持续推进，预计供热规模
将突破400万吨；

 处置餐厨、园林垃圾、畜禽粪污、高质化炉
渣灰渣利用等业务实现协同增效。

生物质综合利用

售汽量

12%同比

黄秆收储量

10.4%

下半年环比

综合发热量

31kcal/kg

241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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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攻坚克难

 健全“大市场、大客服”机制，灵活调配信
息与资源，挖掘潜能；

 积极探索新渠道，有序开发客户，保持较稳
定的产能利用率；

 全面开展运营对标管理工作，推进节能降耗、
降本增效；

 可安全处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所列46类
危废中的44类；

 年内首个一般工业固废热电联供项目投运，
实现发电量636万度，供气量8,146吨。

无害化处置

同比 62%

资源化利用

同比 40%

39.9万吨

3.2万吨

危固废处置

18



绿色低碳：资源化过程中产生的气体和副产品均清洁和安全，对环境无污染。

黄石废旧轮胎处置业务

湖北黄石废旧轮胎资源化示范项目

将黑色污染通过绿色化生产变废为宝，实现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热裂解工艺

废
旧
轮
胎

炭
黑
、
料
油
、
钢
丝
及
燃
气



运营管理-攻坚克难

新增合同额（外部）

 截至2022年底，执行中的修复项目合同金额
累计人民币7.35亿元；

 中标北京大兴场地修复项目，实现北京区域
零的突破；

 中标苏州吴江存量垃圾开挖资源化项目，实
现新业务零的突破；

 有效推动微生物除臭剂、螯合剂研发及其成
果转化。

2.44亿元

同比 23%

新增检测能力

3项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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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发行2022年度第一期永续中期票据，为

全国首单境外发行人发行的绿色及乡村振兴

永续中期票据

加强预算管理，全面推行运营成本、管理费用

标准化及应收账款管理和国补清单申报工作

持续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境内外的融资比例，

多元融资工具的结构

建立国内资金池，灵活运用及有效压缩闲置

资金

财务筹划-优化结构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技术研发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研发引领- 持续发力

 开发碳资产，蓄势以待

着眼转型发展所需，提升技术研发管理水平，重点关注生物质灰渣资源化利用、碳捕
捉及固体燃料电池（SOFC+SOEC）、移动式储能、电力市场现货交易、虚拟电厂
及能源互联网等多个新领域的研究，为转型发展储备动能。

截至2022年底，持有授权专利228项，包括发明专利32项，实用新型专利191项，
以及软件著作权5项。

全面加强碳资产的运营及管理，深入发掘现有业务的CCER资源潜力，进军风电、
光伏、光储充一体化等具备开发CCER潜力的新能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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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表现- 不断提升

 持续贡献绿色电力及清
洁供汽，共抵消二氧化
碳当量排放305万吨

 有害废弃物产生量及密
度同比均下降63%

 氮氧化物（NOx）及硫
氧化物 (SOx)排放量同
比分别下降19%、23%

 依托生物质业务建立的农
林废弃物收储体系，为当
地农民创造就业机会

 致力于营造安全健康的工
作环境，去年零工伤及死
亡事故

 全年培训场次1,974次，
员工平均培训时数17.34

小时

 将联合国的 10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融入公司可持续
发展策略中

 未来 3到 5年内，目标实
现董事会女性董事占比
20%

社会环境 管治

 荣获由香港会计师公会举办的「2022最佳企业管治及ESG大奖」中-H股公司与其他中国内
地企业组别的「企业管治评判嘉许」殊荣

 连续第5年获纳为恒生可持续发展企业基准指数成份股

 荣获「中银香港企环保领先大奖2021」中「环保优秀企业」证书、标志及「3年+环保先驱」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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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展望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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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生物质综合利用业务向智慧能源转型，打造国内领先

的生物质绿电交易平台和零碳园区运营商；

推动危固废处置业务向资源化转型，通过补短板、强协同，提

高项目效益；

推进环境修复业务创新，重点聚焦填埋场修复业务，打造国内

领先的存量垃圾填埋场修复企业。

稳主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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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环境、能源、资源、气候”，打造“四位一体”的碳
中和综合服务供应商。

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紧抓新能源产业链市场机遇，积

极探索新业态；

围绕国家“双碳”目标，加速科技创新为驱动的业务转型，

引领公司转型发展；

促转型，厘定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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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微电网、分布式电源、储能和负荷聚合商等新兴市场主体独立参与电力交易；

• 拓展电力需求响应实施范围，通过多种方式挖掘各类需求侧资源并组织其参与需求响应；

• 支持用户侧储能等用户侧可调节资源，以及虚拟电厂运营商、综合能源服务商等参与电力市场

交易。

《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质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

顺应国策，赋能转型

• 撬动电力价格机制，推进电力价格市场化；

• 电力现货市场有利于实现电力成本传导，发现电力实时价格；

• 电力市场改革速度明显加快，有利于电力运营恢复至合理利润水平。

《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征求意见稿）》《电力现货市场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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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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