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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綠色環保公佈2021年中期業績
**********
財務摘要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21 年

2020 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變動

收益

4,318,742

4,245,875

2%

毛利

1,322,582

1,426,144

(7)%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1,590,554

1,565,385

2%

702,030

822,208

(15)%

33.98

39.80

(15)%

於 2021 年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變動

2,591

2,727

(5)%

總資產（港幣百萬元）

38,506

35,265

9%

資產負債比率（總負債除以總資產）

64.04%

63.51%

0.53ppt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

148.0%

156.2%

(8.2)ppt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現金及銀行結餘（港幣百萬元）

* ppt: 百分點

2021 年 8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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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碼：1257.HK）今天欣然公佈其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
回顧 2021 年上半年，中國政府歷史性地將「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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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出將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圍繞碳減排目標，先後頒布並落地實施多
項制度辦法，構建起一套完整的碳交易規則系統，以迎接開放在即的碳交易市場。在發展綠色低
碳循環經濟體系的指導思想下，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交易中心落戶上海，國家綠色技術交易中
心掛牌成立，綠色電力證書交易市場亦持續升溫。這些無疑為環保產業描繪出更加廣闊和更具潛
力的市場前景，令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事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嶄新局面。
作為一家中國專業環保服務提供者，本集團於 2021 年繼續秉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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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謀佈局，實現各項業務穩健發展。
經營業績方面，2021 年上半年，本集團收益方面持續錄得增長。本集團持續強化籌建項目管理
及穩步推進項目建設；運營服務方面，生物質綜合利用上網電量、生活垃圾處理量及蒸汽供應量
持續上升，帶動運營服務收益持續增長。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收益約港幣 4,318,742,000 元，
較 去 年 同 期 之 港 幣 4,245,875,000 元增加 2%。除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約港 幣
1,590,554,000 元，較去年同期之港幣 1,565,385,000 元增加 2%。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
佔盈利約港幣 702,030,000 元，較去年同期之港幣 822,208,000 元減少 15%。2021 年上半年，每
股基本盈利為 33.98 港仙，較去年同期之 39.8 港仙減少 5.82 港仙。本集團融資渠道暢通，資金
充裕，各項財務指標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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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版圖延伸至香港地區。此外，本集團深入研究「碳
達峰」、「碳中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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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共取得 15 個新項目及簽署 2 份生物質供熱補充協議，涉及新增總投資額約
人民幣 7.42 億元及環境修復項目合同總金額約人民幣 1.17 億元。新項目包括 1 個生物質綜合利
用項目、1 個危廢及固廢處置項目、4 個環境修復項目和 9 個光伏發電項目。項目規模方面，新
增設計發電裝機規模 13.78 兆瓦，新增生活垃圾設計處理能力約每年 18.25 萬噸，新增設計蒸汽
供應能力約每年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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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步推進旗下項目工程建設。
於回顧期內，新執行或在建項目 14 個，完工及投運項目 13 個。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在
建或執行中的項目共 35 個，包括 3 個光伏發電項目、1 個生物質綜合利用項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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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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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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深入契合本公司業務轉型發展的需要。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重點圍繞碳中和、光儲一體化及動
力電池回收等方面開展研究工作，為新業務類型的技術可行性提供支撐。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國
際合作的重大專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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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本集團共持有授權專利 189 項，包括發明專利
22 項和實用新型專利 162 項，以及軟件著作權 5 項。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已落實環保項目 130 個，總投資額達約人民幣 321.41 億元，累
計承接環境修復項目 40 個，涉及總合同金額約人民幣 11.31 億元。

生物質綜合利用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運營及完工的生物質綜合利用項目共 49 個，提供上網電量約 2,894,208 兆瓦
時，較去年同期增加 15%；處理生物質原材料約 3,752,000 噸及生活垃圾約 1,664,000 噸，分別較
去年同期增加 30%及 55%；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蒸汽供應量約 1,059,000 噸，較去年同期增加 80%。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在建生物質綜合利用項目 1 個，設計發電裝機容量 25 兆瓦，設
計生活垃圾處理能力約每日 1,000 噸。
於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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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8,344,000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13%。生物質綜合利用項目貢獻淨盈利約港幣 596,880,000 元，
較去年同期減少 23%。盈利減少主要由於在建項目數目減少以致建造服務收益相對減少，加上回
顧期內受生物質原材料價格上漲影響，令運營成本增加所致。

危廢及固廢處置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運營及完工的危廢及固廢處置項目 26 個，無害化處置方面，共處置危廢及
固廢約 104,000 噸，較去年同期增加 30%；資源綜合利用方面，共處置危廢及固廢 10,900 噸，較
去年同期增加 91%，並銷售資源化利用產品約 4,600 噸，較去年同期增加 92%。在建危廢及固廢
處置項目 18 個，總設計危廢處理能力達每年 1,176,500 噸。
於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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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092,000 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90%。危廢及固廢處置項目貢獻淨盈利約港幣 222,130,000 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 120%。盈利增加主要由於回顧期內符合貢獻建造服務收益的在建項目數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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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修復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執行中的環境修復項目共 13 個，分別位於江蘇省、山東省、安
徽省及天津市，涉及總合同金額約人民幣 6.89 億元；另有 2 個項目處於籌建階段，涉及總合同
金額約人民幣 4,355 萬元。
於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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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4,000 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 23%。環境修復項目貢獻淨盈利約港幣 2,560,000 元，與去年同期大致持平。

光伏發電及風電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光伏發電及風電項目已售電力共約 145,139 兆瓦時，較去年同期增加 7%，
貢獻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約港幣 108,976,000 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3%。光伏發電
及風電項目貢獻淨盈利約港幣 47,624,000 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9%，主要由於回顧期內風資源較
強所致。
光大綠色環保行政總裁錢曉東先生表示：
「2021 年上半年，光大綠色環保在中國光大集團股份公
司（「光大集團」）及中國光大環境集團有限公司（「光大環境」）的大力支持下，一方面搶抓市場
機遇，積極探索新的業務方向，鋪就公司轉型發展之路，另一方面聚焦管理提升，不斷推動現有
業務提質增效，實現各項業務穩健發展。2021 年下半年，本集團將按照『穩主業、謀轉型』的工
作思路，加快研究碳市場，開發碳資產，加強在可再生能源、大宗工業固廢、填埋場環境修復等
方面的技術研發和市場拓展工作，探索新的商業模式，鞏固價值創造能力，為廣大投資者貢獻靚
麗業績。」
光大環境董事會主席、光大綠色環保主席王天義先生指出：
「2021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持續
反覆，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環保行業發展的外部環境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化和挑戰。與此同時，隨
著『碳達峰』
、
『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佈局，國家推動『減污』與『降碳』協同增效的
思路日漸清晰，更大更新的市場機遇不斷顯現。面對新形勢，本集團將按照光大集團和光大環境
的統一部署，不畏艱難，直面挑戰，勇敢走出『舒適區』，加快推進戰略轉型，適應和引領行業
發展大勢，同時以科技為引領，不斷整合公司優勢資源，打造公司核心競爭力。光大綠色環保將
在落實國家戰略中搶抓發展機遇，構建提質增效的長效機制，推動公司實現高質量發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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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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業務覆蓋中國境內 15 個省、自治區和特別行政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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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蔚/方聖潔
電郵: kawai.li@citigatedewerogerson.com / celia.fong@citigatedewerogerson.com
電話: +852 3103 0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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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