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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色 品 牌

绿 色 事 业

 

　
　

中国光大环境（�团）�限�司（「光大
环境」或「�司」）为其���东中国光
大�团���司在实业领域的旗舰企
业��港�合交易所�限�司（「�港�
交所」）主�上市�司（257.HK）�

2003年转型环境领域�来��司历经
�20年发展�已�步成长为中国�大环
境企业�亚�环�领军企业及世界知名
环境集团。作为全球最大垃圾发电投资
运营商，光大环境设计日处理生活垃圾
能力超过15万吨，服务超过1.2亿居民。

光大环境主营业务�盖垃�发电�协同
处理�生物质综合利用�危废�固废处
置���源�环境���水环境综合治
理�装备制��垃����环卫一体��
资源�环利用�无废城市建设�节�照
明��析检测�绿色技术研发�生态环境
规划设计�环�产业园��



金 色 品 牌

绿 色 事 业

1公司简介

公司简介

发展战略

业务领域

固废　泛水　��源

企业�求
创�更�投资价值 
�担更�社会责�

企业使命
情系生态环境 
筑梦美丽中国

�司转型环��来�主�经营�标�续稳健增长

#   �合增长率统计时间:2003年至2021年

总资产 

年�合增长率#

29%

营业收� 

年�合增长率#

43%

�司�东应占盈利 

年�合增长率#

30%

2003年 2003年 2003年
20.7亿港元 0.8亿港元 0.6亿港元

2,002.4亿港元 499.0亿港元 68.0亿港元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03年 2003年 2003年
20.7亿港元 0.8亿港元 0.6亿港元

2,002.4亿港元 499.0亿港元 68.0亿港元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03年 2003年 2003年
20.7亿港元 0.8亿港元 0.6亿港元

2,002.4亿港元 499.0亿港元 68.0亿港元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 核心优势

核心优势

�重��
外企优势
拥有市场化 
效率与活力

上市企业
坚持高水平 
管理与管治

央企背景
勇担央企的
使命与责任

业务规� #

生物质原材料

�800万吨/年

危废及固废

�290万吨/年

蒸汽供应

�540万吨/年

污水、中水及供水

�720万立方�/日

生活垃圾

�15万吨/日

项目设计处理/供应规模

项目投资总额

�1,540亿人民币

投资项目数

543个

项目分布

25个省市自治区��别行政区
海�布局德国�越南�波兰�毛里求斯

#   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9月30日



3核心优势

中国环�行业上市�司
品�价值榜榜首 
（146亿元品�价值）

品�荣誉

综合实力
• 中国环境企业50强榜单榜首（连续3年）
• 中国固废行业�具影响力企业榜首（连续11年）
• 财富中国500强企业（连续2年）
• MSCI中国�数成��（连续10年）

科技创�
• 2021中国�科技100强
• 2020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奖）
• 旗下光大环�技术装备（常�）�限�司 
�选国家级专���「小�人」企业�单

�营�理
• 国家级无��AAA级生活垃
��烧厂（ 10余个）

• 旗下�个垃�发电项目�选
国家发展改革�首�绿色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
目典型�例

• 江��江海绵城市建设PPP
项目�围�合国欧经会
2021年「更�重建」基础设
�奖项评选五强

可�续发展
• �琼斯可�续发展�数�列 
成��（连续7年）

• 标普�球可�续发展年鉴成
员（�年�选）

• 恒生可�续发展企业基准�
数成��（连续12年）

• 「实现�中和」证书
• �中和贡献先锋机构

工�建设
• 鲁�奖（国家建�行业�高
荣誉）（ 3�获奖）

• 江西吉�垃�发电项目获中
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授予「社
会实践点」称号

• 富时社会责��数成��
（连续5年）

• 年度责�品�（连续8年）
• 环境��/科普��基�
（ 80余个）

社会责�

中国生态文明奖－ 
先进�体

�球垃��烧发电 
专利��的企业



4 ESG亮点

ESG亮点

光大环境�续主动披�环境�社会和�治（ESG）表现�并在内部�整个价值链促
进ESG的�面应用��续提升ESG披��明度并将其更�纳�生产经营�坚守可
�续发展理��

环境贡献
坚�打�优质的环�项目和服务��续改�人居�生态环境�

1. 累计环境贡献#

* 数据统计由公司首个环保项目投运至2022年6月30日

污水

约138亿立方�
* 数据统计由公司首个环保项目投运至2022年6月30日

渗滤液

约4,100万立方�

减少化学需氧量排放

�530万吨

农林废弃物

�3,000万吨

危废及固废

�156万吨

生活垃圾

�1.93亿吨

绿色电力供应

�930亿千�时

节约标煤

�3,700万吨

#   数据统计的时段:2005年�司首个环�项目投�至2022年6月30日



5ESG亮点
2. 碳中和贡献

2021年�来�围绕国家「双�」战略目标��过研�学习��索试点�技术研发
�举措�推出了一�列「�减�」组合拳�

1) 净�减�

2) �减�试点工作

3) �减�相关技术研�

成立「�中和技术研发中心」
和「��技术研�中心」

推进「�捕�」相关技术研
发�并完成百�斤级固态�
二氧��捕�材�生产研制

推动�司旗下项目�资产
的开发试点和�资产�理
信息平台的开发

获�港品质�证局 
认定「实现�中和」

2021

�500万吨

2020

约400万吨

自主研发并�续优��核��型�评估企业经营的��放水平�完�自�的�减��略

旗下项目�担国家生态环境部温室气体
�放实�监测试点工作�为国家建立和优
�环�项目温室气体监测方法提供支撑

开展「厂内光伏」�「���汽」�项目试
点�减少项目�其所在园区的�足�和�
营成本



6 E S G�点
社会责任
光大环境依�旗下环�项目�光大环�爱心基金�光大环境�益基金会�平台�
践行企业�民之责�打�「政企民」利益共同体�

累计公众开放项目数

138个
2017年以来

累计��的参观考�人士 

�66万人�

2013年以来
光大环�爱心基金累计支�
环卫工作者�2,000人�

2011年以来
�徽砀山爱心学校累计支�
学生�7,000人�

近年重要社会责任活动

核心优势

常年积�参与支�世界环境日
�环�主题活动

旗下项目�过���物�方式�
积�支�国内各�抗击疫�

疫�期间�驰援海���抗疫
工作

支��合国儿童基金会�
港�员会「童闯大自�」
戶��子嘉年华

在港中小学开展环���工作
坊�列活动



7E S G�点
企业管治
光大环境�力于维�高水平的企业�治标准�
强�企业�治实践��过提高�明度和问责
性��续提升企业�治水平�为�司各利益相
关群体创�价值�

 �事会�辖下�员会��理层�工�晰�
权责�明��事会成员�元���加��性
�事��用�事的不同技��行业知识和经
验����景和其�素质

 �东沟����元畅�

 �面��时�高�明度的信息披�����
东�投资者�其���者�可�时获�信息

 不断完�的风险�理体�和环境����健
��社会责�（ESHS）�理体�

 2020年�来�参与和支�气�相关财务披
�工作小组（TCFD）�在可�续发展报告中
�照TCFD标准�披�关键气�风险�针对
相关环境风险采�的战略和企业�治措�

 设�内部��部举报�调�办法��制定
�贪污��贿赂��洗钱政���提高�明
度�廉洁度�问责性���合法合规

光大环境�选�港�事学会2020年「十大企业�治�佳上市
�司」�����司�其附�企业于�港上市�会与�港�会
大学�司�治与金融政�研�中心�合
举办的「�港�司�治与环境�社会�
�治卓越奖」评选���港会计师�会
「�佳企业�治与ESG大奖」评选中�
先后摘得�项�荣�



8 业务板块

 �点展�

�球�大的垃�发电投资�营�
光大环境旗下规��大�业务占��高的核心业务���业务包括垃�发电�
�厨�厨余垃�处理�渗滤�处理�飞�处理�沼气发电�污�处理处置�建�
装�垃�处理�环�产业园开发��

环�
�源

业务板块

 �点展�

雄��区垃�综合处理项目:�球�二座�国内唯一的��
下垃�综合处理项目� �盖生活垃���厨�厨余垃��粪
便�污���疗废物�固体废物的处理�

垃�发电�协同业务

海�业务布局

越南��垃�发电项目:光大环境首个海�垃�发电项目�
曾获�视《�闻��》专题报��并于2021年获得「越南都市
环境质量�出成就奖」�

高参数�优工�的智�电厂

广东�罗垃�发电项目:国内首�成功应用高参数的垃�
发电项目��细��营�理的行业标杆�智�电厂数字�转
型发展的��项目;�过将项目厂区与景区相融合�打�了
广东首个环�生态园项目�



9业务板块

 数据�点#

项目总投资
�910亿元人民币

市场布局
19个省市自治区�2个海�市场

垃圾发电项目数*

154个

设计生活垃圾处理规模*

�14万吨/日

运营生活垃圾处理规模*

�12.5万吨/日

垃圾发电协同项目数

�80个

环保产业园数

12个

14个 垃�发电项目获「国家
AAA级生活垃��烧厂」认定

3个 项目建设工� 
获「鲁�奖」

国内首个「高参数�大���中间再热�智��」电厂

�实项目数*

239个

浙江衢�垃�发
电项目:坚�高
标准建设项目的
同时�采用「去
工厂�」理��
结合当�风光�

�貌�传统民居��色进行项目设计和建设�与当�
社区更�共融�项目建设工�于2021年获「鲁�奖」�

浙江杭州垃圾发电项目：「邻避效应」化解为「邻利效应」的
良好实证、光大环境围绕「政企民」共融共建的积极探索。
项目建设工程于2019年获「鲁班奖」。

��「邻�效应」��

江苏常州垃圾发电项目：作为项目开放接受社会监督创新案
例入选中组部编写的《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发展改革稳定中攻坚克难案例》、中央文明委
首批基层联系点中唯一的环保单位、全国首个厂界全开放
且设施惠民的城市客厅 。  

引领「�众开放」标杆

优质工�建设
山东 济 南 垃 �
发电项目:该项
目 建 设 工 � 于
2013年获得「鲁
�奖」�是�司首
个获��荣的项

目�亦为国内首个摘得该荣誉的垃�发电项目�

*   ����营项目     #   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9月30日



10 业务板块

品�优势

¥

�营优势

¥

中国一�的水环境综合治理服务供应�
中国光大水务�限�司（「光大水务」）为�加坡证券交易所�限�司��港�
交所主�上市�司（U9E.SG�1857.HK） ��力于推动�水为源的产业价值创
��光大水务已实现原水�护�供水�市政污水处理�工业废水处理�中水回
用��域治理�污�处理处置��业务�盖��专于项目投资�规划设计�科技
服务�工�建设��营�理�综合诊断�业务领域�

 核心优势

山东济南污水处理项目:自首个水厂于2006年投
��来�该项目已拓展�个水厂�设计日污水处
理总规��120万立方�;曾于2016年�合国欧
经会国际PPP论坛成为「�球12个PPP成功�例」
中唯一的中国项目�

 �点展�

技术优势

¥

融资优势
¥

环�
水务



11业务板块

 数据�点#

设计中水供应规模

约28万立方�/日

设计供水及原水供应规模

85万立方�/日

设计水处理规模*

约718万立方�/日

运营水处理及供应规模*

约577万立方�/日

设计市政污水及 
工业废水处理规模*

约605万立方�/日

「厂内光伏」试点项目:于山东淄�污水处理项
目启动的光大水务首个「厂内光伏」试点项目已
于2021年8月并网发电�可满足厂区用电约9%�
促进厂区节����为进一步打�绿色��工厂
提供宝贵经验�

江��江海绵城市建设PPP项目: �过绿色基
础设�使�江免受�端暴�天气冲击�变得更加
宜居�可�续�该项目于2021年在�合国欧经会
「更�重建」基础设�奖项评选中跻�五强�亦
为中�财政予�支�的16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项目之一�国家财政部PPP��项目�国家发展
改革��二�PPP项目典型�例�

市场布局
12个省市自治区�1个海�市场

项目总投资
�290亿元人民币

落实项目数*

160个

*   ����营项目     #    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9月30日



12 业务板块

江���吴江城市生活垃�卫
生填埋场��项目:�司首个
填埋场生态��项目�采用�
氧加�稳定���技术�节�
减��并使垃�堆体���到
稳定�;填埋场渗滤�采用�
量�处理技术���高效�根
除浓��无二�污��

定位为中国领先的「�中和」智��源供应�� 
工业危废处置投资�营�
中国光大绿色环��限�司（「光大绿色环�」）为�港�交所主�上市�司
（ 1257.HK）�专注于危废�固废处置�生物质综合利用���源�环境���
业务领域�

 核心优势

独�的生物质与垃�发电一体��式
城乡一体��式实现了生物质综合利用
和垃�处理项目选址�设计建设�报�报
建和�营�理一体��开创了农村县域生
态环境治理的先河

��统�源��方�
采用��协同方式�协同各�方政府打�
「��智�园区」和「�电网」

��统环���方�
业务�围广��营经验�富�协同各�方
政府打�「无废城市」

 �点展�

绿色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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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璧生物质�垃�发电
一体�项目:国内首个一�性
建成的城乡一体�项目�设计
规�为年处理生物质原�30万
吨�日处理生活垃�400吨�

江��沂危废综合处置项目:
设计规�为年处置危废�力7

万吨（其中危废�烧4万吨�危
废填埋2万吨�危废物�处置1

万吨）�年处理病�和病�动物
3,000吨�

�港光伏发电项目:�司在港
首个环�项目�目�旗下共11

个光伏发电子项目�总设计装
机规�3.18兆��

 数据�点#

市场布局
15个省�自治区��别行政区�1个海�市场

危废处置项目

62个

设计危废处理规模

约294万吨/年

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

54个

设计生物质原材料 
处理规模

�809万吨/年

设计生活垃圾处理规模

�1.1万吨/日

新能源项目

24个

装机规模

约136兆�

环境修复服务

45个

项目总投资
�330亿元人民币

�实项目�服务数
186个

 #   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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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压机械式生活垃��烧����列获得欧盟CE认证�
�合欧盟相关���求�可加贴CE标志进�欧盟市场销售

自主研发生产的�级�压机械式垃��烧�获 
国家重点�产品认定

�废/危废��回转�获纳�国家首台套重点推广
应用技术目录

�厨�厨余垃�协同处理设备成套获�锡常首台(套)装备认定

中国�干环�装备研发制��
依托光大环保技术装备（常州）有限公司为平台，以国家「绿色工厂」为基础，
升级打造「零碳工厂」的同时，促进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深入融合，构建「光大
智造」发展新格局，持续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重�认证
光大环�技术装备（常�）�限�司�选 

国家级专���「小�人」企业�单

装备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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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产品展�

DTRO��统成套装备:独立研发的浓水减量�
（DTRO）�处理设备�可在高盐�进水水质下�
�证�学�氧量（CODcr）����盐的去除率�超
过98%�回收率超过50%;具备使用寿命长�维�方
便���更换费用��浓缩倍率高�显�优点�

�气净��统:该�统为自主研发�可��项目
的�气�放�面执行国家标准��气在线监测 
�标日�值�面优于欧盟2010/75/EU�放��
标准�

�厨�厨余垃�处理成套装备:该装备可与其�垃
��烧设�「同址共建」�产生的固��沼���气
�于垃��烧设�实现协同处置�减少重�投资�
�烧处理成本�增加经济收益;具备�统完�封闭�
�自动�制�完�实现无人干预�选��点�

渗滤�处理�统:该�统的渗滤�处理技术经过
�年自主研发和实践应用�可满足渗滤�出水回
用�相关�放标准�

�列�烧���:自主研发生产的300吨/日-1,000
吨/日�列�烧����部�曾获国家生态环境部
科技进步二�奖;部�型号的���产品的推出
填补了国内大容量�烧���的�白�

环�设备

装备制�推出的「光环开普乐」
�列净水�产品��力于为民众
提供健����的饮水��滤�
装置中的过滤�为核心技术��
大限度滤除自来水中��物质�
已经过专业机构认证检测�

民用商品

扫�二维码� 
�阅「光环开普乐」 
�列净水�产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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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环境科技研发创�的引�
基于�港��圳�南京��岛的��研发体��科创���力打�面向�球的绿
色科技创�平台�技术转�平台�

研发布局方面�科创��重点�焦「面向传统业务�面向�业务�面向未来发
展」三个方向推进研发工作�为光大环境各业务发展�势赋��提供技术�障�

成立�中和技术研发中心�
围绕国家「 双� 」战略目
标�积�开展相关理论�技
术研��

 重点科研攻关领域

生活垃圾

农林生物质

一般工业
固废

危废

其他焚烧类
专有技术

有机固废

高浓度有机
废水处理

水环境治理

大数据
及智能控制

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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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主�研发成果展�

 知识产权成果* 

发明专利
166项

软件�作��观专利
240项

实用型专利
1,171项

累计专利授权
1,577项

自主研发飞���子
�融技术�经科技成果
鉴定�国际领先水平

垃��烧高效湿法脱�技术研发与应用

光大�岛研�院�过中
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
员会（CNAS）认证�跻
�国家认可实验室行列

脱�脱�一体�
技术应用��

�球��
垃��烧发电相关专利

大型一体�固废�烧技术已实现成果转�

垃�渗滤��馏脱����资源�协同减
�技术�经科技成果鉴定�国际先进水平

垃�自�应智��烧�制�统与技术

 #   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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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为中国一�的城市综合服务�
垃���与资源再生利用投资�营�
紧密围绕垃�发电「五点一线」技术路线�构建从源头��回收至末端资源�
处置的�产业链业务体��

 主营业务

江���吴江�都��域垃����营服务项目 江�盐城亭�区垃����拣中心项目

 �点项目

云南玉�生活垃�收转��统建设PPP项目 山东济南厨余垃�资源�处置项目

 核心优势
�盖垃�处理「��转�
拣�用�烧」�过�的「五
点一线」技术路线

资源化处置和再生资源利用
建筑垃圾厨余垃圾等资源化处置、可再生资源收集分
拣及利用

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服务、分类收转运系统建设、智能垃圾分类
箱销售

城市综合服务
环卫作业、园林绿化、市政管养

生态
资源

请扫�二维码观看 
「五点一线」
技术路线宣传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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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领先的节�照明�智�城市建设综合服务�
�「绿色�健��智�」为发展理��业务�盖
节�健�照明光源产品�基于智��杆的智�
城市建设核心软硬件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
和销售�为客戶提供城市�路照明�文旅景观
照明���照明��智�园区�智�城市建设�
统��方��主��合同�源�理（EMC）�工
�总包（EPC）�直销�式�为政府客戶�企业
客戶和�费者提供一站式定制服务�

 自主知识产权产品

绿色照明
�光大�钠��LED节�产品为
主�光伏产品为辅�根据目标城
市定位和�点�开展�路照明
节�改���源���提供��
��定制�服务�

光大�钠�较国内�路照明的
高压钠�节电率高�50%;应
用场景广泛�光效优��光品质
��维护成本���雾性强�照
明�性健��更换便捷�维护成
本��

健�照明
��室��学习台�为主�
�备顶级的健�光源技
术�营�健�光环境�

光大
照明

智�照明
�智��杆为
载体��智�园
区软件为平台�
推动智�城市
建设�

请扫�右侧二维码�阅 
光大照明产品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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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一�规划设计院
�光大生态环境设计研�院为主�平台�围绕环�和�源两个主�领域�积�
打�核心技术�力��索�元�经营�强�技术�力�度�拓展业务宽度��伸
产业链长度�立足优势��步形成�过�工��询一体�服务体��

 重�资质

�工总�包资质:市政�用工��工总�包叁级�环�工�专业
�包壹级

国家级压力��设计资质

�询资质:生态建设与环境工�甲级�电力�市政�用乙级

设计�总�包资质:电力行业乙级�市政行业（热力工�）专业乙
级�建�行业建�专业乙级�环境工�（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
甲级�环境工�（水污�防治）乙级的设计资质

增值业务
三维设计、数字化交付、数字工厂、工程数据中心等

主业范畴
技术咨询、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等

专注领域
新能源发电、环境综合整治、市政热力工程等

环境
规划

工�设计资质证书



光大环境�信�众号 光大装备制��信�众号

www.cebenvironment.com

www.ebgreentech.com

光大绿色环��信�众号光大水务�信�众号

www.ebwa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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