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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業概覽

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光大國際」），1993 年在香港創立，為
光大集團旗下實業投資之旗艦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HKSE:0257）。

2003 年轉型環保領域，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現已成為中國乃至亞洲
環保行業領軍企業、世界知名的生態環境集團。下轄兩家上市公司
光大水務（SGX:U9E）和光大綠色環保（HKSE:1257）。2017年，光
大國際收入逾200億港幣；2018年上半年，收入逾117億港幣，總資
產超過820億港幣，員工總數超過8,800人。

◊ 投資 ◊ 建設 ◊ 運營
◊ 設計研發 ◊ 環保裝備製造

全產業鏈

◊ 環保能源 ◊ 環保水務 ◊ 綠色環保
◊ 環境科技 ◊ 裝備製造 ◊ 國際業務

六大業務6

業務以中國為主要基地，同時遍布東南亞、 
歐洲等地區國家

國際化

擁有國有企業、上市公司、外企三重身份

三重身份



2 業務版圖

越南

德國 

中西部地區 長三角地區

珠三角地區

環渤海地區
波蘭

項目分佈全國21個省及直轄市、140多個地區；
共落實303個項目、累計總投資約860億元人民幣

* 數據截至2018年8月

海外業務進入德國、波蘭和越南市場



3業務板塊

越南

德國 

中西部地區 長三角地區

珠三角地區

環渤海地區
波蘭

* 數據截至2018年8月

環保能源

亞洲最大垃圾發電投資運營商
光大國際旗下規模最大、業務佔比最高的核心業務板塊。業務包括：垃圾發電、
滲濾液處理、沼氣發電、污泥處理處置、餐廚垃圾處理、環保產業園開發等。截
至目前，投資項目超過100個，總投資逾430億元人民幣。

102個
已簽約項目

78,200噸
設計日處理 
垃圾規模

54個
投運垃圾發電

項目

45,800噸
日運營 
垃圾規模

12個
環保產業園



4 業務板塊

江蘇蘇州垃圾發電項目
（3,550噸╱日）
獲首批國家AAA級垃圾 
焚燒發電廠評定

江蘇吳江垃圾發電項目
（1,500噸╱日）
獲國家AAA級垃圾 
焚燒發電廠評定

江蘇常州新北垃圾發電
項目（1,500噸╱日）
獲國家AAA級垃圾 
焚燒發電廠評定

山東濰坊垃圾發電項目
（1,500噸╱日）
獲國家AAA級垃圾 
焚燒發電廠評定

山東日照垃圾發電項目
（600噸╱日）
獲國家AAA級垃圾 
焚燒發電廠評定

廣東博羅垃圾發電項目
（1,050噸╱日）
獲國家AAA級垃圾 
焚燒發電廠評定

典型業績

浙江寧波垃圾發電項目

• 浙江寧波垃圾發電項目
（1,500噸╱日）— 獲國
家AAA級垃圾焚燒發電
廠評定，國家級綠色發展
標竿項目

江蘇常州垃圾發電項目

• 江蘇常州垃圾發電項目
（800噸╱日）— 獲国家
AAA級垃圾焚燒發電廠評
定，目前國內唯一一座位
於居民區中心的垃圾焚燒
發電廠

江蘇南京垃圾發電項目

• 江蘇南京垃圾發電項目
（4,000噸╱日）— 獲國
家AAA級垃圾焚燒發電
廠評定，目前光大國際最
大的運營垃圾發電項目

浙江杭州垃圾發電項目

• 浙江杭州垃圾發電項目
（3,000噸╱日）— 成功
化解「鄰避效應」示範 

項目

山東濟南垃圾發電項目

• 山東濟南垃圾發電項目
（2,750噸╱日）— 獲住
建部「魯班獎」，國家優質
工程

海南三亞垃圾發電項目

• 海南三亞垃圾發電項目
（1,050噸╱日）— 獲國
家AAA級垃圾發電項目，
入選國家財政部PPP示範
項目



5業務板塊

環保水務

水處理、水環境治理綜合服務提供商
中國光大水務有限公司是光大國際控股、新加坡主板上市公司（SGX:U9E），專注
於污水處理及水環境綜合治理，截至2018年上半年，總處理能力逾500萬噸╱日，
總投資額約180億元人民幣，於國內排名第四位。

* 數據截至2018 年8月

已獲取項目 運營項目
總處理規模

污水處理項目
水環境

綜合治理項目

101個 82個 逾500萬 
立方米╱日

86個 6個



6 業務板塊

江蘇江陰污水處理項目 
（19萬立方米╱日）
環太湖區域水治理重要示範項目

江蘇鎮江海綿城市建設 
PPP項目

全國首批國家PPP與海綿城市建設示範項目

典型業績

山東濟南污水處理項目

北京大興區天堂河污水處理項目

山東淄博污水處理項目

濟南華山水質淨化項目

江蘇鎮江海綿城市建設PPP項目 江蘇江陰污水處理項目

• 山東濟南污水處理項目（108萬立方米╱日）
– 國家市政金杯示範工程，連續兩年住
建部全國36個大中城市污水處理評比
第一名

• 北京大興區天堂河污水處理項目 

（8萬立方米╱日）
– 全國首座地下全封閉污水處理廠

• 山東淄博污水處理項目（25萬立方米╱日）
– 國內第一個「重工業城市」全部執行國
家一級A污水處理排放標準的項目，首
個以「優秀」通過清潔生產審核項目

• 濟南華山水質淨化項目（3萬立方米╱日）
– 光大水務首個全地下式污水處理項目
– 濟南市首個全地下大型污水處理廠



7業務板塊

綠色環保

全國三大生物質綜合利用、危廢無害化處置投資運營商之一
中國光大綠色環保有限公司是光大國際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HKSE:1257）， 
專注於生物質綜合利用、危廢處置、環境修復、光伏發電、風電等業務。截至目
前，累計落實投資超過236億元人民幣。

# 含城鄉一體化項目
* 數據截至2018 年8月

生物質
綜合利用項目

城鄉一體化
項目

危廢處置 
項目

環境修复 
項目

光伏發電及 
风电項目

49個

32個

34個

3個

9個#



8 業務板塊

安徽碭山一體化項目
（每年處理15萬噸垃圾+30萬噸秸稈）

國內首個生物質和垃圾發電一體化項目，為統籌處理縣城鄉垃圾開闢了全新思路

典型業績

安徽碭山一體化項目

安徽靈璧一體化項目 江蘇盱眙熱電聯產項目 山西寧武風電項目

• 安徽靈璧一體化項目（每
年處理15萬噸垃圾+30萬
噸秸稈）
– 業內首創、國內第一
座生物質直燃發電與
垃圾發電融為一體建
設的城鄉一體化示範
項目

• 江蘇盱眙熱電聯產項目
（每年處理30萬噸秸稈）
– 全國136個生物質熱電
聯產縣域清潔示範項
目之一

• 山西寧武風電項目  —  

汾水杯山西省優質工程最
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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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科技

行業標準引領者、創新驅動新引擎
環境科技是光大國際旗下的技術研發板塊，專注於環保工藝技術難點攻關，瞄
準國際環保前沿技術，是光大國際實現創新引領的引擎。其中爐排爐系列技術
獲環境部科技進步二等獎。

在南京成立「兩院三所一中心」研發和
技術服務機構：
• 光大環保技術研究院
• 江蘇節能工程設計院
• 環保能源研究所
• 環保水務研究所
• 綠色環保研究所
• 光大分析檢測中心

2017年3月參與共建全國首個
「垃圾焚燒技術與裝備國家工程實驗室」

2017年4月參與成立「亞太固廢轉能源技術協會」

發明專利

56項 實用新型

295項

軟件著作權

2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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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系列
垃圾焚燒爐排爐

• 300噸╱日－850噸╱日
系列爐排產品，大部分已
經取得歐盟CE認證，獲出
口歐洲的資質

• 光大750噸╱日爐排填補
了國內大型垃圾焚燒爐排
爐的空白

成套滲濾液
處理系統

• 可 以 處 理 C O D 高 於
60,000mg/m3高濃度滲
濾液

• 經過多年自主研發和實踐
應用，形成系列化滲濾液
處理技術，滿足滲濾液出
水回用及排放標準

成套煙氣
淨化系統

• 垃圾焚燒項目煙氣排放全
面執行國家標準

• 煙氣在線監測指標日均值
全面優於歐盟2010標準

裝備製造

光大智造、高端裝備開發製造供應商
光大環保技術裝備（常州）有限公司是光大國際旗下的設備製造板塊，總部位於
江蘇常州。公司生產300噸╱日－850噸╱日系列的爐排爐產品、滲濾液處理及
煙氣淨化系統已進入行業第一梯隊。產品遠銷歐洲、東南亞、北非地區國家。



11業務板塊

國際業務

國際化步伐穩健前進、業務發展新增長極
國際投資是光大國際響應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的主平
台，負責光大國際海外業務拓展與投資，目前已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落實了
多個投資項目。

• 2011年9月，投資6,836萬元
人民幣以BOO模式取得舍
訥瓦爾德光伏發電項目，該
項目為當時德國最大的地面
光伏發電項目。

• 2016年8月，斥資8.96億元人民
幣收購波蘭最大的私人固廢
處理公司Novago sp.zo.o，
成功打入歐洲環保市場。該
項目是2016年中國在中東歐
地區最大的一單併購。

• 2016年12月，中標越南芹苴
垃圾發電項目。該項目一期
投資3.2億元人民幣，日處理
400噸生活垃圾，為越南第
一個現代化的垃圾發電項
目，預計2018年下半年建成
投運。



12 公司榮譽

• 2018年亞洲最佳企業 
管理團隊最受尊崇企業

• 2017年，榮獲 
香港上市公會 
企業管治卓越大獎

• 2017年起，獲納入 
富時社會責任指數

• 2016年，獲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頒發的
「中國十佳綠色責任企業」

• 2014年起，獲納入 
恆生中國（香港上市）
100指數

• 2013年起，獲納入 
MSCI明晟中國指數

• 2014年起，獲納入 
恆生可持續發展指數

• 2016年，獲納入 
道瓊斯可持續發展 
全球指數

• 2016年起，獲納入 
道瓊斯可持續發展 
新興市場指數

• 2016年至2017年，連續 
兩年分別獲得
RobecoSAM可持續性 
銀獎、銅獎

• 2011年起，獲評選為 
中國固廢行業最具影響力
企業榜首

• 2012年，被環保部等 
八部委聯合評選為 
中國環保行業領軍企業

公司
榮譽



13社會責任

率先

社會
責任

自2014 年以來連續五年成為全球最大型環保運動 －
「地球一小時」香港地區首席贊助商

光大國際愛心學校

2011年9月 
在安徽碭山建立「光大國際愛心學校」

2013年6月 
發起成立「光大環保愛心基金」

2013年8月 
在香港成立「光大國際環保公益基金」

2014年起 
為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雙鑽石會員

2015年 
全力支持「仁愛堂環保城市探索之旅」

2016年起 
贊助小母牛「開卷助人」公益活動

2017年11月 
支持德國舍訥瓦爾德社區兒童體育活動場地
設施規劃和建設

• 在國內率先推動採用歐盟2000排放標準

• 推行排放數據與項目當地環保部門在線聯網

• 對外披露所有運營垃圾發電項目小時均值排放指標

光大國際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在全球範圍內積極參與
節能減排、環保教育、愛心捐助、環境綠化等社會公益活動。

創造更多商業價值，
承擔更好社會責任



14 發展戰略

發展
戰略

情系生態環境，築夢美麗中國
全力開啟光大國際爭創全球領先生態環境集團新征程！

三位戰略思考

機不可失、失不再來的
歷史機遇期

歷史方位

五到十年打造成為
世界一流生態環境集團

戰略定位

中國環保領軍企業
國際環保知名公司

市場地位



15發展戰略

六大戰略工程

光大國際

Everbright International

光
大
國
際

Everbright International

光大國際
Everbright International

光大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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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引領工程：
堅定「科技引領、創新
發展」，以技術創新帶
動品質提升，以產業創
新帶動業務發展，以管
理創新帶動效率提高，
以模式創新帶動效能提
升。

規模擴增工程：
五到十年形成世界一流
規模：資產、收入、市
值、處理量等。

效益擴增工程：
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
先」，推動效益與規模同
步增長。

人才引領工程：
堅持「以人為本、人才興
企」發展理念；強調事業
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
人；完善人才管理體系
與激勵機制。

品質提升工程：
精益求精、完美無缺、近
零排放、追求卓越；精品
工程、示範項目、概念工
廠；四個經得起。

品牌提升工程：
圍繞「從優秀到卓越」、
「從中國到國際」、「從中
國領軍到世界領先」的
追求，不斷提升企業品
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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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內容，敬請通過以下方式關注

微信公眾號

光大國際官方網站
www.ebchinaintl.com

微信公眾號

光大綠色環保官方網站
www.ebgreentech.com

微信公眾號

光大水務官方網站
www.ebwat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