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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企业海外并购最大规模收官，中国天楹 88.82 亿元收购 Urbaser：

2018 年 9 月 24 日，中国天楹（000035.SZ）发布公告称，将向华禹

并购基金、中平投资等 26 名交易对手购买其持有的江苏德展 100%股

权，从而间接收购 Urbaser100%股权，交易对价 88.82 亿元人民币，该

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重组委有条件审核通过。此次并购事项在 2017 年

底发布交易预案，直至 2018 年 9 月有条件通过审核，期间并购方案调

整交易方案、修改交易对价和支付比例并增加业绩承诺（中国天楹实

际控制人承诺交易完成后，2018 到 2020 年间，Urbaser 净利润不低于

4975、5127 及 5368 万欧元）。 

 

■ Urbaser：欧洲领先的综合固废管理平台：Urbaser 为欧洲领先的综

合固废管理平台，立足于智慧环境服务领域，依托自身横跨固废管理

全产业链的综合技术工艺及运营管理优势，为市政机构和企业客户提

供“一体化城市环境综合管理服务”。其中： 

 业务端：由“智慧环卫及相关服务”、“城市固废综合处理服务”、

“工业再生资源回收处理服务”以及“水务综合管理服务”四大业

务板块构成，综合固废管理平台形成。 

 经营端：Urbaser 业务模式主要系与政府客户签署长期特许经营合

同，依靠政府信誉背书和国家财政支出担保。客户主要为政府机构

和企业客户，BOT 和特许经营是主要方式。 

 财务端：1）智慧环卫+城市固废处理是公司主要业务，贡献近 90%

营收；2）西班牙地区贡献最大比重营收，在阿根廷、智利、法国

等地贡献营收比例也较为稳定，海外业务拓展成效显著；3）Urbaser

毛利率与欧洲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当，毛利率波动趋势与欧洲同行业

可比公司基本一致，符合欧洲固废管理公司的行业特征；4）现金

流入持续稳定强劲，水平高于 A 股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Urbaser

盈利质量较优，资金运转情况良好。 

 

■中国天楹：致力于构建固废管理全产业链，有望登上全球化环保产业

舞台：中国天楹主营垃圾焚烧发电，在固废产业链中专注下游领域发

展，并坚持持续的技术研发、创新，巩固并提升研发实力和技术水平，

在稳步推进国内业务的同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收购与整合 Urbaser，

有助于 1）构建固废管理全产业链，将上市公司打造为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大型环保企业集团。2）业务触角将延伸至全球 20 多个国家地区，

提高上市公司全球业务布局能力。本次重组完成后，Urbaser 将成为上

市公司下属子公司，上市公司的业务触角将延伸至全球 20 余个国家

和地区，进一步扩大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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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继续看好环保板块，建议沿政策轨迹关注细分行业龙头。 

伴随着环保税开始征收，征收效率有所提升；环保督察常态化显著，

2018 年预计强度不减，走穴式监察使得环保生态强度深化。而新三板

拥有近 400 家公司，覆盖了大气治理、水治理、固废治理等各个领域。

正如我们在《环保行业 2018 年中期策略——一江“碧水”绿意深，“清

废”攻坚正当时》中，继续看好环保板块，建议从政策推进进程中发

掘潜在机会，建议关注水治理、固废治理和再生资源板块投资机会。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力度不及预期、PPP 订单释放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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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行业要闻盘点：中国天楹有望登上全球化环保产业舞台？ 

1.1. 环保企业海外并购最大规模收官，中国天楹 88.82 亿元收购 Urbaser 

2018 年 9 月 24 日，中国天楹（000035.SZ）发布公告称，发行股份收购全球环境保护及

固废治理龙头企业 Urbaser 资产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重组委有条件审核通过。此次并购事

项在 2017 年底发布交易预案，直至 2018 年 9 月有条件通过审核，期间并购方案调整交易

方案、修改交易对价和支付比例并增加业绩承诺。此次最大的海外并购案获得批准，中国环

保企业有望登上全球化环保产业舞台。 

 

图 1：江苏德展股权结构图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根据公司收购预案，中国天楹将向华禹并购基金、中平投资等 26 名交易对手购买其持有的

江苏德展 100%股权，从而间接收购 Urbaser100%股权，交易对价 88.82 亿元人民币，其中

股份方式支付对价 64.04 亿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5.89 元/股，发行 10.872

亿股），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24.78 亿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30.68 亿元。且中国天

楹实际控制人承诺交易完成后，2018 到 2020 年间，Urbaser 净利润不低于 4975、5127 及

5368 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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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国天楹收购 Urbaser 具体方案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1.2. Urbaser：欧洲领先的综合固废管理平台 

Urbaser 为欧洲领先的综合固废管理平台，立足于智慧环境服务领域，依托自身横跨固废管

理全产业链的综合技术工艺及运营管理优势，为市政机构和企业客户提供“一体化城市环境 

综合管理服务”。 

 

1.2.1. 业务端：四大板块发力，综合固废管理平台形成 

智慧环卫+城市固废处理+工业再生回收+水务管理四大板块发力，综合固废管理平台形成。

Urbaser 全球业务由“智慧环卫及相关服务”、“城市固废综合处理服务”、“工业再生资源回

收处理服务”以及“水务综合管理服务”四大业务板块构成。其中： 

 

 智慧环卫及相关服务 

智慧环卫是 Urbaser 的第一大业务，遍布西班牙、法国、阿根廷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Urbaser 以城市智慧环卫服务为核心，依托物联网、互联网和云计算等最新技术建立智慧环

卫数据运营服务平台，成功研发并运用国际领先的“智慧环卫”整体解决方案，通过为各环

卫管理元素（包括垃圾收集设施、各类环卫器械及设备、环卫作业/管理车辆、环卫作业/管

理人员等）配备感知设备、智能终端，形成信息互联互通的物联网络，对城市环卫所涉人、

车、物、事进行全过程实时管控，同时借助对环卫数据库的分析、挖掘、应用和管理，实现

城市环卫工作的专业化、高效化、信息化和智慧化，提高环卫工作质量，降低环卫运营成本。

（收购报告书） 

 

 城市固废综合处理服务 

城市固废综合处理服务是 Urbaser 的第二大业务，涵盖“垃圾中转、垃圾分选、垃圾分类

处理及能源转化”等业务环节，Urbaser 依托覆盖城市固废管理全产业链的技术工艺和运营

管理优势，拥有城市垃圾一体化综合处理能力和经验，通过全产业链上游“智慧环卫”整体

解决方案中的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以及下游垃圾分类处理中的机械生物处

理（MBT）、垃圾焚烧发电（WTE）、垃圾填埋等有机结合，Urbaser 可根据垃圾成分、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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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性提供个性化的垃圾分类处理整体解决方案，依托垃圾分类处理与分类回收技术的充 

分结合，实现“零垃圾”排放。“智慧环卫及相关服务”和“城市固废综合处理服务”覆盖

城市固废管理全产业链。 

 

 工业再生资源回收处理服务 

Urbaser 在工业再生资源回收处理服务方面，特别是在“废油再生利用、燃料回收再利用、

工业垃圾填埋”市场占据领先地位，运营着西班牙最大的废物转运站网络，亦是西班牙工业

垃圾填埋场的最大所有者。涵盖“废油再生利用、燃料回收再利用、工业垃圾填埋”等资源

再生处理服务。 

 

 水务综合管理服务 

“水务综合管理服务”涵盖“污水收集及处理、饮用水净化及供应、水处理设施的设计及建

造”等遍及完整水循环的综合水资源管理服务。主要在西班牙和阿根廷全境开展，污水收集

及处理运营服务和饮用水净化及供应运营服务采取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模式或已建成项目

的受托运营模式，水务综合管理服务在 Urbaser 四大业务板块中占比最低。 

 

图 3：Urbaser 业务构成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1.2.2. 经营端：获取长期特许经营权，以各国政府为主 

Urbaser 业务模式主要系与政府客户签署长期特许经营合同，依靠政府信誉背书和国家财政

支出担保。Urbaser 的智慧环卫、城市固废综合处理和水务综合管理服务均采取政府授予的

特许经营权模式，其他废油再生利用、燃料回收再利用、工业垃圾填埋厂（由政府授权许可

建设和运营）等业务为面向企业客户的非特许经营权服务。 

 

客户主要为政府机构和企业客户，BOT和特许经营是主要方式。四大业务中，智慧环卫、城

市固废综合处理和水务综合管理的客户为政府机构，工业再生资源回收处理客户为企业。城

市固废综合处理服务和水务综合管理服务项目运营模式主要为 BOT，即 Urbaser 负责项目

建造管理、建设完成后作为项目运营方，收回投资额及获取投资回报。智慧环卫及相关服务

的业务模式为特许经营，市政府会依据 Urbaser 提供的各类智慧环卫及相关服务，按月支

付服务费。工业再生资源回收处理服务的客户为企业，根据双方的业务约定，Urbaser 应向

客户发送关于本月完成工作量的核准账单，经客户确认后，按照不同类别垃圾处理的价格，

在开具账单后及时完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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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四大业务主要客户以及经营模式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1.2.3. 财务端：现金流入持续稳定强劲，业绩靓丽突出 

智慧环卫+城市固废处理是公司主要业务，贡献近 90%营收。纵观公司四大业务，其中智慧

环卫和城市固废处理是公司第一大和第二大业务，两大业务贡献近 90%营收。根据公司收购

报告书，报告期内 Urbaser 主营业务平稳发展，其中年垃圾收集量约达到 560 万吨，年街

道累计清扫面积约为 31000.00 平方千米，年垃圾处理量合计约为 1140 万吨。 

 

图 5：公司具体业务构成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西班牙地区贡献最大比重营收，优势地区贡献比例稳定。公司在西班牙地区一直保持优势，

在阿根廷、智利、法国等地贡献营收比例也较为稳定。随着公司海外布局的展开，其他地区

营收占比逐渐上升，其中逐步从 2016 年的 7.40%上升至 2018 年 4 月的 14.28%，海外业

务拓展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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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公司营收地域分布（万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Urbaser 毛利率与欧洲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当，毛利率波动趋势与欧洲同行业可比公司基本一

致，符合欧洲固废管理公司的行业特征。Urbaser 智慧环卫及相关服务业务毛利率整体保持

稳定态势；城市固废综合处理服务业务毛利率 2017 年度和 2018 年 1-4 月毛利率略有下降，

主要由于业务运营所需开展部分低毛利的建造业务；工业再生资源回收处理服务业务毛利率

2017 年较 2016 年度有所上升，主要系 2016 年下半年开始西班牙燃料和原油市场价格回升

和需求增长带来燃料回收和废油再生业务营业收入规模和毛利率同步增长。水务综合管理服

务业务毛利率 2018 年 1-4 月有所上升，主要系自 2018 年以来毛利率水平较低的水管理建造

业务因项目建成结束，同时 Urbaser 调整水管理业务战略、优化项目结构带动水管理业务毛

利率整体有所上升。 

 

图 7：各业务毛利率水平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现金流入持续稳定强劲，资金运转情况良好。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逐年增长且维持在

较高水平。若不考虑英国 Essex 项目一次性资产减值损失影响，Urbaser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比重分别为 326.73%、434.10%和 263.49%，Urbaser 具有持续、稳

定的现金流入，盈利质量高。且水平高于 A 股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Urbaser 盈利质量较优，

资金运转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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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额（万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1.3. 中国天楹：致力于构建固废管理全产业链，有望登上全球化环保产业舞台 

中国天楹主营垃圾焚烧发电，在固废产业链中专注下游领域发展。公司溯回固废产业链，开

展环卫服务，并在固废处理基础上延展道路清扫、垃圾清运等环卫服务业务，进一步丰富固

废产业布局，为固废产业链一体化创造协同机制。同时，上市公司坚持持续的技术研发、创

新，巩固并提升研发实力和技术水平，在稳步推进国内业务的同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收购与整合 Urbaser，有助于构建固废管理全产业链。公司收购引入其全球固废管理项目和

经验，可极大丰富上市公司业务类型和项目辐射区域，有效实现双方优势互补，构建固废管

理全产业链，将上市公司打造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环保企业集团。 

 
业务触角将延伸至全球 20 多个国家地区，提高上市公司全球业务布局能力。上市公司深耕环保产业，项目广泛分布在国内多个省市地

区以及越南、新加坡、泰国等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而 Urbaser 作为欧洲领先的综合固废管理平台，业务遍及以欧美市场为主的全球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市场具有品牌影响力。本次重组完成后，Urbaser 将成为上市公司下属子公司，上市公司的业务触角将延伸至

全球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进一步扩大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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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环保行业本周重要新闻（0925-0928） 

表 1：环保行业本周新闻（0925-0928） 

时间  部门  内容  

9 月 27日 
生态环境部启动第二轮巡视

工作 

生态环保部党组书记、部长、部党组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干杰今日出

席部党组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并讲话，对生态环境部第二轮巡视工

作进行动员部署。李干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党的十九大对

全面从严治党、深化政治巡视作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要按照部党组印

发的巡视工作五年规划，精心谋划、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到 2022 年实

现对部属单位、机关司局巡视全覆盖，为打好打胜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9 月 26日 
贵州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 

日前，贵州印发《贵州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深化工业污染治

理。持续推进工业重点行业治污减排行动，实现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监

督水泥、焦化、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企业稳定达标排放，未达标排放的

企业一律依法停产整治。按照“一厂一档”的要求，建立污染源企业台账，

加强水泥、焦化、钢铁、化工等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控，加大超标处罚

力度。强化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控，开展钢铁、建材、有色、火电、焦

化、铸造等重点行业及燃煤锅炉无组织排放排查，建立管理台账，对物料(含

废渣)运输、装卸、储存、转移和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放实施深度治理，重

点区域 2019 年底前完成，全省 2020 年底前基本完成。持续推动火电机组

超低排放改造，2018年实施华电大龙发电有限公司等 4 台共 180万千瓦机

组超低排放改造，2019 年实施大唐贵州发耳发电有限公司等 4 台共 216万

千瓦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到 2020 年全省其他具备改造条件的燃煤机组全部

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推动钢铁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9 月 25日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

服务指导目录将修订 

日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关于对《战略性新兴

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版）征求修订意见的公告。战略性

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版）共九个部分，其中第七部

分为节能环保产业，涉及大气污染防治装备，水污染防治装备等。 

9 月 25日 

2020 年河南全面消除黑臭

水体 空气优良天数将达七

成 

近日，河南省政府印发《河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以下简称《计划》)，要求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全面打好碧水保卫

战，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加快推进生态体系建设。原则上禁止新建、扩

建产能过剩传统产业项目，全省禁止新增化工园区。2020年全年空气优良

天数比例力争达到 70%，省辖市建成区全面消除黑臭水体。《计划》提出了

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总体目标：到 2020年，全省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全省生态文明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相适应，为 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河南目标基本实现打

下坚实基础。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北极星环保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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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保全市场关键数据追踪 

2.1. 板块数据（20180925-20180928） 

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0.85%，成交额环下跌 15.41%；深证指数下跌 0.25%，成交额环比下跌

20.93%；创业板指数上涨 0.02%，成交额环比下跌 21.74%；新三板做市指数下跌 0.34%，

成交额环比上涨 135.01%；环保指数下跌 0.74%，成交额环比下跌 32.71%。 

 

图 9：主要指数周涨跌幅  图 10：周涨跌幅与成交额环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2.2. 交易数据 

图 11：A 股环保本周涨幅前十（0925-0928）  图 12：新三板环保做市公司本周涨幅前五（0925-0928）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2.3. 挂牌公司&增发统计 

本周无新挂牌公司 

 

表 2：本周定增公司 

代码  名称  预案公告日 方案进度 增发价格 
增发数量(万

股) 
预计募集资金(万元) 认购方式 

831177.OC 深冷能源 2018-09-29 董事会预案 3.50 2,920.00 10,220.00 现金 

832496.OC 首创博桑 2018-09-28 董事会预案 2.57 6,636.00 17,054.52 资产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1.0%

-0.8%

-0.6%

-0.4%

-0.2%

0.0%

0.2%

0.4%

0.6%

0.8%

1.0%

周涨跌幅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周涨跌幅 成交额环比 

0

0.02

0.04

0.06

0.08

0.1

0.12

南华生物 三聚环保 百川能源 洪城水业 苏交科 

周涨跌幅 

0

0.02

0.04

0.06

0.08

0.1

0.12

0.14

福航环保 万信达 深冷能源 卫东环保 金达莱 

周涨跌幅 

股票报告网整理http://www.nxny.com



 

12 

新三板策略报告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2.4. 最新 IPO 排队、辅导情况 

目前截止 2018 年 9 月 28 日，新三板环保企业中共计 24 家企业申报上市辅导，其中洁昊环

保终止审查，景津环保、松炀资源拟登录主板，国林环保拟登录创业板。 

 

表 3：环保公司相关 IPO 排队、上市辅导情况 

代码  最新公告日 企业名称 审核状态 
是否已预

披露  
拟上市板 

831543.OC 2018-07-27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已预披露更新 是 主板 

837679.OC 2018-05-18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2899.OC 2018-01-19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已预披露更新 是 主板 

832938.OC 2018-01-12 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已预披露更新 是 创业板 

831068.OC 2017-12-22 凌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2684.OC 2017-11-10 广德天运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1540.OC 2017-10-31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0777.OC 2017-10-25 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430405.OC 2017-07-27 苏州星火环境净化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1208.OC 2017-07-21 上海洁昊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审查 否 创业板 

835476.OC 2017-07-05 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430430.OC 2017-07-03 苏州普滤得净化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6054.OC 2017-06-09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1370.OC 2017-06-02 新安洁环境卫生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5710.OC 2017-04-06 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2802.OC 2017-04-06 江苏保丽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3896.OC 2017-03-03 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2665.OC 2016-06-03 新疆德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4815.OC 2016-03-21 浙江巨东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2580.OC 2016-02-02 中绿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3310.OC 2016-01-11 成都仁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2218.OC 2015-11-18 德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4718.OC 2015-11-10 北京绿创声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430037.OC 2015-10-16 北京联飞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833772.OC 2013-04-03 浙江天蓝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审查 否 创业板 

835815.OC 2013-04-02 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审查 否 中小企业板 

837044.OC 2013-01-24 德蓝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备案登记受理 否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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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公司公告速览 

3.1. 新三板市场重点公司公告 

 

表 4：新三板环保企业本周重要公告（0925-0928） 

代码  公司  内容  分类  

834815.OC 巨东股份 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郏正叶、郑令红合计持有的华龙巨水 51%股份，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7,250.75 万元。 重大收购 

430724.OC 芳笛环保 收到财务总监王小涛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起辞职生效。 
高级管理

人员变动 

832315.OC 君和环保 

收到犍为县海源乡村排水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中标犍为县城乡供排水一体化项目施

工二期（第二次）项目，工期 180日，中标价 43,867,095 元人民币，预计占公司上年度业务收入的 51%

左右 

重大合同 

430281.OC 能为科技 长城证券退出做市 其他 

832496.OC 首创博桑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形式购买首创集团、首创创投和刘炳煌合计持有的思泰意达 79%的股份，交易作价

1.71 亿元。 
重大收购 

871609.OC 金甲壳虫 拟设立控股子公司安阳京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拟设立控股子公司昆明金迤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 

837865.OC 亘峰嘉能 
拟在首次公开发行项目中聘请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辅导上市的保荐机构。鉴于未来合作预期，经友

好协商，双方于近日签订了《宁夏亘峰嘉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顾问协议》 
其他 

831025.OC 万兴隆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增强子公司资金实力及经营能力，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佛山市万兴隆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简称“万兴隆环保”）增资 5900 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万兴隆环保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 

万元。 

对外投资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2. A 股市场重点公司公告 

 

表 5：A 股环保企业本周重要公告（0925-0928） 

代码  公司  内容  公告类别 

600008.SH 首创股份 

拟与内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汇环境（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二局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名称为

“内江水汇环境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内江水汇”或“项目公

司”）,负责本项目的设计、投融资、建设及运营维护工作，本项目资本金比例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为 20%

（约为 132,895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约 53,118 万元，占比 39.97% 

重大收购 

300422.SZ 博世科 

1.公司联合体预中标广西中泰（崇左）产业园新寨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EPC）总承包项目，合同

估算价为 1.91 亿元。2.公司联合体中标贺州市城区主次干道清扫保洁、垃圾清运、中转站及公厕管护、

垃圾填埋场运营等作业市场化服务采购项目，总金额约为 5.80 亿元，服务期限为 10年。 

重大合同 

000711.SZ 京蓝科技 公司与阿里云签署《框架合作协议》，有效期两年。 重大合同 

300263.SZ 隆华科技 

1.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电加美与中冶天工签署了《阳城县县城排水管道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等四项工程施工

分包合同》，合同总金额 3.94 亿元，工期 882 天。2.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电加美认购重庆西证渝富阳城壹号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0.8 亿元，承接阳城县县城排水管道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等四项工程。3. 公司参与发起

设立隆华信科投资基金，总规模 1.001 亿元，公司现金出资 1亿元，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4.公司聘任

张源远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重大合同 

000035.SZ 中国天楹 公司中标西安市阎良区城区环卫作业项目市场化运作采购项目，中标价格 0.73 亿元，服务期三年。 重大合同 

300422.SZ 博世科 
和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博世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博世科”）组成联合体，参与了“广西

中泰（崇左）产业园新寨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EPC）总承包”的公开招标采购 
重大合同 

601200.SH 上海环境 
收到晋中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局发出的《中标通知书》，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晋中市市城区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 PPP项目”的中标社会资本 
重大合同 

002340.SZ 格林美 与新展国际联手 签署印尼苏拉威西镍钴湿法新项目 重大合同 

603568.SH 伟明环保 公司中标龙泉市静脉产业园项目—垃圾资源化协同处理工程PPP项目，投资总额约 2 亿元。 重大合同 

300355.SZ 蒙草生态 

公司与蒙源生态签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2.04 亿元；公司参与设立的项目公司乌拉特中旗茗

源环境治理有限公司签下《乌拉特中旗生态建设 PPP合同》，项目静态总投资为 1.66 亿元；公司参与的

联合体，中标“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园林景观绿化工程 PPP项目”，项目预算金额 1.22 亿元；公司参与的

联合体，预中标“西乌珠穆沁旗城镇绿化和综合整治工程 PPP项目”，项目预算 2.58 亿元。 

重大合同 

002499.SZ 科林环保 

公司与股东方原有意在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现因国家 531 政策调整和项目自身的缺

陷，导致项目投资收益率达不到公司预期且存在建设风险。公司拟与股东方签署《<滨州昌辉 100MWP

分布式光伏项目之合作协议>之解除协议》及签署与该项目相关的一系列合同和协议的解除协议，各方拟

项目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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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滨州昌辉光伏项目的建设。 

0384.HK 中国燃气 
鉴于本集团近期多元化融资安排和实际资金需求以及经考虑境内法规的要求，经商讨，普通合伙人和有限

合伙人一致同意终止并注销 2017年 6 月 9 日公司与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成立的投资基金。 
投资 

000546.SZ 金圆股份 
为进一步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拟以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江苏金圆新材科技有限公司三期增资

3,105 万元用于募投项目的进一步实施建设。 
投资 

000546.SZ 金圆股份 

根据目前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环保产业发展现状，结合公司双主业战略发展目标，为提高项目公司各方

积极性、加快项目发展进程，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金圆环保发展有限公司与公

司董事徐森先生等 7名自然人在杭州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投资设立铜陵金圆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旨

在安徽省布局资源化综合利用业务，进一步推进公司环保业务发展进程。 

投资 

601199.SH 江南水务 

2018 年 5 月 30 日，锦绣江南 46%股权转让给华锐环境，交易价格为 487.9082万元，除此之外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锦绣江南实际控制人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

江阴市秦望山产业园投资发展公司控股股东，华锐环境是江阴市秦望山产业园投资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 

投资 

000826.SZ 启迪桑德 

为实施池州市贵池区城乡环卫一体化工程 PPP项目，公司决定与非关联法人池州市贵池区市容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在安徽省池州市共同出资设立合资企业，该项目公司企业名称拟为“池州桑德市容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池州桑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1,600万元，占其注册

资本的 80% 

投资 

002717.SZ 岭南股份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市新港永豪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75%股权，拟以人民币 9,000 万元向

樟树市华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收购其持有的北京市新港永豪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15%股权。收购

完成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北京市新港永豪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90%股权。 

收购 

600970.SH 中材国际 

本次业绩承诺补偿应回购股份 16,610,945 股，已完成回购 14,684,075 股。回购总价人民币 1 元 ，本

次已完成回购股份对价 0.88 元。公司总股本由 1,754,257,928 股变更为 1,739,573,853 股。截至本公

告日，已回购股份对应的 2015年度和 2016 年度现金分红已全部返还公司。 

回购 

300187.SZ 永清环保 
公司控股股东湖南永清环境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900 万股（占其持股比例

12.08%）补充质押给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 

002893.SZ 华通热力 
1.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131.9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18.24元/股，拟授予 353 万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 9.12 元/股。2.公司董事会秘书石秀杰辞职，由谢凌宇接任。 
股权激励 

600388.SH 龙净环保 
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以不超过 0.6 亿元的总金额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不超过 11 元/股，按此价格测算

的回购数量约为 545.4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1%。 
股权回购 

000711.SZ 京蓝科技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收到天津滨海旺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发出

的《中标通知书》，确定京蓝北方园林为天津空港经济区（2018-2021 年）市政公共绿化养护项目（B 区）

的中标单位。中标金额 36,273,718.98 元，项目服务器为 3 年。 

公司订单 

000685.SZ 中山公用 
公司拟与公用工程共同出资 0.2亿元设立中山市中心城区污水管网和泵站运营服务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0.2 亿元，公司持股比例 90%。 
对外投资 

002479.SZ 富春环保 
同意公司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6亿元额度的自有闲臵资金购买银行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

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对外投资 

000820.SZ 神雾节能 

全资子公司江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院”）总承包的江苏沙钢集团有限（以下简称“沙

钢集团”）下属控股公司张家港宏昌钢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钢板”）“沙钢集团年处理 30 万吨含锌含

铁粉尘固废综合处理、资源循环项目工程” 

对外投资 

300174.SZ 元力股份 

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平元力活性炭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1,000 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用于“高端精制活性炭项目”建设。公司为南

平元力本次固定资产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 

600874.SH 创业环保 
公司为间接控股子公司天津佳源天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其提供不报过人民币 3000万元的担保。天津

佳源天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其供热、供冷收费权和收费收益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担保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3. 海外市场重点公司公告 

表 6：海外市场环保企业本周重要公告（0925-0928） 

代码  公司  内容  

6839.HK 云南水务 

该公司联同云南省铁路总公司和阜阳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接获中标通知书，正式中标由中国安徽省阜阳市人民政府授

权的阜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过公开招标方式授予的阜南县乡镇政府驻地生活污水处理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PPP)的项目。该项目估算总投资额约为人民币 9.29 亿元。 

1363.HK 中滔环保 拟向雅居乐全资附属雅居乐生态出售旗下六间公司各自五成股权，售价将待雅居乐生态完成尽职审查后厘定。 

6136.HK 康达环保 

公司附属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龙口市水务局就中国山东省龙口市 PPP 项目订立PPP 项目协议。 

根据 PPP项目协议，康达集团与政府指定公司须于签立 PPP项目协议后 30日内，于中国山东省龙口市成立项目公司。

项目公司与龙口市水务局须于成立项目公司后 15日内，按照 PPP项目协议订立项目协议或订立承继 PPP项目下相关权

利与义务的补充协议。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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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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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帅 010-83321351 wangshuai1@essence.com.cn 

深圳联系人 胡珍 0755-82558073 huzhen@essence.com.cn 

 范洪群 0755-82558044 fanhq@essence.com.cn 

 杨晔 0755-82558046 yangye@essence.com.cn 

 巢莫雯 0755-82558183 chaomw@essence.com.cn 

 王红彦 0755-82558361 wanghy8@essence.com.cn 

 黎欢 0755-82558045 lihuan@essenc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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