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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035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机构 姓名 

上海长风汇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邱家茂 

上海益菁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一普 

上海益菁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任明霞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陈辉 

上海陆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王淑茜 

上海南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秦石 

华泰保兴基金 刘腾飞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杨卓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郝骞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何文雯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汤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蔡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魏秀如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任春阳 

湧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陆沛杰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应镓娴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邓晖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高雨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马天一 

海通并购资本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闵杨 

海通并购资本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寇钰 
 

时间 2018年 12月 26日 

地点 江苏省海安市黄海大道西 268 号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长严圣军先生，副总裁兼董秘程健先生等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1、投资者现场参观活动 

投资者现场参观了中国天楹设备制造基地以及垃圾焚烧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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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等设施现场。 

2、公司管理层与投资者开展的现场交流活动 

首先，公司接待人员感谢各位投资者对中国天楹的关注与认

可，欢迎各位投资者来中国天楹调研。 

（1）本次重组相关情况介绍 

首先由公司介绍中国天楹和本次收购 Urbaser 的基本情况。 

中国天楹的两大重要发展战略为构建固废管理全产业链和实

现产业发展国际化。 

收购 Urbaser的项目简介：本次收购是中国天楹以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的方式向 26名交易对方购买江苏德展 100%股权，以间接

收购世界环保巨头 Urbaser 100%股权，并发行不超过 270,304,284

股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60,828.75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 88.82亿，

基于对 Urbaser未来业绩充满信心和保障中小股东利益，董事长严

圣军对 Urbaser未来 3年业绩进行了补偿承诺，未来业绩实现具有

保障。 

Urbaser 的业务遍布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17 年度收入

在欧洲占到 73.8%、美洲占 23.8%。业务覆盖城市环境综合服务全

产业链，分为四大板块：1、智慧环卫及相关服务；2、城市固废综

合处理服务；3、工业再生资源回收处理服务；4、水务综合管理服

务。 

Urbaser核心业务板块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业务结构优化；业

务区域分化布局，盈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具有市政公用事业属性，

盈利质量较高，经营风险极低；项目持续经营粘性高，新项目拓展

能力强，盈利能力卓越。2016 年至 2018 年 6 月新增项目 86 个，

合同金额合计 135.41亿元。 

中国天楹收购 Urbaser 的巨大积极意义。1、借助境内外双品

牌，促进中国天楹打开国际市场，带动国内产业和市场升级。自

2017 年 12月公司公告收购 Urbaser之后，中国天楹固废业务在国

际市场取得重大突破，中标多个项目中国天楹连续中标越南富寿、



3 

 

越南清化、越南河内及新加坡大士等国际市场项目，其中在越南订

单合计处理能力达 6,000吨/日。2、吸收 Urbaser 先进环保技术和

高效管理经验，打通全产业链，提升项目效率，Urbaser 城市垃圾

处理厂远优于欧洲法定标准运营。3、Urbaser 充沛现金流为中国

天楹提供资金支持，保障项目顺利落地。Urbaser 年现金流入超 20

亿元，累计未分配利润近 10 亿元。 

中国天楹自身也掌握世界领先的环保技术，引领行业升级。于

2015 年买断比利时 WATERLEAU 公司 Energize®垃圾转化能源技术，

并以该全球领先技术为基础，成功开发适应中国垃圾特性的新型高

效垃圾焚烧炉排炉（被科技部确定为国家火炬计划立项项目）；在

中加两国分别建立等离子体技术试验室，开发世界一流的等离子体

技术用于垃圾焚烧处理领域等。 

（2）投资者互动环节 

在互动环节，投资者进行了如下提问，并由董事长严圣军先生

和副总裁、董秘程健先生在现场一一作答： 

问：请介绍公司收购 Urbaser 的背景以及收购完成后对

Urbaser 的管理策略。 

答：为抓住行业发展机遇，突破上市公司自身在品牌、技术和

市场方面的发展瓶颈，公司自 2015 年底开始积极需求海外并购机

会，最终于 2016 年底联合其他投资人通过江苏德展共同完成收购

Urbaser100%股权。Urbaser 原股东 ACS 集团是全球 500 强企业，

位居欧洲建筑行业前十，ACS 为筹集资金收购德国建筑公司，选择

出售旗下优质标的 Urbaser100%股权。经多次谈判交涉，中国天楹

和其他投资人组成的收购方与 ACS 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并于 2016

年 9月签署收购协议。 

自 2016年 12月完成境外交割以来，中国天楹实际控制人严圣

军担任 Urbaser董事会主席，Urbaser在其管控下已稳定经营约 24

个月，在手订单不断增加，业绩保持稳步增长，对 Urbaser 的管理

已取得良好效果。公司对 Urbaser 的管控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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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①保持 Urbaser 核心人员的激励政策不变并适度增加激励措

施，以充分保证 Urbaser 现有管理团队的稳定并调动其积极性，推

动 Urbaser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②前次交易完成后收购方已完成对 Urbaser董事会的改组，由

上市公司董事长严圣军先生担任 Urbaser 董事会主席，按照

Urbaser的公司治理规则履职，包括直接负责 Urbaser的发展战略、

内部控制、经营管理重大决策、全面预算管理和薪酬激励政策等； 

③在尊重 Urbaser原有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建

立高效沟通机制，组建专业投后管理团队，提高境内外主体的沟通

效率。  

问：公司完成收购 Urbaser 后，在国内环卫的协同效应主要体

现在哪些方面。 

答：Urbaser是国际环卫领域的翘楚，本次收购完成后，中国

天楹与 Urbaser在环卫业务的协同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提

升中国天楹在环卫领域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影响力，有利于中国天楹

未来进一步拓展国内省会城市和重点城市主城区的优质环卫项目；

②引进全球环保巨头 Urbaser 先进的商业模式和智慧环卫技术，通

过境内外双向互动交流、人员培训等，共享 Urbaser 智慧环卫优势

资源，提高国内环卫的运营管理技术水平。 

问：请介绍公司环保工程的业务拓展计划以及与 Urbaser 在环

保工程领域的协同效应  

答：在环保工程方面，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环保设备投资主要

集中于垃圾焚烧炉排炉以及烟气净化设备部分。依托世界顶级

WATERLEAU 公司 Energize®垃圾转化能源技术优势，中国天楹在垃

圾焚烧发电环保设备尤其是焚烧炉排炉以及烟气净化设备领域具

有突出的技术优势和较强的市场影响力。近年来，中国天楹环保设

备对外销售比例不断增加，如近年来公司成功将环保设备销售至马

来西亚、越南印度市场，以及 2018 年 7 月公司成功中标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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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兴发电厂（二期）环保工程项目等。 

中国天楹与 Urbaser 在环保工程方面具有突出的协同效应，

Urbaser 业务遍布固废管理全产业链，业务遍布全球 20余个国家，

但其自身并没有装备制造业务。本次收购完成后，中国天楹将为

Urbaser 提供环保装备制造及更新服务，为其新增项目提供成套环

保装备的同时，承担原有项目设备更新及扩容服务，可大幅降低

Urbaser 采购成本，提高 Urbaser 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同时

也可带动中国天楹自身的环保工程业务的收入增长。 

问：请介绍公司在垃圾焚烧发电领域的业务拓展计划 

答：首先在境内方面，随着中国天楹完成收购 Urbaser，公司

的品牌优势将进一步提升，未来将继续拓展省会城市和重点城市的

垃圾焚烧发电优质项目；在境外方面，一方面 Urbaser 将继续拓展

欧洲、北美和南美地区的固废项目，发挥品牌号召力和市场影响力，

进一步巩固市场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天楹将大力拓展以东南亚和

一带一路地区为代表的新经济体国家的项目，且主要以相关地区的

省会城市和重点城市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项目为主。 

问：请介绍公司未来针对 Urbaser 的分红政策 

答：在符合国内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基础上，公司将根

据 Urbaser自身的资金安排灵活制定现金分红计划。 

问：Urbaser 项目分布在全球多个地区，相关地区是否会有政

治风险和应收款回款风险 

答：Urbaser 项目主要集中在西班牙、法国、智利等欧美地区，

相关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政府机构客户信用良好，回款稳定，如西

班牙中央政府出台法规对地方政府向供应商付款负担保义务。除在

西班牙外，Urbaser 在其他地区的应收款也受到当地法律保护，因

此 Urbaser相关项目的政治风险和回款风险较低。 

问：简要介绍上市公司已运营和在建项目情况 

答：公司目前已运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10 个，合计处理能力

达 8,800吨/日，拟建或在建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14 个，此外，公



6 

 

司也有部分原有项目的扩建项目，如滨州、连江以及太和的扩建项

目等，上述项目的合计处理能力达 27,900吨/日。其中，扬州、平

邑和蒲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以及滨州、连江、太和等扩建项目将

于近年陆续完工、投运。 

问：公司目前在手项目和扩建项目的投资收益率情况 

答：公司在手的新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资收益率维持在 10%

以上；扩建项目的处置费与原项目相同，且考虑无需进一步投入厂

房土建的成本，因而与新建项目相比，扩建项目的利润率将更高。 

问：公司在建项目建设是否存在贷款难的情况 

答：因为公司从事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具有较好的投资回报率

和稳定的现金流入，项目风险较低，银行机构愿意积极参与项目投

资，不存在贷款难的情况。 

问：请简要介绍公司的售后回租的情况 

答：售后回租主要系公司将已运营项目的资产以售后回租的方

式向金融租赁公司借入资金，以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有效拓展了公司的融资渠道。 

问：介绍公司运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吨垃圾发电量主要影响因

素，以及部分老项目的吨垃圾发电量的变化情况 

答：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吨垃圾发电量主要受原生垃圾的热

值，以及垃圾焚烧炉的能源转换率影响。不同地区的原生垃圾热值

差异较大，与回收垃圾含水量密切相关，例如公司的深圳焚烧发电

项目回收垃圾热值较高，吨垃圾发电量高于其他项目。此外，不同

垃圾焚烧炉的能源转换率也有较大差异，如公司采用 WATERLEAU 

Energize®垃圾转化能源技术的高效垃圾焚烧炉排炉的能源转换率

比市场一般焚烧炉的转换率要高 5%-8%左右，有效提升了项目运营

收益。 

近年来，公司部分老项目的吨垃圾发电量有所提升，主要系项

目所在地垃圾回收体系的逐步完善，带来回收垃圾含水量的有效降

低。因此，随着各地垃圾分类的逐步推广，垃圾回收干湿分离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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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实现，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现有项目的吨垃圾发电量。 

问：请介绍公司在国内环卫市场的业务拓展情况 

答：目前，公司积极布局国内重点城市的环卫项目，自 2017

年以来，连续中标了海安、项城、固原一区四县、西安阎良、泰州

高港、南通通州等多个重点城市环卫一体化项目，相关项目的经济

价值较高（如通州项目年收费达 9000万以上），具有突出的项目示

范效应。未来，公司仍将以省会城市和重点城市主城区的环卫项目

为发展目标，以充分发挥公司在环卫领域的智慧化、智能化优势，

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和政府负担，进一步提升项目利润率。 

问：公司近年在环卫市场的布局主要基于哪些方面考虑 

答：垃圾分类是行业发展趋势，通过垃圾分类，可有效提升资

源回收效率、垃圾处置效率和末端的处置效果，大幅提升垃圾管理

产业链的整体价值，因此近年来公司积极布局环卫上游业务，随着

本次收购 Urbaser完成，公司在环卫领域的技术服务优势将进一步

提升。 

问：请以越南河内项目为例，介绍公司为何能够在境外获取众

多的优质项目，以及采取了哪些措施降低境外项目建设和经营风险 

答：自 2017 年公司公告 Urbaser 事项后，公司品牌形象和市

场影响力大幅提升，且 Urbaser 自身在国际固废市场具有极高的市

场知名度，有利于公司拓展境外优质项目。 

公司近期拓展的境外项目主要为越南、新加坡等新经济体，当

地经济发展较为平稳，项目建设经营风险较低。一方面，公司选择

与国内大型央企合作完成项目建设，以降低项目建设风险，另一方

面，公司将充分发挥 Urbaser 的技术服务优势，由 Urbaser 来提供

项目运营支持，以降低后续的项目运营风险。 

附件清单（如

有） 

 

日期 2018年 12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