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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控城市资源（03718）
环卫高增、危废改善，全年业绩同比增长 58%

证券研究报告
2021 年 03 月 28 日
投资评级
行业

工业/工业工程

6 个月评级

事件：公司发布 2020 年度业绩，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5.2 亿港元，同比增
加 29.8%；实现归母净利润 4.3 亿港元，同比增加 58.3%。
点评
环卫项目快速增加，已成为增长主驱动

买入（维持评级）

当前价格

1.31 港元

目标价格

港元

基本数据
港股总股本(百万股)

3,600.00

港股总市值(百万港元)

4,716.00

公司环卫服务板块营收同比增加 43.3%至 28.2 亿港元，营收占比已达
0.84
80.1%，相较 2019 年抬升 7.9 个百分点；毛利占比达 76.5%，相较 2019 年 每股净资产(港元)
48.48
抬升 15.1 个百分点。环卫业务高增的主要原因在于快节奏的项目扩张及 资产负债率(%)
2020 疫情的优惠政策。项目扩张方面，2020 年全年新增 23 个环卫服务项 一年内最高/最低(港元)
2.54/0.60
目，合同总额 113 亿港元，年化收入 10.5 亿港元，其中 2020 年已贡献收
入 5.43 亿港元。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在手项目已达 113 个。优惠政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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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2020 年增值税减免带来环卫收入增加 1.25 亿港元，剔除优惠政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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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服务收入同比增加 37%。因此，在行业景气度向好的基本盘下，公司
SAC 执业证书编号：S1110520030001
服务项目的快速扩张是环卫服务业务高增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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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持续边际改善，下半年重回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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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影响下，公司危废板块下挫明显，全年收入同比下滑 10.6%至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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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港元。但与此同时，危废业务的边际改善一直在持续，全年营收降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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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半年大幅收窄 19.6 个百分点，其中单下半年营收增速转正，实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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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比增长。若剔除已出售项目影响，可比口径下全年危废营收仅下滑
许杰
联系人
xujiea@tfzq.com
4.1%。从量价两个角度分析：量的层面，全年处理量同比增长 13.1%，相
较上半年抬升 15.1 个百分点转正，其中无害化项目处理量同比高增 48.4%；
价的层面，平均售价全年同比下挫 15.2%，降幅相较上半年收窄 2.6 个百分 股价走势
点。因此 2020 年来看，公司危废业务持续边际改善。此外，由于公司危废
北控城市资源
恒生指数
业务量价齐跌的重要原因在于疫情，未来随着疫情影响持续弱化，叠加在
289%
建、筹建项目的持续落地，我们认为公司危废板块将重回稳健增长。
247%
优惠政策抬升毛利，剔除后增速仍可观
盈利水平方面，公司全年实现毛利率 30.9%，同比抬升 2.0 个百分点；归母
净利率 12.1%，同比抬升 2.2 个百分点。主要的推动力在于疫情优惠政策对
于环卫服务盈利水平的提振，2020 公司环卫服务毛利率 29.5%，同比抬升
5 个百分点，优惠政策通过增值税优惠及社保减免等为服务板块带来了约
1.7 亿的毛利增加，若扣除优惠额，则环卫服务板块整体毛利率为 24.6%，
与 2019 年基本持平。根据公司早前公告的业绩预告，整体来看增值税减
免为公司贡献收入增量 1.25 亿港元，社保减免等贡献成本优化 0.69 亿港
元，在 25%所得税率及 20%少数股东损益比例的假设下，优惠政策贡献的
归母净利增量约计 1.2 亿港元。扣除后环卫服务板块业绩同比增速仍有
68.4%，整体业绩增速约为 13.9%。
盈利预测与估值：从行业层面看，环卫服务行业仍处市场化红利期，2020
虽有疫情，全年新增年化额仍实现了接近 30%的高增长；危废行业产量及
存量规模较大，需求支撑足，同时落后产能或将加速出清。从公司层面看，
由于具备“北控系”国资背景，叠加头部企业的强资本实力及丰富运营经
验，未来环卫拿单能力或将持续凸显；危废业务方面，公司规模和毛利率
均处第一梯队，且率先抢占了山东、青海等危废产生大省市场。因此综合
来看，我们认为公司环卫服务将维持高增速，危废板块拖累弱化，将重回
稳健增长，预计公司 2021-2022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5.53、7.22 亿港元，对
应 PE 分别为 9 倍、7 倍，维持“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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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1 《北控城市资源-公司点评:收入端边
际改善明显，环卫服务业绩驱动力走强》
2021-02-04
2 《北控城市资源-首次覆盖报告:环卫
固废双轮驱动，背靠“北控系”协同优
势凸显》 2020-11-23

风险提示：环卫市场化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危废业务恢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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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后果，天风证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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