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1- 证券研究报告 

 

     

 2020年 5月 3日  

 

 

 
环保 

  

 
对固废产业链“事权”及“议价权”的思考 

——固废提质系列报告之二 

 

   行业深度  

      ◆垃圾分类后，可回收垃圾的回收事权、厨余垃圾的处置事权将发生改变；

物业管理公司更易获得可回收垃圾的回收事权，厨余垃圾处置事权变更对

固废产业链影响大。（1）可回收垃圾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可以通过资源化创

造额外收益，如废纸、废塑料每年将会有 1000亿元/年的市场空间在源头端

重塑。物业管理公司凭借其固定及人工成本因规模化而摊薄、全天候红线内

管理优势，在承担更多垃圾分类管理责任后，有望在与拾荒者、流动商贩及

环卫公司的竞争中胜出，获得可再生垃圾的回收事权，享受产业链利差。（2）

干湿分离后，厨余垃圾要形成自身的处置链条，当前掣肘较多：政府需要新

增投资支出去进行厨余垃圾处置；垃圾焚烧企业亦需要新增资本开支提升炉

膛耐受性，还需面对入炉垃圾减量带来的变化。我们认为，干湿分离的推行

并不必特别彻底（从北京最新垃圾分类的要求上已有所印证），同时居民垃

圾收费制度为缓解财政压力已箭在弦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修订）》已发布）。 

◆我国固废产业链议价权将向源头和渠道转移；未来物业管理公司可征收社

区垃圾分类管理费，政府收取的生活垃圾处理费将有利于固废行业收入结构

的完善。我们认为，能够直接接触到收费权或者政策补贴红利的环节，具有

更好的产业链地位，也可以打破盈利扩张的瓶颈（如美国的环卫公司、中国

的垃圾焚烧公司）；未来，固废产业链的市场扩容、议价权，将更倾向于阶

段性需求更紧迫的环节。垃圾收费制度建立后，（1）社区垃圾分类管理增加

了物业管理公司的工作量，完善收费机制后，根据我们测算可以为物业公司

增加收入 335.16 亿元（若以 5%费率计算）；（2）生活垃圾处理费，无论

是由政府以其他公用事业收费名义征收、还是由物业管理公司代收，其目的

都是减轻财政压力，弥补一定的财政支出缺口，有利于固废行业收入结构的

完善，根据我们测算其规模大约在 189.35亿（以 5元/户/月征收）。 

◆投资建议：我们认为，无论是城市管理还是无废城市，目前已有平台化发

展萌芽，同时在数字经济的加持下，这个趋势将越来越快；而城市管理与无

废城市也可通过“垃圾分类、环卫”进行融合，行业空间、格局均会发生重

要变化。（1）物业管理公司将充分享受城市管理及垃圾分类带来的变革；

（2）垃圾焚烧企业和再生资源企业需快速切入上游，以无废城市作为核心

理念，进行平台化拓展；（3）环卫公司需要努力开拓新市场并扩大服务范

围，积极寻求与各方合作。 

建议关注有望成为全国性或区域性平台化无废城市公司的固废类标的，H股：

北控城市资源、中国光大国际；A股：瀚蓝环境、上海环境。 

建议关注有望成为全国或区域性城市管理的物业管理类标的，H 股：碧桂园

服务、保利物业；万科物业（未上市）。 

◆风险提示：垃圾收费制度政策、标准低于预期；地方政府财力及效率低于

预期；行业格局变化，部分环节受到外来进入者冲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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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与上证指数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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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聚焦 

研究背景 

我国的固废产业正从前期的粗犷式发展向精细化处置方向迈进，在这个过程

中市场扩容、行业提质、格局变化不可避免；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行业参

与者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行业发展的特点、分析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以便通过

全局性的思考，统筹兼顾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垃圾分类”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新鲜事物，但市场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

“怎么分”、“能不能分好”的问题上，对于垃圾分类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

注意的问题、以及可能引发的行业变革研究较少。我们通过本篇报告充分分

析垃圾分类引发的固废产业链“事权”、“议价权”的变化，进而分析未来政策

的方向、行业的变革方向，以便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 

 

与市场观点的不同之处 

（1） 全面分析了垃圾分类对可回收利用垃圾回收事权、厨余垃圾处置事权

的改变； 

（2） 全面分析了固废产业链的议价权与市场化、排污成本内部化的关系，

以及未来我国固废行业议价权的转移。 

（3） 分析了在垃圾分类、财政压力背景下，垃圾收费制度建立后，固废产

业链的受益情况。 

（4） 分析了疫情后的城市管理以及无废城市，各参与方将如何采用平台化

商业模式运作。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无论是城市管理还是无废城市，目前已有平台化发展萌芽，同时

在数字经济的加持下，这个趋势将越来越快。而城市管理与无废城市也可通

过“垃圾分类、环卫”进行融合，行业空间、格局均会发生重要变化。（1）

物业管理公司将充分享受城市管理及垃圾分类带来的变革；（2）垃圾焚烧

企业和再生资源企业需快速切入上游，以无废城市作为核心理念，进行平台

化拓展；（3）环卫公司需要努力开拓新市场并扩大服务范围，积极寻求与

各方合作。 

建议关注有望成为全国性或区域性平台化无废城市公司的固废类标的，H

股：北控城市资源、中国光大国际；A股：瀚蓝环境、上海环境。 

建议关注有望成为全国或区域性城市管理的物业管理类标的，H股：碧桂园

服务、保利物业；万科物业（未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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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垃圾分类政策改变“事权”：配套需跟进 

垃圾分类引发的最起始变化在于：在政策的强制下，居民端将原来混合投放

的生活垃圾进行了“干湿分离”，同时将“可回收垃圾”及“有害垃圾”单

独投放。 

 

图 1：垃圾分类前，四类垃圾流向  图 2：垃圾分类后，四类垃圾流向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什么是固废产业链“事权”？即回收事权、运输事权和处置事权。 

事权大多都是政府赋予，比如环卫公司掌握垃圾的运输事权、垃圾焚烧企业

或填埋场掌握垃圾的处置事权。 

垃圾分类后，部分垃圾源头的回收事权、末端的处置事权实际上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是： 

（1）可回收垃圾的回收事权的改变：可回收垃圾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可以通

过资源化创造额外收益，如废纸、废塑料及废金属可以自行形成收益链，而

前期这些垃圾的回收是无序的； 

（2）厨余垃圾的处置事权的改变：干湿分离后，厨余垃圾要形成自身的处

置链条，要从原来的混合垃圾分离，导致原来入炉或入场的垃圾减少，同时

组分变化对处置设施影响也不可忽略。 

 

1.1、物业管理公司更易获得可回收垃圾的回收事权 

我们为什么重点分析可回收垃圾？一方面，可回收垃圾的源头及渠道是较杂

乱且较难管理的，同时也衍生出很多黑市利益链；另一方面，可回收垃圾资

源化利用市场空间巨大，如果有一部分利润回归到正规渠道，无疑有利于减

轻政府财政压力，提升参与企业的积极性。 

 

可回收垃圾的流向和回收事权 

我国可回收垃圾的传统回收、再利用方式：首先，拾荒者或居民、相关单位

的物业或清扫人员将收集的可回收垃圾，销售给有运输存储能力的固定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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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商贩；然后，销售给分拣中心或集散市场，进行分选、打包、除杂等物理

加工；最后，规模性回收企业向各地分拣中心和市场进行分购统销，销售给

用废生产企业。 

 

图 3：垃圾分类前，我国可回收垃圾资源化再利用体系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垃圾分类前，可回收垃圾的回收事权： 

居民社区产生的可回收垃圾——居民或拾荒者：1）投入垃圾桶后，拾荒者

捡走；2）居民卖给固定或流动商贩。 

商业楼宇、企业及机关单位的可回收垃圾——物业或清扫人员：1）物业规

范化收集、处理；2）楼宇清扫人员自行处理。 

 

长期以来，我国的可回收垃圾再利用行业呈现分散且不规范的特点。 

源头端：拾荒者、流动商贩机动灵活，无固定成本、人工成本也较低，虽然

无序但给居民也提供一定的便利；渠道端：行业内存在众多小、散、乱的流

动商贩和非正规企业，由于个体工商税务手续无法建立，也不开具正式票据，

也可降低成本；同时可通过价格战，以相对较高价格从上游收购可回收垃圾，

从而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在这种产业模式下，可回收垃圾再利用行业出现了“下游集中正规，上游分

散混乱”的鲜明特点，源头以流动拾荒者为主、流动商贩为辅：高回收价值

的废塑料、废纸、废金属等大量流入拾荒者手中，形成利益链条；学者潘介

明估算，北京的拾荒者回收了 90% 以上的家庭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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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垃圾分类后，我国可回收垃圾资源化再利用体系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其实，大家一直在思考，能够有效推动垃圾分类的驱动力是什么？1）居民

意识的提高，这是一个文明进步的长期过程；2）政策的奖惩措施和社区管

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3）垃圾分类的运输和处置设施的完善，这是必要

的配套工作。 

目前来看，政策的奖惩措施已经开展起来，而另一短、中期能见效的措施就

是社区管理工作，管理主体就是物业管理公司。2020年 4月 25日，北京首

次高规格召开生活垃圾分类和物业管理推进大会强调：“垃圾分类和物业管

理工作，是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抓手，物业管理企业要担起责任，将

垃圾分类纳入日常管理”。此外，我们通过本次新冠疫情回看社区管理，物

业管理公司功不可没，非常有效地完成了社区防疫任务；因此，我们也有理

由相信，只要管理做起来，垃圾分类也并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么难。 

 

垃圾分类后可回收垃圾回收事权的变化： 

居民产生的可回收垃圾——回收事权将逐步转移给物业管理公司，其优势： 

1）通过社区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规避掉拾荒者和固定、流动商贩； 

2）居民可较便利地将可回收的垃圾卖给物业公司，甚至运用数字经济手段； 

3）物业管理公司在小区有自己根据地或可做储存的空间，且可做到全天候

管理； 

4）环卫公司等外来进入者很难打破壁垒：进入小区，它们的固定成本、人

工成本将大幅提升，前期好嘞社区或小黄狗的问题就在于此。 

 

商业楼宇、企业及机关单位的可回收垃圾——也将向物业管理公司集中：加

强管理、提升责任即可，流向清扫人员的可回收垃圾也将统一归给楼宇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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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垃圾分类后，可回收垃圾回收事权变化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综上所述：物业管理公司将是可回收垃圾再利用体系的一匹黑马，政策推动

社区/物业管理公司承担更多的垃圾分类责任，同时社区/物业管理公司也有

其独特的优势，而承担起垃圾分类责任后，可以更好地获得可再生垃圾的回

收事权；获得可回收垃圾的回收事权后，便可进一步享受产业链利差。我们

接下来将进一步分析、测算可回收垃圾的再利用的产业链及市场空间。 

 

废纸及废日用品塑料市场空间 

我们以废纸及日用品废塑料为例进行测算：废纸是我国重要的造纸原料，每

年约有超过 1亿吨的废纸作为生产原料，如果以 2500元/吨终端废纸价格来

计算，7000万吨废纸可以纳入回收体系，行业每年约有 1750亿元市场空间。 

 

对于这 1750亿/年的市场，各环节可享受的毛差空间如下： 

1）居民/拾荒者基本是 0成本的，以 1元/kg价格卖给流动商贩（毛差 1元/kg）； 

2）流动商贩以 1.5-2元/kg卖给集中收运商（毛差 0.5-1元/kg）； 

3）集中收运商以 2.5元/kg卖给造纸企业（毛差 0.5-1元/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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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我国用于生产的废纸量  图 7：国、内外废纸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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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造纸统计年鉴 2018；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截至 2019年底） 

 

 

我们在《渠道提质：从游击队到正规军——垃圾分类制度影响解析系列四》

报告中已经分析了废纸产业链渠道回归的方式，基本结论：垃圾分类推出后，

废纸回收量及正规回收率将提升：这部分涉及（1）废弃废纸——增量部分，

原进入垃圾焚烧、填埋等处置场所的废纸将回归再利用；（2）非正规渠道

废纸，即未纳入国家统计口径的已经再利用的废纸将回归正规渠道。 

在此，我们则重点分析的是源头回收事权的变化，垃圾分类的管理强化将推

动起初由拾荒者收捡或卖给流动商贩的废纸，逐步向社区物业管理公司倾

斜。其实，居民社区、商业楼宇、企业及机关单位，当前绝大部分并未通过

统一管理进行收集，因此，我们认为，未来物业管理公司将可以掌握可回收

垃圾最源头的回收事权。 

物业管理公司可以采用强化管理的方式或通过采购的方式收集，替代“拾荒

者”、“抢夺”流动商贩的市场份额，而这部分潜在市场空间如果以 7000

万吨/年的量和毛差 1元/kg来计算，市场空间为 700亿元。换句话说，如果

获得废纸源头回收的事权，即可以享受这部分产业收益。 

 

表 1：我国废塑料回收及利用情况 

项目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塑料消费量 5879 6588 6679.2 6347.5 4730 

废塑料产生量 3292 3952.8 4007.5 3808.5 2838 

废塑料进口量 788 735.4 734.7 582.9 5.1 

废塑料回收量 1366 1800 1878 1693 1830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光大证券研究所测算，单位：万吨 

 

其中，假设日用品塑料可达 800万吨，这部分也是居民端产生可以利用的垃

圾，如果按照平均 0.8万元/吨的最终销售价格（PE、PET、PP、PVC、PC

等价格一般在 5000-10000 元/吨，我们近似估算），整体约 640 亿元/年市

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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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部分可回收垃圾的回收方式类似于废纸方式，如果源头事权在垃圾

分类后归于物业管理公司，那么理想情况按该环节可以享受 40%的利差计

算，最终 256亿市场空间将被重新分配。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渠道提质：

从游击队到正规军——垃圾分类制度影响解析系列四》报告中，介绍了德国

绿点回收模式，该模式通过政府授权牌照获得回收事权，具体通过销售时产

品已包含包装品价格，归还后可抵扣来实现。 

综上所述，废纸、废日用品塑料每年将会有 1000亿元/年的市场空间在源头

端重塑，得事权者近水楼台；我们认为，物业管理公司具有成本摊薄和管理

的优势，无疑是垃圾分类领域的一匹黑马。 

 

1.2、厨余垃圾处置事权变更对固废产业链影响大 

垃圾分类的另一核心在于“干湿分离”：厨余垃圾可回收利用价值并不高，

所以产业链各环节参与者并不会因为有利可图而主动去争夺回收事权：其分

类义务是由居民需要承担的，分类管理义务是要交给社区或物业，而其运输、

处置义务则是属于政府，或者政府分包给的环卫和处置公司。 

垃圾分类后，最大的变化是原来厨余垃圾直接混合进入末端处置场，垃圾分

类后要单独处置：小区分类、归集，环卫公司清运，末端无害化处置。各环

节需要匹配相应的设备、设施。 

 

图 8：垃圾分类后，厨余垃圾流向图 

厨余
垃圾

食物
残渣

废弃
食用油

水
处于垃圾处理器
进入污水管网

生物柴油

厌氧发酵

油脂

沼气发电

残渣 焚烧发电 生活垃圾协同处置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从上海的经验来看，前端的收运环节已基本建成，同时居民已具备进行垃圾

分类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上海自 2019年 7月 1日正式施行《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以来，垃圾分类的效果是显著的：根据 11月 15日在上海市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审议的《关于本市推进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管

理情况的报告》，至 2019年 10月底，上海市已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前端收运

体系（湿垃圾专用收运车辆 1395辆、回收网点 13998个、中转站 181座），

提前完成 2019乃至 2020年的各项指标要求；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积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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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个居住区垃圾分类达标率从 2018 年底的 15%大幅提升至 10 月底的

90%），且垃圾分类的实效显著（可回收物同比日增 4.6倍，有害垃圾分出

量同比日增 9 倍多，湿垃圾分出量同比日增 1 倍，干垃圾处置量同比日减

33%，），同样超额完成指标要求。 

图 9：上海市 2019年 10月垃圾分类实效情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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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

可回收物回收量 湿垃圾分出量 干垃圾处置量

实际 指标

+81%

+58%

-29%

 

资料来源：上海市政府，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单位：吨/日 

 

（1）干湿分离后：干垃圾入炉量减少影响垃圾焚烧企业利润，热值提升炉

膛耐受性受影响。我们已经在《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安全边际——垃圾分类

制度影响解析系列三》充分计算了厨余垃圾分离出来后对垃圾焚烧企业的影

响，如下表。客观来说，这也是一种在垃圾分类政策要求下，厨余垃圾处置

事权的改变，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垃圾焚烧企业盈利的受损。 

 

表 2：垃圾分类对垃圾处理量和吨发的影响 

入炉湿垃圾分离率

（%） 

生活垃圾中湿垃圾减量率

（%） 

垃圾处置量减量率 

（%） 

吨发电量提升 

(kWh·t
-1

) 

20 6.40 -0.15 6.08 

50 16.00 10.12 15.20 

80 25.60 20.39 24.32 

100 32.00 27.24 30.40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安全边际——垃圾分类制度影响解

析系列三》  

 

表 3：湿垃圾减量对垃圾焚烧项目的营业收入影响 

入炉湿垃圾

分离率 

垃圾处置量

减量率 

营业收入增长/减少比例 

垃圾处理费 100元/吨 垃圾处理费 65元/吨 

无保底 保底 80% 无保底 保底 80%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情景 4 

20% -0.15% 0.85% 0.85% 0.94% 0.94% 

50% 10.12% -8.56% -8.56% -8.34% -8.34% 

80% 20.39% -18.17% -18.04% -17.87% -17.77% 

100% 27.24% -24.71% -22.21% -24.36% -22.51%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安全边际——垃圾分类制度影响解析系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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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时也指出，政策当前两点掣肘： 

（1）最核心的问题是湿垃圾末端处置能力的欠缺。根据上海市绿化市容局

的现场调研和测算，上海市未来湿垃圾的高峰分出量将达 11300 吨/日，且

2019 年 8 月已有一天的湿垃圾分出量峰值达到 9800 吨/日，这不仅远超上

海现有湿垃圾处置产能（5050 吨/日），亦超过了上海原先“十三五”规划

中的处置产能（7000 吨/日）。在此背景下，上海已制定了最新的湿垃圾处

理能力方案并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主要将通过四种方式实现 11630

吨/日的湿垃圾处置产能：脱水处理 1100吨/日，有机肥再利用 500吨/日，

就地就近分散处置 2000吨/日（就地 500吨/日，分散达标处置 1500吨/日），

集中处置 8030吨/日。 

 

图 10：上海最新的湿垃圾处置产能方案 

脱水, 1100, 

10%

有机肥, 500, 

4%

分散处置, 

2000, 17%

集中处置, 

8030, 69%

原规划为7000

现方案为11630

 

资料来源：上海市政府，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单位：吨/日 

 

全国 46城的厨余处置产能均有较大缺口，其他城市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

不要急于进行干湿分离，一定要匹配厨余处置产能，再进行前端分类。假设

46 城全部铺开垃圾分类：投资需求方面：429 亿元；运营需求：143 亿元/

年（46城）。 

 

表 4：重点城市 2018年居民厨余垃圾市场空间测算 

城市 
月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 

常住人口 

（万人） 

厨余垃圾产生量 

（万吨） 

处置收入 

（亿元） 

北京 5665.8 2154.2 403.3 8.07 

上海 6174.1 2423.8 453.7 9.07 

广州 4998.5 1449.8 323.6 6.47 

深圳 4795.3 1302.7 290.8 5.82 

重庆 2907.4 3101.8 480.2 9.60 

天津 3581.3 1559.6 364.9 7.30 

杭州 5097.7 980.6 183.6 3.67 

其他 39个城市数据略  

总计 7364.59 147.29 

已有产量 215.35 4.31 

实际新增运营空间 7150.35 142.98 

资料来源：Wind，《北京市餐厨垃圾产生量调查分析》，光大证券研究所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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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余垃圾的处置支出对于政府的压力还是很大的。目前，厨余垃圾的处置支

出归于政府，这部分开支是刚性的而且是新增的；如果政府没有充足的资金

支持，那么厨余产能的上马进度将会低于预期，并影响垃圾分类的进度。 

（2）厨余垃圾如果分离的较为彻底，热值提升对于垃圾焚烧炉膛耐受性是

一种考验。对于已投运的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由于焚烧炉设计热值是根据分

类前的生活垃圾热值而设计的，分类后垃圾的热值比分类前提高约 500大卡

/kg 左右，垃圾热值高还会使焚烧炉炉膛温度明显提高，造成结焦加重。这

就需要一方面改变锅炉配风等燃烧调整方式，另一方面还要与锅炉生产厂家

联系，对如何增加锅炉受热面进行相应的技术改造。 

综上所述：垃圾分类政策改变厨余垃圾处置事权，进而导致了：（1）政府

需要新增投资支出去建设厨余垃圾处置设施；（2）垃圾焚烧企业需要新增

资本开支提升炉膛耐受性，还需面对入炉垃圾减量带来的变化。对固废产业

链的影响较大，因此我们认为： 

（1）生活垃圾的干湿分离的工作要做，但干垃圾中的湿垃圾并不用分的特

别彻底；（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的口诀来说，即“干湿分开，努

力方向。积极鼓励，相得益彰。定时定点，适度适量。湿中无干，理所应当。

干中无湿，两败俱伤。”） 

（2）居民垃圾收费制度已经箭在弦上，有效减轻地方财政压力。 

表 5：城市垃圾分类前后各环节事权变化分析 

城市主要垃圾 垃圾分类前 垃圾分类后 回收事权变化 运输事权变化 处置事权变化 

母项目 子项目 产废强度 产废量 产废强度 产废量    

干垃圾（其他垃圾） 

1kg/人·日 
3.03亿吨/

年 

0.6理论 

0.8实际 

kg/人·日 

2.42亿吨/

年 
环卫公司 干垃圾运输车 

垃圾焚烧/填埋，入场垃

圾被分流 

湿垃圾 

0.35理论 

0.15实际 

kg/人·日 

0.45亿吨/

年 
环卫公司 湿垃圾运输车 

从垃圾焚烧/填埋场到

新建厨余处理设施 

有害垃圾 
0.05kg/

人·日 

0.15亿吨/

年 
物业/环卫公司 有害垃圾运输车 

资源化或无害化处置公

司 

可回收 

垃圾 

废纸 4800万吨/年 7000万吨/年 

拾荒者/流动商贩 

转移给物业/专业回收

公司 

环卫公司/专业回收

公司/流动商贩 
造纸厂 

废日用品 

塑料 
600万吨/年 800万吨/年 

拾荒者/流动商贩 

转移给物业/专业回收

公司 

环卫公司/专业回收

公司/流动商贩 
塑料厂 

四机一脑

类再生 

资源 

空调 2606万台/年 

未来将推动生产者责任

延伸制度：流动商贩逐

步转移给家电企业 

流动商贩/专业回收

公司等渠道商和生

产方的合作会更紧

密，生产方自己建立

渠道 

黑市二次销售到生产业

企业、材料及设备企业 

洗衣机 1656万台/年 

电视 6270万台/年 

冰箱 1827万台/年 

电脑 4011万台/年 

餐厨垃圾 1350万吨/年 
餐厨处理公司/环卫公

司 

餐厨处理公司/环卫

公司 
餐厨处理设施 

建筑垃圾 18亿吨/年 
建筑企业（建设）/物业

（装潢） 
运输及处置公司 再生材料公司 

资料来源：《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 2019》、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光大证券研究所测算；注：

（1）城镇人口亿 8.3亿人计算；（2）废纸及废日用品塑料为估计值；（3）四机一脑类再生资源、餐厨垃圾、建筑垃圾基本不属于

居民垃圾分类影响范畴，但属于无废城市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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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废产业链的“议价权”，更倾向需求迫切的

环节 

市场化和排污成本内部化程度决定固废行业各个环节议价权。 

（1）美国固废环卫、垃圾焚烧、填埋市场化程度较高；中国固废行业垃圾

焚烧市场化较高、环卫市场化正在推进、填埋场基本非市场化，而且中国固

废行业的市场化实际上是投、融资及项目运作的市场化，但政府支付费用、

价格传导实际并不市场化，定价机制也是公用事业属性。 

（2）美国具有完善的居民垃圾收费制度，即 40-50美元/户·月，也有相对

完善的价格支付、传导机制；而中国当前除垃圾焚烧有一定电价收入，其余

基本均是政府补助，而居民收费制度正在逐步建立。 

客观来讲，中国的固废政策受社会制度因素的影响，政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固废精细化处置方向的确立，一方面我们正在借

鉴国外先进的经验，逐步地放开固废市场，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随着财政

压力加大或要求的不断提升，排污成本内部化的工作也在逐步推进。 

 

图 11：中美固废排污成本内部化及市场化情况对比  图 12：美国固废同业竞争对手市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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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收费数据来自我们的报告《卡万塔：

全球垃圾焚烧发电 NO.1——国际环保巨头系列报告之九》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收费数据来自我们的报告《卡万塔：

全球垃圾焚烧发电 NO.1——国际环保巨头系列报告之九》；单

位：百万美元 

 

对标美国固废行业，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什么是固废行业的议价能力？ 

WM 作为美国环卫龙头，为什么具有较高的盈利水平？其核心在于（1）公

司可以直接向居民收费，直接掌握收费权；（2）通过纵向一体化，通过保

证末端垃圾处置产能，提升自身议价能力，其拥有的填埋场也是美国相对最

多的（2018 年底有 249 座）；但中国的固废企业并不具备美国环卫公司市

场化环境和顺价机制；因此，市场常用WM作为中国固废公司的参照对标企

业，在现阶段来说考虑的并不是很全面。 

CVA 作为美国垃圾焚烧龙头，为什么盈利水平一直不甚理想？其核心在于

（1）被填埋企业切分处置市场，这一点和末端处置市场格局有关，即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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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填埋占最终处置比例较高；（2）被环卫公司挤压处置价格，这一点和

产业链位置有关；（3）受制于美国电价市场化，电费收入上没有议价权，

也没有所谓的补贴。 

 

表 6：美国重点垃圾处理服务上市公司情况一览表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收入 净利润 ROE 简介 

WM.N 
Waste 

Management 
1968 144.85 19.49 34.45% 

当之无愧的固废龙头公司，提供固体废物汇集、调运、回收和资

源回补服务及处置服务 

RSG.N 
Republic 

Services 
1996 100.42 12.78 16.34% 

提供非危险性固体垃圾收集和处理的服务，是美国危废第二大固

废公司 

WCN.N 
Waste 

Connections 
2009 46.30 5.77 9.68% 

提供无毒固体废物收集与处理服务，经营垃圾填埋，中转站，材

料回收设施等业务 

SRCL.O Stericycle 1989 35.81 0.42 1.49% 
从事收集和处理如医疗废物、原浆制药废物等其他种类的危险废

物，召回和过期的商品 

ADSW.N 

Advanced 

Disposal 

Services 

2000 15.08 0.38 4.47% 根据特殊安排提供非危险固体废物收集、转移、回收和处置服务 

CVA.N Covanta 1960 22.80 0.57 12.72% 
全球范围内的垃圾焚烧发电龙头公司，主要经营转废为能基础设

施和其它废物处理及可再生能源生产业务 

资料来源：Bloomberg，Wind，收入及净利润为 2018年报，单位：亿美元 

 

虽然中美制度存在差异，但是回顾中美固废公司各自特点，可以总结出以下

共同的结论： 

（1）能够直接接触到收费权或者政策补贴红利环节，具有更好的产业链地

位，也可以打破盈利扩张的瓶颈（如：美国的环卫公司、中国的垃圾焚烧公

司）； 

（2）固废产业链的市场扩容、议价权，将更倾向于阶段性需求更紧迫的环

节。 

 

2.1、我国固废产业链议价权将向源头和渠道转移 

当前，地方政府承担我国固废处置支付主体责任。我们对固废产业链不同领

域收入情况进行了拆分：（1）环卫服务均为地方政府支付费用，前期是政

府环卫系统直接负责，后来推动环卫市场化；（2）垃圾焚烧发电，国家可

再生能源基金、地方政府财政、电网支出构成了垃圾焚烧企业的收入组成；

（3）填埋基本由政府负责；（4）餐厨输运和处置环节由政府支付，油脂精

炼收益可以通过市场途径获得；（5）家电拆解等是补贴和市场化方式并重，

但是过度依赖补贴；（6）垃圾分类后，未来厨余处置支出也是由政府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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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生活垃圾处理全产业链收入情况 

项目 
中央基金

支出 

地方公共财政

支出 
电网支出 

各省电网 

补贴 

市场化 

情况及空间 
盈利情况 测算方法 

环卫  789   
事权正推进市场

化，财权非市场化 
毛利率约 15% 

180万环卫工人，人均工资 3.5万元/

年，市场化率 60%，人工成本 70%，

毛利率 15%计算 

垃圾焚烧 69.3 107.3 211.2 46.2 
事权市场化，财权

非市场化 
毛利率约 45% 

以 50万吨/日体量计算，按 65元/吨垃

圾处理费，吨上网电量 320度/吨测算，

标杆电价以 0.4元/度，国补 0.15元/

度，省补 0.1元/度计算 

填埋  100.4   
非市场化，事业单

位居多 
维持运营 

以 50万吨/日体量计算，按 50元/吨垃

圾处理费测算 

再生资源 50    
市场化，龙头集

中、黑市复杂 

依靠补贴才能盈

利和拥有现金流 
按中央每年财政预算平均金额估计 

餐厨  19.8   
事权市场化，财权

非市场化 

25-30%，油脂精

炼是盈利核心 

以3万吨/日体量计算，餐厨处理费200

元/吨 

厨余  143   
事权市场化，财权

非市场化 

油脂较少，盈利

靠政府补助 

仅考虑 46城，同时假设所有厨余均被

分出；处理费 200元/吨 

废纸  
市场化，空间

1750亿元/年 
各环节不同 

废纸终端平均售价 2500元/吨，总量

7000万吨/年 

日用品废

塑料 
 

市场化，空间 

640亿元/年 
各环节不同 

塑料终端平均售价 8000元/吨，日用

品废塑料 800万吨/年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测算，单位：亿元 

 

由垃圾焚烧国补政策历程可以看出，行业发展初期政策红利较多，发展成熟

后，该环节的参与者和政府的议价能力在减弱。2011 年《可再生能源发展

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11]115 号）发布，可再生能源基金

正式成立；随后垃圾焚烧发电产能快速释放，补贴基金发挥了重要作用；到

2019 年的两会，由于可再生能源项目待补金额较大、拖欠情况较严重，可

再生能源基金吃紧，国补退坡等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直到 2020 年 1 月 20

日，财政部、发改委、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法》，基本明确了增

量项目和存量项目补贴的方法。我们认为： 

（1）财政补贴基本以量入为原则，需要考虑财政承受力，且不可能一直都

存在； 

（2）在行业发展初期，补贴量的及时性能保证；但行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

补贴退坡是必然。 

 

我们进一步分析垃圾焚烧行业发展阶段：在 2010 年行业发展初期，国家对

垃圾焚烧的产能需求十分旺盛，所以采取了补贴、减税等措施推动行业发展，

截至 2019年底，已运营项目规模达到了 50万吨/日，我们预计到 2020年底

将达到 63万吨/日的水平，基本可以满足大部分城市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处

置需求。放眼“十四五”，一方面垃圾焚烧的产能建设需求已不那么急迫；

另一方面，国家也正在推行源头的精细化处置。此外，考虑到中央补贴、电

网补贴都集中在垃圾焚烧环节，2020 年国家为了保障垃圾焚烧行业平稳健

康发展，提出了“保增量、稳存量”的国补政策，但是我们认为未来国家的

资金支持并不会进一步加码倾向于垃圾焚烧环节；换句话说，保证垃圾焚烧

稳定经营即可，通过和政府的议价获取超额利润的可能性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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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固废产业链各方发展趋势及财政掣肘 

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中央基金支出 电网支出 各省电网补贴

垃圾焚烧规模扩大
国补需求提升

推动再生资源
规范化发展
补贴需求提升

可再生能源基金已入不敷出
生产者付费制度仍需优化

地方财政承担
环境治理
支出责任

环卫市场化规模扩大
内容丰富

支出需求提升

垃圾分类推动渠道规范化
厨余处置需求迅速提升

大部分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高企
入不敷出

垃圾焚烧规模扩大
国家要求国网解决存量国补

垃圾焚烧体量扩大
补贴规模提升

市场化空间

市场化+排污成本内部化

可回收垃圾再利用行业源头
渠道回归、利润重新分配

亟需建立垃圾收费制度补足财政
产业参与者更愿争夺市场化利润

环卫 垃圾焚烧 填埋 再生资源 餐厨 厨余 废纸 废塑料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各环节柱状高度表示现在需要的支出金额 

 

垃圾分类和固废精细化处置实际上是一种逆熵过程，付出的成本实际在增

加。我们从厨余单独分出来的新增资本开支及运营费用情况就能证明；但分

类成功后，收获的却是社会效益如居民素质的提升、社会治理的改善以及使

城市更清洁、安全等，这种收益的外部性也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因此，在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均有一定压力的情况下，如果要做好垃圾分类

和固废精细化处置，垃圾收费制度的建立就是一种必然。另外，在当前固废

产业链政府投入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1）深入挖掘其他各环节市场化利润十分关键：如废纸、废塑料的回收、

其他城市服务； 

（2）重点关注未来国家重点支持的细分： 

1）环卫保洁和城市管理：其实，环卫市场化实际已经到了成熟期，但新冠

疫情却是行业发展的一针强心剂，服务内容扩容、城乡一体化、城市管理都

在加强； 

2）垃圾分类及循环经济：居民垃圾分类是重要的历史任务，同时可推动静

脉产业的提质及循环经济体系的建立，所以国家会重点支持，如新的财政补

贴及减税支持。当垃圾收费制度建立后，保证其他环节正常运营的情况下，

国家也会将更多资源投入在源头端和渠道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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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谁才是居民生活垃圾收费制度真正的受益者 

国际方面，纵观美国、德国、日本，生活垃圾收费制度较为完善，基本原则

都是“pay as you throw”，即垃圾计量收费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理念是

“谁污染、谁负担”，即要求垃圾产生者根据垃圾的产生量（重量或体积）

为单位进行付费。向居民征收垃圾处理服务费，在缓解财政支出压力，支持

环卫事业发展的同时，其根本性目的在于推动居民自觉从源头端减少垃圾排

放，减轻环卫处理压力，提升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 

以美国为例，固废行业整体的费用流通链条是： 

居民缴纳垃圾处理费——环卫公司/政府收到费用并支付一定金额给末端处

置机构——填埋场/焚烧厂收费；整个链条的核心在于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的健

全，从源头确保了资金的稳定流入，排污成本内部化程度较高，支持固废产

业链的市场化运转。 

 

表 8：各国垃圾计量收费制度 

国家 收费制度 收费标准 

美国 

不同性质的垃圾采取不同定价，一般通过申请不同尺寸的标准垃圾桶，垃

圾处理费用含在购买费用当中，由市政或私营收运部门上门收运垃圾后邮

寄账单，按量缴费 

每户居民根据当地政府的实施细则需缴纳

40-50美元/月的垃圾清运费用 

德国 
“按户收费、分类收集、分类处理和综合利用”原则，收费标准由相应地

区的垃圾收运、处理成本、运营费用等制定，并由市政部门统一收取 

三口之家，一年 214欧元 

四口之家，一年 301欧元 

资料来源：EPA，Eunomia，Japaninfo，环卫之声：《视野|在德国生活，一年扔垃圾需要交多少钱》 

 

 

我国当前的居民垃圾收费制度：部分城市试点，未形成标准，定额收费为主，

逐步向计量收费过渡。 

我国生活垃圾收费起步于 2002年；目前，垃圾处置收费没有全国统一标准，

一般由各地政府制定本行政区内的标准。从计征方式来看，我国大多数城市

采用的收费制度以定额收费为主，分类计价、计量收费制度正处于探索阶段。 

 

定额收费：根据居住面积、居民人口数或户数为标准，直接向用户收取固定

金额的垃圾处理费，模式简单易行，征收管理成本低，效率高，但缺陷是没

有将居民的生活垃圾排放量与缴费金额显著地关联，也没有实现对资源废弃

物和不可回收废弃物的差别化对待，未体现公平性和产污者责任原则，难以

调动居民从源头减少垃圾产量和执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从垃圾收费征收主体而言，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 

（1）附属于水、电、燃气等公用事业收费，由政府公用事业部门代收：按

照居民消耗的水、电、燃气的量，采用一定的折算系数来征收生活垃圾处理

费。 

（2）通过居民委员会或物业公司直接向业主收取垃圾费用，具体而言可以

细分为： 

1）纳入物业管理费的垃圾处理费：即物业公司清扫维护小区内部区域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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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卫生所收取的费用，负责小区区域内垃圾的收集清运； 

2）由物业公司/居委会代收的生活垃圾处理费：即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

运输、无害化处理多个环节发生的费用，为提高效率，往往由环卫公司与物

业公司签订委托收取服务合同，由物业公司向居民代收，并定期缴纳至生活

垃圾处理费专用账户（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区域，环卫作业单位的清运费、处

置费由社区居委会按规定的标准向小区居民代收）； 

3）由环卫部门不经过物业公司，直接上门向用户征收垃圾处理费。 

 

表 9：我国部分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处置费收费标准 

城市 发布时间 收费类别 居民收费标准 计价方式 收取部门 

北京 1999年 9月 

生活垃圾处理费 本地居民：3元/户/月，外地来京人员：2元/人/月 定额征收 各街道办 

生活垃圾清运费 垃圾清运费：房屋产权人缴纳，30元/户/年 定额征收 物业公司 

委托清运垃圾托

运费 
25元/吨，由委托清运的社会单位缴纳 以量征收 垃圾清运部门 

上海 

从 2004年起对单位收取收取垃圾处置费用，但始终未收取居民费用，由各区政府买单，

以中心城区为例，每 1吨垃圾的处置费要向区政府收 221块钱，对没有垃圾处置设施的中

心城区，还要支出每吨 100元的环境补偿费给接收垃圾的区 

以量征收 政府部门 

重庆 2011年 8月 生活垃圾处理费 城市居民：8元/户/月，暂住居民 2元/户/月 定额征收 

燃气公司代征

（2013年 8月

前由自来水公

司代征） 

广州 2013年 7月 生活垃圾处理费 城市居民：5元/户/月，暂住居民 1元/户/月 定额征收 环卫部门 

深圳 2017年 8月 生活垃圾处理费 采用“排污水量折算系数法”计征，执行 0.59元/立方米 辅助组合收费 供水企业 

杭州 2017年 10月 

小区保洁、垃圾

清运处理费 

40元/户/年（其中 20元用于小区清扫保洁经费，10元用

于环卫对垃圾的清运经费，10元为垃圾处置经费） 
定额征收 物业公司 

暂住人口垃圾保

洁清运处理费 
3元/人/月或 40元/户/年 定额征收 物业公司 

南京 2017年 4月 生活垃圾处理费 住户（包括居民户、暂住户、其他用户等）5元/户/月 定额征收 供水公司 

哈尔滨 2018年 7月 生活垃圾处理费 
实行“按人计费，按户征收”，用户 1.5元/人/月，若户籍

登记超过 2人的，按 2人计费，即每户每月缴费 3元 
定额征收 各区城管部门 

大连 2010年 4月 生活垃圾处理费 城市居民 6元/户/月 定额征收 

市公用事业联

合收费处代收

或环境卫生管

理处收取 

厦门 2016年 2月 生活垃圾处理费 以用水量推算，执行 10元/户/月 定额征收 供水单位 

成都 2005年 3月 生活垃圾处理费 中心城区居民住户（含暂住用户）8元/户/月 定额征收 城管部门 

东莞 2019年 2月 生活垃圾处理费 

按用水量折算计征，执行 0.64元/m
3
的标准，物业管理小

区按用水量的 80%计征，实行垃圾分类后的小区按用水量

的 90%计征。 

辅助组合收费 供水企业 

资料来源：各政府门户网站，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其实，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广义的向居民收取的垃圾处理费实际包含两个

部分： 

（1）与物业相关的垃圾清扫、保洁费：这部分费用很多小区已经收取了，

这部分费用实际上的目的是，物业承担的小区内部的保洁和散落垃圾的清洁

工作；但是我们可预计到的是，物业公司未来担起源头垃圾分类管理责任后，

工作量会大幅增加，进一步完善收费机制是十分必要的，这部分的市场实际

上会进一步打开，也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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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物业垃圾分类管理和生活垃圾处置费估计空间 

项目 垃圾分类管理费（物业负责） 生活垃圾处理费（生产者付费） 

城镇常住人口（亿人） 8.3 8.3 

测算基准 279.3亿平方米 2.63人/户（城镇户均人口） 

收费标准 
物业费 2元/平方米·月，费率

按 5% 
5元/户/月 

费用空间（亿元） 335.16 189.35 

最终归口 物业管理公司 大部分归给政府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5》、光大证券研究所测算，以

2018年数据为基准 

 

（2）附属于水、电、燃气等公用事业收费或由物业、社区代收的垃圾处理

费。这部分费用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减轻财政压力，完善公用事业设施。 

《固废法》已经明确要落实征收垃圾处理费，我们认为，初始收费率不易太

高，弥补短期的财政缺口即可，随着固废产业的不断升级再进行调整：目前

试点城市每户每月缴费标准在 3-10 元，以最高收费标准 10 元/户/月，每年

一户承担 120元；虽然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负担的费用，但是如果全面征收

后，这个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弥补垃圾焚烧国补缺口以及垃圾分类后

一些新增环节的费用。 

 

综上所述： 

（1）社区垃圾分类管理增加了物业管理公司的工作量，完善收费机制后，

可以为物业公司增加收入及利润； 

（2）生活垃圾处置费，无论是由政府以其他公用事业收费名义征收、还是

由物业管理公司代收，其目的都是减轻财政压力，有利于弥补一定的财政支

出缺口；有利于改善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现金流。 

 

3、投资建议：平台化萌芽—疫情后的城市管理与

无废城市 

我们在下图 14 列举“城市管理与无废城市融合的机会与壁垒”示意图。我

们认为，无论是城市管理还是无废城市，目前已有平台化发展萌芽，同时在

数字经济的加持下，这个趋势将越来越快。而城市管理与无废城市也可通过

“垃圾分类、环卫”进行融合，行业空间、格局均会发生重要变化。 

（1）物业管理公司将充分享受城市管理及垃圾分类带来的变革。凭借其独

特的社区红线内优势：即固定和人工成本因规模化充分被摊薄、距离收费端

最近且可以调价；在垃圾分类大潮中，将充分体现自身价值，同时控制可回

收垃圾源头事权，享受可回收垃圾再利用产业链的利润，最终增厚业绩。另

一方面，疫情之后物业公司也将充分发挥平台优势，进入城市管理领域，获

取固废处置行业精细化管理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健全后带来的行业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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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城市管理与无废城市融合的机会与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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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2）垃圾焚烧企业和再生资源企业需快速切入上游，以无废城市作为核心

理念，进行平台化拓展：我们在前文已经深入分析了固废产业自身精细化发

展方向，以及事权及议价权逐步向上游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垃

圾处置公司、再生资源公司，都在向上游进入。而垃圾处置、再生资源公司

有着其他环节公司不可比拟的专业技术、设备制造及项目运营优势，在产业

链融合过程中可以使其立于不败之地。 

（3）环卫公司需要努力开拓新市场并扩大服务范围，积极寻求与各方合作：

客观来讲，环卫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并不强，且若单纯想进入小区红线内开展

业务，人工成本、固定成本很难摊薄，较难成功，除非自身做一些向物业管

理方面的转型业务；环卫公司未来方向有三点：（1）不断凭借城乡一体化、

服务内容多样化的趋势，快速扩充自身业务量；（2）积极寻求与物业管理

公司及固废处置公司的充分合作，平行合作及总分包关系均可；（3）如果

设备制造为核心竞争力，把握设备电动化及乡镇环卫设施需求旺盛的趋势。 

 

从整体上看： 

建议关注有望成为全国性或区域性平台化无废城市公司的固废类标的，H股：

北控城市资源、中国光大国际；A股：瀚蓝环境、上海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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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关注有望成为全国或区域性城市管理的物业管理类标的，H股：碧桂园

服务、保利物业；万科物业（未上市）。 

 

4、风险提示 

1. 政策风险：如果行业政策、标准发布不及预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业

发展。 

2. 地方财力、效率风险：无论是城市管理还是无废城市，地方政府的财政及

监管的责任不可避免，如果地方政府效率低下，容易引起执行力度低于预期。 

3. 行业格局变化风险：在产业链提质过程中，部分环节将被外来进入者冲击，

如果把握不好自身核心竞争力，很容易被竞争者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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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评级 说明 

行

业

及

公

司

评

级 

买入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

投资评级。 

基准指数说明：A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港

股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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