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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通能源（835359.OC）：专业的环保型能源生产服务企业 

  2016 年 6 月 29 日 

 袁季(分析师、首席研究官) 陆彬彬（研究助理）  

电话： 020-88836102 020-88831176  

执业编号： A1310512070003   

邮箱： yuanj@gzgzhs.com.cn lubinbin@gzgzhs.com.cn  

 

【公司简介】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通能源”，证券代码：835359.OC）是国内较

早专业从事燃煤、生物质热力应用及热电联产的企业。公司深耕集中供热领域，以“专业的

环保型能源生产服务公司”为发展目标，主营工业园区集中供热，主要产品为工业用蒸汽，

主要客户为工业园区内的使用蒸汽的工业企业，为客户提供从集中供热项目开发到项目建设

运营“一站式”的集中供热解决方案和热力外包业务，目前已在行业内取得一定品牌优势。     

百通能源于 2016 年 1 月 7 日在新三板挂牌上市，2016 年 1 月 29 日转为做市交易。截至

2016 年 6 月 26 日，公司总股本 10200.00 万股，其中 1245.00 万股是流通股，均在新三板交

易。 

 
 

【公司亮点】 

 集中供热行业正处上升阶段，公司较早布局占据先发优势。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

不断提高，产业聚集及圈区管理成为地方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工业园区集中供热需求

日益增加。国家政府也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计划》等政策性文件，为工业园区集中供热行业

提供了发展契机。工业园区集中供热行业起步较晚，公司较早布局工业园区集中供热业务，

在江西、安徽、江苏等地专业从事集中供热和热力外包业务近十年，涉及化工、造纸、印

染、食品等诸多领域，在业内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占据先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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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相关均为自主研发，且成熟稳定，替代性较弱。公司核心研发团队，具有 10 余

年的专业化的集中供热相关研发经验，目前，公司的层燃锅炉低氮燃烧技术、煤与稻壳沼气

掺烧技术处于行业领先，创新性强且成熟稳定，可替代性较弱。使得公司能够有效降低投资

成本及运营成本，提高项目盈利能力，同时还能够避免因为环境污染带来的相关问题。 

 

 业务布局广，市场占有率高。 公司开展业务全国布局，积极开拓外部市场，完成安

徽、河北、山东、江苏等省项目储备工作，与通化东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达成框架协议。顺利

实现赣榆百通对新海石化蒸汽供应，完成泗阳百通、赣榆百通热电联产前期工作。公司多元

化布局工业园区集中供热业务，在巩固老客户的同时，强化长三角以外地区市场的开拓力度，

在市场上已具有一定的品牌优势，客户资源丰富，市场占有率高。 

 

【市场表现】 

交易情况：自 2016 年 1 月 13 日首次成交开始，截止至 2016 年 6 月 26 日，总成交金额

4112.61 万元，月均换手率 10.37%。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首次发生做市转让，此后每月成

交量有波动。自首日成交日起，2016 年 1 月最高月成交量为 361.40 万股，当月成交金额 1088.94

万元。2016 年 3 月最高成交额达 2063.89 万元，当月成交量为 292.30 万股。截至 2016 年 6 月

26 日，公司股票总成交量 774.70 万股，总成交金额 4112.61 万元，月均换手率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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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百通能源交易情况，月均换手率 10.37%    

 

资料来源：Wind，广证恒生 

【持股股东】 

截至 2016 年一季度，百通能源的控股股东是南昌百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9.41%。机构股东为北京衡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9.8%。 

2016 年 1 月 9 日，公司公告，股票转让方式自 2016 年 1 月 29 日起变更为做市转让。截

至 2016 年 6 月 26 日，做市商分别为安信证券，财通证券，东北证券，东兴证券，红塔证

券，华融证券，联讯证券，首创证券，新时代证券，长江证券，中原证券。 

 

【主板相关概念股】 

长青集团（002616.SZ）：公司是国内最大的燃气具及其配套产品的制造和出口商之一。主

营业务为燃气具及配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生物质发电业务的企业。燃气具业务方面主营

烤炉、取暖设备、热水器、燃气灶具及燃气配件等业务，现拥有三大生产基地及国内同行业

首家国家认可实验室和欧盟 CE 认可实验室。公司是“中国轻工业五金行业十强企业”；“广

东省百强民营企业”；“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工作单位”。 

迪森股份（300335.SZ）：公司是国内利用生物质等新型清洁能源提供热能服务的领先企业。

公司掌握领先的生物质能应用技术，成长为专业的生物质能生产应用技术设备提供商、生物

质燃料供应商和节能减排项目系统集成商。公司拥有多件专利及多项专有技术，是国内目前

生物质能源领域知识产权拥有量最多的企业之一，是国家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广东

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华光股份（600475.SH）：公司为国家 520 家重点企业之一，是我国电站锅炉、工业锅炉、

压力容器、烟气脱硫净化设备、燃气轮机余热锅炉(HRSG)、垃圾焚烧锅炉、特种锅炉和水处

理设备专业制造公司，也是全国水处理设备科研中心和最大的制造基地。公司先后引进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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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控液压顶镦机、瑞典 ESAB 公司的 TIG/MIG 管子对接焊机、长 23.5 米的大型热处理回

火炉、省煤器及过热器自动生产线、先进的计算机辅助系统(CAD)等主要设备。 

【财务数据透视】 

根据2015年年报，百通能源的主营业务是工业园区集中供热，其主要产品为工业用蒸汽，

在营业收入中占比 96.60%。2015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2 亿元，同比增长 30.82%，归母

净利润 2263 万元,同比增长 3374.8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764.23 万元，同比下降 74.33%。 

报告期营业收入 1.82亿元较上期增长 30.82%，实现净利润 2263万元，较上期增长 3374.81%。

2015 年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主要因为赣榆百通与善俊能源搁置前期争议，原合同纠纷由仲

裁解决，重新签订合同，采取预收蒸汽款的方式对善俊供应蒸汽；赣榆百通与新客户新海石

化签订蒸汽供应合同并于 2015 年 11 月正式供应蒸汽，同时泗阳百通新增客户较多带来较高

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增加主要是因为营业利润的大幅度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764.23 万元，同比下降 74.33%，变动原因主要是因为

本年管理费用及支付保证金和其他往来款的增加。 

图表 2 2015 年百通能源实现营业收入 1.82 亿元      图表 3 2015 年百通能源归母净利润增长 3374.81% 

       

资料来源：wind，广证恒生                        资料来源：wind，广证恒生 

 

【点评】 

我国长期以来依靠大量消耗煤炭资源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日益受到生态环境的约束，从

2014年开始国家集中出台多项政策，从排放标准和小锅炉去除规划等方面要求去除小锅炉，

鼓励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等方式。预计到2020年，单就燃煤锅炉的改造对应市场空间就高达

4200亿元，市场空间广阔。 

百通能源立足并深耕工业园区集中供热领域，顺应国家产业调整趋势，结合城镇化发展

对工业能源需求，适时进行产业升级实施热电联产，在业内已具有一定的品牌优势。公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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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加大技术投入，推进人力资源建设，促进成本管控体系建设，企业

核心竞争力不断加强。 

 

公司网址：http://www.bestoo.com.cn/ 

联系电话：010-57322315 

 

数据支持：谭椿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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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团队介绍 

在新三板进入历史机遇期之际，广证恒生在业内率先成立了由首席研究官领衔的新三板

研究团队。新三板团队依托长期以来对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丰富研究经验，结合新三板的

特点构建了业内领先的新三板研究体系。团队已推出了周报、月报、专题以及行业公司的研

究产品线，体系完善、成果丰硕。 

广证恒生新三板团队致力于成为新三板研究极客，为新三板参与者提供前瞻、务实、有

效的研究支持和闭环式全方位金融服务。 

 

团队成员 

袁季（广证恒生总经理、首席研究官）：从事证券研究逾十年，曾获“世界金融实验室年度

大奖——最具声望的 100 位证券分析师”称号、2015 年度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才、中国证券

业协会课题研究奖项一等奖和广州市金融业重要研究成果奖，携研究团队获得 2013 年中国

证券报“金牛分析师”六项大奖。2014 年组建业内首个新三板研究团队，创建知名研究品牌

“新三板研究极客”。 

赵巧敏（新三板研究团队长，副首席分析师，高端装备行业负责人）：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国

际金融市场硕士，7 年证券研究经验。具有跨行业及海外研究复合背景。曾获 08 及 09 年证

券业协会课题二等奖。 

肖超（新三板研究副团队长，副首席分析师，教育行业研究负责人）：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

学硕士，6 年证券研究经验，2013 年获中国证券报“金牛分析师”通信行业第一名，对 TMT

行业发展及公司研究有独到心得与积累。 

陈晓敏（新三板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员）：西北大学硕士，理工科和经管类复合专业背景，在

SCI、EI 期刊发表多篇论文。3 年知名管理咨询公司医药行业研究经验，参与某原料药龙头

企业“十三五”战略规划项目。 

温朝会（新三板 TMT 行业研究员）：南京大学硕士，理工科和经管类复合专业背景，七年

运营商工作经验，四年市场分析经验，擅长通信、互联网、信息化等相关方面研究。撰写大

数据专题基础篇、行业篇等系列深度报告，重点研究大数据产业链、精准营销、大数据征信

等细分领域。 

黄莞（新三板教育行业研究员）：英国杜伦大学金融硕士，具有跨行业及海外研究复合背

景，负责教育领域研究，擅长数据挖掘和案例分析。 

林全（新三板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员）：重庆大学硕士，机械工程与工商管理复合专业背景，

积累了华为供应链管理与航天企业精益生产和流程管理项目经验，对产业发展与企业运营有

独到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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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斌（新三板新能源新材料行业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能源材料博士，发表

多篇 SCI、EI 论文并拥有多项授权发明专利，拥有丰富实业从业经验，对新能源和新材料行

业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陆彬彬（新三板主题策略研究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金融硕士，负责新三板市场政策

等领域研究。 

 

联系我们：    

邮箱：lubinbin@gzgzhs.com.cn      

电话：020-88831176 

mailto:lubinbin@gzgzh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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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证恒生：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63 楼 

电话：020-88836132，020-88836133 

邮编：510623 

 

股票评级标准： 

强烈推荐：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谨慎推荐：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15%； 

中性：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回避：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上。 

 

分析师承诺： 

本报告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

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在作者所知情的范围内，公司与所评价或推

荐的证券不存在利害关系。 

 

重要声明及风险提示： 

我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仅供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的客户使用。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该信

息未经任何更新，也不保证我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

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

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我公司已根据法律法规要求与控股股东（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各部门及分

支机构之间建立合理必要的信息隔离墙制度，有效隔离内幕信息和敏感信息。在此前提下，投资者阅读本

报告时，我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已经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

易，或者可能正在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法律法规

政策许可的情况下，我公司的员工可能担任本报告所提到的公司的董事。我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

本报告公开前已经通过其他渠道独立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本报告版权归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

公司所有。未获得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

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

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