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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生态产业服务” 新蓝图：亿利的转型攻略

两大主业深度融合，实现生态修复

与绿色产业的融合发展，亿利集团新一

轮的转型正在徐徐展开。

在成为生态修复领军企业多年后，

亿利集团正雄心勃勃实施一项更有分

量的新战略。

5月6日， 亿利集团旗下 “亿利洁

能”（600277.sh）发出公告，收购集团

旗下另一个战略板块 “生态股份”

100%股权，这次收购之后，生态修复业

务和洁能环保业务将会师于上市公司

平台。

看似一次简单的架构重组，背后却

隐藏着重大的战略意图： 由 “生态修

复、 洁能环保” 双核驱动整合提升为

“生态产业服务商” ， 新亿利的企业定

位、战略目标应运而生。

如果说过去的三十年，亿利荒漠化

治理创造了闻名世界的 “库布其模

式” ，那么未来的三十年，亿利对自己

的定位更为宏远而生动—“中国领先

的生态产业服务商” 。 亿利试图通过自

己的成功实践去真正打通生态产业链，

给绿色行业带来新的变革。

新“蓝图”

从北京出发，沿京藏高速行车两小

时可达京张冬奥廊道。 5月的山坡绿意

盎然，深色的光伏板错落有致。 这里是

前往冬奥场馆的必经之路，光伏廊道的

建设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绿色风景线。

2014年3月14日，张家口市人民政

府与亿利生态股份签订 “崇礼申奥绿

化工程” 合作框架协议。 重点修复北

山、尚义、崇礼等地的废弃矿山，以及通

过3万亩造林， 实现对废矿山的整体绿

化和景观打造。

两年后，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

城市，张家口市出台了《京张奥运迎宾

廊道光伏规划》， 在G6高速张家口85

千米范围内生态修复场地的基础上，规

划装机容量1550MW光伏项目， 鼓励

企业使用修复后的农业、林业、牧业土

地，以林光互补、农光互补、牧光互补等

形式投资建设。 其中亿利洁能中标

240MW，项目采用“宜林则林、宜草则

草” 的形式，在生态修复基础上，将其

建设成富有魅力的景观廊道。该项目也

因此获得 “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突

出贡献奖” ，成为亿利生态修复与绿色

产业融合发展的典范。

按照规划，京张奥运廊道是一个集

生态修复、生态景观、清洁能源“多位

一体” 的生态+光伏项目。 2019年3月，

在国电投主办的一场“光伏+” 为主题

的论坛上，相关专家认为，由于光伏电

站占地面积巨大，对荒山荒地的规模化

利用正逐渐成为光伏用地的重要类型。

在光伏领域，通过生态修复，实现土地

价值的提升、导入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

模式逐步被业内所认可。

“这些年，我们给人的印象是生态

修复企业，实际上我们更多是平台型企

业，亿利的优势主要在于生态修复的基

础上实现土地增值和产业导入。随着亿

利‘生态修复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 的

战略目标逐步成型，未来，将有更多类

似的项目得到复制。 ” 亿利集团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与传统污水处理、 固废处置不同。

生态产业服务是跨产业、跨领域、跨地

域的综合性新兴产业，在“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 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影响

下，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体的理念

逐渐被接受，生态修复被赋予了新的动

能。

近些年，亿利旗下两大主业“亿利

洁能” 、“亿利生态”双轮驱动。 2017年

亿利洁能收购荷兰弗家园，获得了全球

水土修复的领先技术。亿利生态与挪威

ScanWater签约，生态规划的能力成倍

提升。 但如何更好实现业务协同，系统

化修复、 拓展生态修复更下游的市场，

是近年来首要考虑的问题。

有业内券商研究院认为：“两大主

业合二为一， 生态产业上下游被打通，

客户资源实现共享， 技术优势实现互

补，品牌影响显著提升，更带来了资本

市场的较大反响。 ”

就在5月14人，亿利洁能发布公告

约两周后， 国际著名指数编制公司

MSCI（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公司）发

布公告称，将把现有A股的纳入因子提

高一倍，在三千多家样本中选取了二百

多家样本，亿利洁能（600277）等18家

业绩高成长个股入围中国中盘股指数，

成为新进的“中国概念” 。

MSCI选股极其严谨，时值中美贸

易战正进入谈判最艰难的时期，MSCI

的公告至少透露出三重信息： 首先，虽

为民企，亿利集团无论从技术、商业模

式、还是品牌影响上已赢得产业相当程

度的信赖和尊重；其次，生态修复产业

趋于成熟，市场份额争夺也随即告别丛

林时代， 资本市场正在关注新的价值；

第三，亿利生态产业服务商的战略蓝图

已然成型，随着两大主业的重组，一个

更大的行业头部企业正在崛起。

所以，资本市场在期待一个令人兴

奋的新亿利，如何在重组后夯实技术和

团队、创新商业模式、大力拓展和复制，

向股东交出一份战略清晰、可持续发展

的答卷。

深耕产业链

2019年5月15日，有关方面主办的

《春归库布其》报告文学发布会在北京

香格里拉饭店举行， 亿利集团创始人、

董事长王文彪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并发

言。他说到，“30年来，亿利转型过许多

次。 前十年，治沙只是为了保住盐厂活

命；第二个十年，治沙产生了利益的空

间；第三个十年，亿利获取了全球的技

术、金融、人才的支持，真正实现了生态

修复与产业的融合。 可以说，亿利每一

次转型，都让生态和产业有了更紧密联

系，现在，我们正向着世界领先的生态

产业服务商迈进。 ”

生态企业的发展路径大体分两类：

其一，迅速扩张做大市值；其二，精耕细

作布局全产业链。前者以重资产型国有

企业为代表， 但面临的挑战很明显，以

公共基础设施工程运营为主的环保产

业在20年寸土必争的残酷份额争战后

已趋于红海，其天然的排他性为产业构

筑了极强的壁垒，寻找一个盈利切口并

非易事。 因此，无论是基于市场现实还

是企业基因都必须提前布局，亿利则选

择后者，以强大的技术积累和协同的商

业模式，致力于生态修复和绿色生态产

业的融合发展，实现华丽的战略转型。

亿利的“生态产业服务” 模式，就

是在亿利30年发展经验上提炼而成，即

通过规模化生态修复， 实现农业土地、

工业土地、城市土地的增值，导入包括

洁能环保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生态康

养产业、农、牧体验产业等绿色产业，实

现多重生态产业收益。 这也是“生态产

业服务”的蓝图和造血模式。 从现金流

角度看，分为“短” 、“中” 、“长” 三个

阶段，生态修复创造短期现金流，土地

增值收益创造中期现金流，绿色产业导

入及运营创造长期现金流。

近些年，随着城市土地增值空间扩

大， 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利好推动下，

亿利从沙漠走向城市，斩获许多生态修

复订单。 生态修复也因此成为了“生态

产业服务商”盈利模式的前沿阵地。

目前， 生态修复的模式以EPC、

PPP为主， 是亿利的短期收益来源，其

主要客户群体在于政府。 譬如，2017年

5月获得国家批复的“青海祁连山‘山

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 示范

项目，项目由亿利生态中标，采用EPC

模式，总投资16.4亿元。

但以EPC为主的盈利局限性很明

显。 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认为，

EPC模式回款快，现金流短，是主流生

态修复模式，但项目结束后其现金收益

停止。

因此，生态修复仅仅是亿利盈利的

切入口， 更重要的收益在于土地增值。

即经过修复后的土地， 可变成工业用

地、城市用地和农业良田。这个阶段，亿

利生态通过生态工程技术服务、修复土

地增值、土地开发变现、股权分红、土地

招商分成等，从而获得中期现金流。

眼下，位于天津的亿利生态岛已着

手与国际企业合作， 引入动物观赏、餐

饮、娱乐、生态康养、生态旅游等企业，

打造了集生态景观、水上休闲、绿色餐

饮等功能于一体的四季生态旅游岛，构

建了“生态修复+生态产业开发+生态

社区” 的生态圈。 同时，亿利在怀来打

造的华北最大湿地公园———“官厅水

库国家湿地公园” 已通过政府付费获

得回报，未来，政府将依据项目公司的

运营维护绩效考核情况、运营维护成本

及利润、公共服务情况向项目公司支付

资产可用性付费和运维绩效付费。

最后则是绿色产业导入及运营盈

利，成为亿利长期的收益来源。

这种模式在 “库布其沙漠亿利生

态示范区” 已形成落地。 早些年，随着

库布其沙漠生态修复的规模化成效，亿

利逐步引进了神华、华谊、万达、泛海、

正泰、法液空等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

共同建设了库布其沙漠生态工业园区

和达拉特能源循环经济园区，实现了长

期“造血” 。 查阅亿利洁能近十年的财

报， 从十年前两园区收入不足16亿元，

到2018年收入近88亿元， 园区收益已

成为上市公司重要盈利来源。 此外，绿

色产业正多元化发展，非上市公司亿利

绿土地科技的蒙药、甘草片等多种饮品

已进入同仁堂等全国性药房。在沙漠修

复的土地上因地制宜导入绿色产业，亿

利集团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在全国性拓展的过程中，作为民营

企业如何确保回报率是亿利项目落地

的第一要素。 因此，亿利首先把业务聚

焦在500万以上的大城市及周边地区，

或者营商环境良好的区域。亿利集团相

关负责人表示：“这也是对回报率的最

好保障，更是对投资者的负责。 ”

转身的底气

诚如著名政治与历史学家汉娜-

阿伦特所言：“你的来路也代表着你未

来要走的路” 。 一个企业长期构建的文

化和基因决定了其未来的竞争走向。在

生态产业的竞争中，要靠实力，同样离

不开技术，以及团队执行力。

身为民企， 亿利成功实现转身，

没有捷径可走， 更不可能通过PPP迅

速做大体量，只能凭借在改造极端环境

中积累的30年经验与实力， 短短几年

间，亿利生态已经成为目前国内生态修

复领域的领军企业；更在许多同行企业

望而却步的地带，渐渐找到了广阔的生

存空间。

只要亿利承接的项目，不管环境多

么恶劣，地势多么偏僻，都有技术团队

的身影。 转型生态产业服务商，面对的

更多是非标市场，不同企业和环境具有

很大差异，更考验企业系统化解决问题

的能力。 在项目建设期间，团队几乎全

程跟进，日夜奔袭，甚至在张家口零下

30度的冬日环境里，多数环保公司知难

而退，而亿利创造了“持续施工，把石

头山变为绿水青山” 的奇迹，并且大大

压缩了完工时间。

亿利转型生态产业服务商的道路

上，它的“治沙团队”曾经立下汗马功劳。

在亿利内部广为流传的是那曲冲

锋队的故事。 在西藏那曲，由于紫外线

强，土壤以冻土层和砂岩为主，常年无

树。当地政府表示，那曲种活一棵树，奖

励十万，部队种活一棵树，授予三等功。

2016年11月24日， 西藏自治区政府和

亿利生态修复股份有限公司签约战略

协议，联合西藏农牧学院、中科院植物

所等高校院所等科研力量，在那曲启动

“那曲市城镇植物关键技术研发与绿

化模式示范项目” 。

尽管在执行力上，亿利已完胜多数

企业，但最令亿利自信的，还是30年来

积累下的技术优势，以及产业导入运营

的经验。 上述业内人士称，尽管许多企

业可通过收购和院校合作实现技术提

升，但事实上，亿利更胜在种质资源技

术的积累。 在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性修复

为主要趋势的大背景下，生态修复的核

心在于生物多样性的恢复，这些种质资

源经过30年的收集、研究，形成无法通

过仅仅靠收购即可被超越的技术瓶颈，

可见亿利在生态修复领域超强的技术

能力。

虽然打铁必须自身硬， 但在打造

全产业链技术平台的过程中， 亿利也

明白，在综合业务解决方案，单靠传统

技术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更多是积

累产业运营技术和人才。 为此，在2017

年12月， 亿利生态大数据系统及生态

审计系统上线，融合了30年的治沙、治

水、治气、绿化、环境修复等生态建设

过程中， 海量的 “山水林田湖草” 数

据、种质资源技术，为地方匹配高效、

安全的生态公园建设，运营方案，效率

呈几何增长。

据了解， 随着品牌效应的逐渐增

加， 近几月到访亿利总部的国际贵宾

也多了起来。 再过两个月，由科技部主

办，亿利作为发起单位之一的“库布其

国际沙漠论坛” 将要举行，因此，亿利

集团最近重要的人事工作之一就是国

际化人才的遴选， 以匹配迅速发展的

国际业务。

董文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