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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时代命题，中国愿同国际合作伙伴共建“一带一路”。我

们要通过这个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把“一

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

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习近平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聚焦“一带一路”



GLOBE
EMISSIONS REDUCTION
INITIATIVE

全球减排倡议
传统能源的碳排放已经

危及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2015 年习近平主席参加巴黎

气候变化大会领导人活动

来自 195 个国家以及欧盟的

代表参加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



寰

泰

全球领先

稳健经营

寰泰能源是一家围绕“一带一路”和“清洁能源”，从事风力

发电、光伏发电领域的投资、建设、运营的专业公司。



CHAIRMAN'S 
MESSAGE

董事长致辞
寰泰能源成立于国家 " 一带一路 " 战略和 " 

全球减排倡议 " 的宏大背景之下，创始团

队汇聚了能源、投资、外交、工程、运营

等各方面专业精英，初心是通过在全球投

资安全、可靠、清洁、可持续的绿色能源，

引导国际社会转变对不可再生、高污染的

传统能源的依赖，为解决地区性电力短缺

问题提供多元化方案，为推动能源生产和

消费方式根本转变贡献力量，为建立生态

文明社会创造价值。 

即使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环境里，

寰泰能源凭借着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整合

优势，亦能时刻洞察市场的未来趋势，秉

持稳中求进的发展模式，持之以恒地贯彻 

“全球布局、世界领先 ; 绿色发展、生态友

好 ; 稳健经营、以人为本 ; 合作共赢、利益

共享”的经营理念。凭借在人才、机制、成

本、融资和风险管控等方面的优势，公司

已相继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和东南亚

地区开拓业务，并在浙江、河南、河北等

地设立了子公司，目前在建及并网电站超

过 700MW，未来三年投产运营装机容量预

计达 2GW。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寰泰能源始终践

行社会责任。在海外，通过新能源电站投

资建设带动当地税收和就业，助力区域经 

济发展，参与城市和社区建设，促进“民心

相通”; 在国内，我们身体力行支持“光伏扶贫”

事业，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 通过发起助老送

温暖、西部光彩帮扶、设立助学奖学金等

慈善活动，为社会公益献力 ; 寰泰能源通过 

实际行动让文明守法、规范经营的企业文

化落地，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控制经营风险，

助力社会和谐稳定。 

寰泰能源放眼全球，寻求与相关政府、股东、

合作伙伴以及客户建立和保持紧密、友好

和长期的互动关系，以实现共赢和共享。

作为一家志存高远、朝气蓬勃、实力雄厚

的年轻公司，我们殷切期望与天下英才共

同携手，开启为人类和地球寻找绿色动力

的非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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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逸 先生

寰泰能源董事长兼总裁



INTERNATIONAL EVENT
参与国际活动

2019 年 9 月 11 日南逸董事长出席哈萨克斯坦总统
托卡耶夫在北京举行的圆桌会议并发言

2019 年 5 月 15 日南逸董事长受邀参加韩正副总理

出席的第二届中哈地方合作论坛

2019 年 9 月 22 日南逸董事长受邀参加栗战书委员

长与哈萨克斯坦总理马明在阿斯塔纳举行的座谈会

哈总统圆桌会议后，南逸董事长接受哈萨克斯坦政

府电视台 KhabarTV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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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扩大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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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25 日南逸董事长受邀出席李强书记

主持的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人才座谈会

2019 年 12 月 16 日南逸董事长出席外交官与长三角

民营企业交流会并发言

2019 年哈萨克斯坦副总理（中）阿拉木图州州长（左

二）亲临寰泰能源 Kapshagay 100MW 光伏电站并

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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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COOPERATION

开拓金融合作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2019 年 4 月 26 日南逸董事长与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可持续基础设施集团董事、总经理

Nandita Parshad 共同签署融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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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

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

2019 年 6 月 18 日

南逸董事长与哈萨克斯坦

开发银行副董事长 Duman 

Aubakirov 签署融资协议

亚投行

2019 年总投资 10.5 亿元

的 150MW 风电项目与亚投

行确立了融资意向

2019 年 9 月 28 日

证监会李超副主席一行考

察 Kapshagay 100MW 光

伏电站



BUSINESS
EXPANSION

拓展国际业务

南逸董事长（右一）受邀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

清洁能源峰会“探索亚洲清洁能源市场增长”论坛进

行主旨发言

南逸董事长（右二）带队赴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

纳出席首届中亚可再生能源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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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拓展

在哈萨克斯坦成功合作的基础

上，2019 年南逸董事长参加亚

洲清洁能源峰会和中亚可再生

能源峰会，先后拜访了乌兹别

克斯坦能源部长、阿塞拜疆能

源部长、格鲁吉亚经济与可持

续发展部部长及缅甸、柬埔寨、

孟加拉国等主要领导，为下一

步业务拓展奠定基础。



OVERSEA
PROJECTS

海外项目

2019 年海外并网工程

2 个

风电光伏项目并网运营

130 MW

海外并网工程规模

340 MW

公司并网工程规模

2019 年海外在建工程

4 个

风电光伏项目开工建设

250 MW

海外在建工程规模

390 MW

公司在建工程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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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并网项目

2019 年两个合计 130MW的海外项

目并网，公司累计并网 340MW。

2019 年 9 月，哈萨克斯坦
Kapshagay 100MW 光伏电站
并网运营

2019 年 8 月，哈萨克斯坦
Zhangiz 30MW 光伏电站并
网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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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kelen 50MW 光伏项目：2019 年 7 月开工

Ybyrai 50MW 风电项目：2019 年 9 月开工

Aktogay 100MW 风电项目：2019 年 8 月启动

Aktogay 50MW 风电项目：2019 年 8 月启动

（图为项目施工现场）

海外在建工程

寰泰能源20



INVESTMENT
IMPACT

海外投资影响
918.2 万元

2019 年哈萨克斯坦已并

网项目为当地产生税收
12084.65
万元

2019 年实现外汇收入
1780 万元

2019 年出口退税

60 万户
当地居民用电需求

98.75 万吨

二氧化碳排放
100 个18 亿元

9.8 亿度 800 个

2019 年已并网项目

建设期创造就业岗位逾

运营期间已雇佣当地员工

42 名

哈萨克项目全部并网

预计年发电量
哈萨克项目

并网后可满足

哈萨克项目全部并网

预计可为当地创造约

就业岗位

哈萨克项目全部并网

预计每年减少

公司海外投资有较好的投资盈利外，还带动产

品出口、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抱团出海。

对中国影响

对当地影响

公司海外投资为当地产生一定税收外，还为其

解决电力缺口、降低其能源成本、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和创造就业岗位。

海外投资

带动设备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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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TEAM

核心竞争力
人才与团队

公司核心管理层分别来自牛津大学、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芝加哥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多伦多

大学、东北电力大学等名校，并有很好的互补优势。

公司在职人员

163 名

平均年龄

32 岁

外籍人员

40 名

本科学历

50 %

硕士及以上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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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
工程与技术

COST 
EFFICIENCY

在寰蔚工程的基础上，通过收购成都旭辉

设计院，采取专注创新发展，把握 EPC 总

包过程中的核心环节，已经在风力发电、

光伏电站及输配电线路等技术方面形成较

强的核心竞争优势。

资质：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

工程设计电力行业专业乙级

发电量提升优势

成本创新优势

度电成本控制优势

风光发电成本低于火电发电成本

参与国际竞价上网优势

技术创新

寰泰能源26



核心竞争力
质量与管理

RISK 
MANAGEMENT

公 司 通 过 了 ISO 37001 反 贿 赂 管 理

体 系、ISO 9001 质 量 管 理 体 系、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ISO 45001 职工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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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
机制与效率

ENHANCED
MECHANISM

全球布局

稳健经营

合作共赢

利益共享

经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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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参与阿尔巴尼亚 140MW
光伏项目联合投标

南逸董事长与迪拜王储殿下就
新能源方面进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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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逸董事长出席中哈产能与投
资合作第十五次对话会并签署
投资协议

南逸董事长与哈萨克合作伙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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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年计划

DEVELOPMENT
PLAN

我们始终坚持“海外为

主，国内为辅”、“风电

为主，光伏为辅”的投

资 战 略， 集 中 4-5 个

区域打造核心竞争力

未来将辐射独联体投资清洁能源规模

600~800 MW

国内投资清洁能源规模
以扶贫、平价和竞价项目为重点

600~800 MW

计划在东南亚投资清洁能源规模

300~500 MW

以阿尔巴尼亚项目为切入点
计划在东欧投资清洁能源规模

400~600 MW

我们始终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

步发展，力争三年内上市，同时对接

境外资本，实现投资和资产出售相结

合的盈利模式。

公司于 2019 年底请国泰君安作为上

市保荐机构，同时聘请国浩天津所及

大华会所并初步完成排查和尽调工作

寰泰总部位于上海外滩 SOHO

我们将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加大“一带一

路”清洁能源投资力度

我们将联系社保基金和国际财团有序

推进电站出售业务，提高企业净资产

收益率

上市计划

投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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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我们在发展企业的同时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积极响应精准扶贫等，并关注自身为地方

创造税收、就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019 年公司上交各项税收

2019 年公司人均上交税费

万元

万元

2403

14.97
已并网清洁能源

项目 2019 年全

年减少累计减少

碳排放

48

向哈萨克斯坦捐赠

用于改善当地市民居住条件

万元

500
社会公益事业支出共计

公司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回馈社会

公司倡导“以人为本”

的企业文化

通过光促会捐款

设立助学奖学金

万元

7770
清洁能源项目被列入中哈产

能与投资合作重点项目清单

项目占清单总数

公司被中国产业海外发展

协会授予社会责任奖

个6

10%

家庭扶贫帮扶 扶贫支出（20 年）

土地租金（25 年） 上缴税收

户

万元 亿元

1168

100

4200 1.2

7008

河北灵寿光伏扶贫项目
万吨

万元

万元



寰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Universal Energy Co., Ltd.

Tel: (021) 6359 7777

Website: www.universalenergy.com

5F, Building C, Bund SOHO, No.88 Second East Zhongshan Road
Huangpu District, Shanghai

中国上海市外滩 SOHO C 栋 5 楼

Email: info@universalenerg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