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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 26 日  

穩健多元業務組合帶來穩步增長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中電）欣然宣布，集團在 2017 年續創佳績，業務穩步增長，財

務表現更勝去年。年內，營運盈利較 2016 年增長 7.9%至 13,307 百萬港元，總盈利

上升 12.1%至 14,249 百萬港元。董事會通過派發 2017 年第四期中期股息每股 1.14

港元，連同三次已付中期股息，2017 年度的總股息為每股 2.91 港元，較去年每股

2.80 港元增加 3.9%。 

中電首席執行官藍凌志先生在集團 2017 年全年業績簡布會上表示：「業績反映中電

集團投資組合多元化的優勢。儘管電力行業的特質，加上全球經濟的變化，使我們不

時面對營運環境的波動，但集團的『專注 ‧ 成效 ‧ 增長』策略一直引領我們有效應對不

同市場的能源轉型，在各業務範疇取得平衡。我相信這策略將能繼續帶領中電邁步向

前。」 

香港 

2017 年，香港電力業務的營運盈利較對上一年上升 2.6%至 8,863 百萬港元。中電服

務的客戶數目由上年度的 2.52 百萬戶增至 2017 年的 2.56 百萬戶。本地售電量較上一

年微跌 0.2%，售予中國內地的電量較 2016 年上升 11.3%。合共結算，2017 年的總

售電量微升 0.2%。 

香港在 2017 年接二連三受到極端天氣影響。年內有七個颱風襲港，其中兩個尤其強

烈，接連在短短五日內前後出現。儘管面對這些挑戰，我們仍然能夠維持高度可靠的

電力服務。這凸顯中電供電系統的抗逆能力，及反映我們需要繼續對電力基建作出審

慎投資，以保持和提高電力服務的可靠度。為滿足客戶的用電需求，中電於 2017 年

投資了 81 億港元，用以維修及提升供電系統及發電設施。 

2017 年 4 月，中電與香港政府簽訂了新的管制計劃協議，讓我們得以繼續為推動香港

的發展作出貢獻。新協議於 2018 年 10 月起生效，至 2033 年 12 月屆滿。新協議為

中電的客戶、僱員、股東及所有享用本港電力服務的人士，提供明確的規管架構。我

們已根據新管制計劃協議的規定，向政府提交了 2018 至 2023 年的發展計劃。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CLP Holding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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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管制計劃協議，具備支持香港邁向低碳經濟的重要元素，包括推動可再生能源發

展、節能和需求管理的措施。我們會於 2018 年公布「上網電價計劃」及「可再生能

源證書」的詳情，並正籌備推出新的「綠適樓宇基金」及「社區節能基金」。 

為配合政府在 2020 年底前天然氣佔發電燃料組合約一半的目標，我們正在龍鼓灘發

電廠興建一台 550 兆瓦的先進聯合循環燃氣渦輪機組，其運行效率和環境表現均屬世

界級水平。現時項目施工進度良好，預計機組可如期於 2020 年前投產。 

此外，中電正致力研究在香港南部水域，興建採用「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海上液

化天然氣接收站。我們就未來的燃料供應及液化天然氣接收船的安排已取得良好進展，

並將在短期內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提交政府審批。 

在這瞬息萬變的時代，中電將善用先進科技，不斷提升營運能力，為客戶創優增值。

例如我們於去年推出了「智醒用電計劃」，邀請 26,000 個住宅客戶參與為期一年的試

驗計劃，研究如何透過智能電錶更有效管理用電模式及節省電費開支。我們希望於未

來可推廣給更多客戶使用。香港在邁向世界級智慧城市的過程中，需要智能化的公用

事業支持配合，中電已作好準備，擔當此重要角色。 

中國內地  

中國內地的營運環境，在 2017 年仍然充滿挑戰，其中以燃煤發電廠尤其嚴峻。因此，

中國內地業務的營運盈利減少 18.6%至 1,238 百萬港元。 

年內，為減少煤炭業造成的污染，中國政府關閉多個較小型和低效益的煤礦，使煤炭

供應緊絀，導致煤價持續高企。然而，燃煤發電的上網電價並未因此而有所調整。加

上電力行業產能過剩，嚴重影響了集團的火電項目，其中對防城港電廠的衝擊尤甚。

防城港電廠又同時面對部分港口的進口煤炭限制，營運情況更為嚴峻。有見及此，我

們已將防城港電廠市場銷售的份額由 2016 年佔五分之二，增至 2017 年的 100%。 

在中國內地逐步過渡至低碳未來的過程中，雖然對火電項目構成影響，但零碳排放發

電項目卻日趨重要。中電於 12 月完成收購陽江核電有限公司 17%的股權，鞏固了集

團的潔淨能源組合。這項交易增加了我們在低碳技術方面的投資，同時又加強了中電

與中廣核集團始於 30 多年前投資大亞灣核電站時建立的長期合作關係，並即時對集團

盈利作出貢獻。年內，大亞灣營運表現繼續良好，保持卓越的安全表現。 

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項目表現穩健，主要由於集團持續發展風電和太陽能發電組合。 

短期內，我們預期中國內地能源市場仍然充滿挑戰，主要由於產能過剩、投資新項目

競爭激烈，以及政府致力將中國轉型至低碳經濟。雖然面對多項挑戰，但憑藉集團多

元化的發電組合及中電在內地發展低碳能源業務的地位，我們對中國內地業務的前景

長遠來說仍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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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集團的印度火電項目及可再生能源項目年內均表現良好，整體營運盈利上升 38%至

647 百萬港元，為印度業務締造豐收的一年。 

位於印度南部泰倫加納邦（Telangana）的 Veltoor 太陽能光伏電站正式投產，是中

電印度業務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使集團在印度的可再生能源組合規模增至 970 兆瓦。

此外，風電業務的營運表現理想。然而，由於土地問題，我們決定停止 Yermala 項目

的施工，相關損失抵消了營運表現理想帶來的財務貢獻。 

2017 年，哈格爾電廠的盈利顯著增加約 170%，這是由於電廠的使用率增加近 85%，

以及煤炭供應的質量均有改善。另一方面，儘管於 2017 年上半年，電廠因需要進行

較長時間的計劃維修而停運，但可用率仍達 78.9%。我們預期在 2018 年 3 月電廠的

可用率將超過 80%，足以收取全數的發電容量費。以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印度

財政年度計算，電廠不但能全數收回固定成本，還可賺取因可用率超過 85%的獎勵金。 

Paguthan 電廠於年內保持表現穩定。由於電廠能使用進口的再氣化液化天然氣，可用

率得以維持於約 95.5%的高水平。然而，由於再氣化液化天然氣的現貨價格高昂，影

響客戶向我們購電的意欲，使電廠使用率持續低企。 

Paguthan 電廠與客戶 Gujarat Urja Vikas Nigam Limited 簽訂的購電協議將於 2018

年 12 月屆滿。電廠為印度最高效率的電廠之一，並保持達致最高的安全水平及環保標

準。我們預期 2018 年後，購電協議將不會按現有形式續期。為善用 Paguthan 電廠

這寶貴資產，我們正探討不同方案，包括向市場上客戶直接售電的可能性。 

隨著印度經濟持續發展，為電力行業提供穩定的營商環境，加上政府大力推動電動車，

我們因此預期印度的電力行業未來會穩步增長。印度仍然是中電的主要業務市場，我

們將繼續探索在能源供應鏈中各環節的新機遇。 

東南亞及台灣 

2017 年，東南亞市場的營運表現保持穩定。但由於台灣的和平電廠受煤價高企影響，

並於下半年發生了非計劃停電事故，以致整體營運盈利減少 41.6%至 160 百萬港元。

在泰國，Lopburi 太陽能光伏項目憑藉其高可用率及充裕的太陽輻照度，錄得強勁業

績。 

與此同時，集團繼續推動越南兩個燃煤發電項目的發展。我們的目標是於 2018 年內

就 Vinh Tan 三期及 Vung Ang 二期項目作出最終投資決定，讓兩個或其中一個項目

的工程得以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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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2017 年，澳洲的能源業仍處於極度動盪的局面，全國電力市場的批發價全面上漲，影

響數以百萬計的家庭和企業。與此同時，持續不明朗的能源及氣候政策削弱了企業為

新發電資產作長遠投資的信心。儘管市場充滿挑戰，EnergyAustralia 在重新體現業務

價值的工作進展理想，營運盈利較 2016 年增加 48.1%至 2,738 百萬港元。 

EnergyAustralia 近年致力推動以客為本的策略及推出減省成本的措施，帶動了客戶業

務的表現，去年仍能維持整體客戶數目和低於市場平均水平的客戶流失率。為協助紓

緩澳洲家庭面對的壓力，我們於 2017 年推出一項新產品 Secure Saver，讓客戶可選

擇維持電價及氣價兩年不變。EnergyAustralia 亦為有經濟困難的客戶提供協助，去年

公司為這個紓困計劃額外注資 1,000 萬澳元。 

澳洲正逐步過渡至更潔淨能源未來，為確保供電可靠度，我們於年內致力優化發電資

產。由於需要進行計劃維修及其他修理工程，維多利亞省雅洛恩電廠去年的發電量如

預期較上一年減少。新南威爾斯省 Mount Piper 電廠的發電量亦較 2016 年減少，原

因是普林瓦爾（Springvale）煤礦場是否可長期供煤並不明朗，煤炭供應需要實施配

給。然而，2017 年 10 月，新南威爾斯省政府透過立法，落實了普林瓦爾煤礦場的規

劃同意書，致使 Mount Piper 得以簽訂長期的購煤合約。 

EnergyAustralia 的「NextGen」部門於 2017 年取得豐盛成果。Redback 混合智能

系統已於 2017 年 9 月推出。去年 10 月，EnergyAustralia 宣布將透過用電需求管理，

調撥達 50 兆瓦的備用容量，作為澳洲再生能源署（Australian Renewable Energy 

Agency）及澳洲能源市場營運商（Australian Energy Market Operator）三年試行

計劃的一部分。 

2017 年，針對價格及供應可靠度，能源政策成為澳洲熱門的公眾和政治議題。

EnergyAustralia 正研究發展儲電池、抽水蓄能及用電需求管理項目，作爲業務組合一

部份，以應對現時能源供應穩定性的問題。 EnergyAustralia 相信，一個穩定及全國

性的政策，才是長遠的最佳方案，並對政府建議的「全國能源保證計劃」（National 

Energy Guarantee）能為未來發展引路感到樂觀。 

在營運方面，我們預期批發市場狀況於 2018 年將持續緊張，短期內批發電價仍會高

企，至 2019 年才有望回落。此外，競爭激烈的零售市場亦無紓緩的跡象。在此期間，

EnergyAustralia 將透過高效營運發電資產、支援困難戶及協助家庭和企業更有效管理

能源用量，以紓緩批發電價上升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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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在中電，安全是我們的核心價值。2017 年，在香港業務發生的兩宗致命意外事故中，

四名承辦商工人不幸身故。兩宗意外提醒我們必須時刻警惕，竭盡所能確保僱員、承

辦商工人及客戶的安全。年內，在董事會的監督下，我們徹底審視了集團的健康和安

全作業守則，因此我們大幅加強了針對減低嚴重事故發生的安全程序，並推出多項措

施以提升安全標準。中電將繼續密切監察這些計劃的落實情況，並將竭盡所能，避免

同類意外再發生。 

詳情請參閱「宣布 2 0 1 7 年 1 月 1 日至 2 0 1 7 年 1 2 月 3 1 日之全

年業績、宣派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公布之全文。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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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嘉琪小姐      

副總監 – 公共事務（集團）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電話： (852) 2678 8189    

電郵：  vivian.au@clp.com.hk 

傳媒查詢熱線：(852) 7306 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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