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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中電）的目標是成為亞太區具領

先地位的負責任能源供應商，代代相承。中電為該目

標努力不懈並承諾致力於應對氣候變化。2007年，

在以亞洲為總部的電力公司之中，我們最先透過發表

《氣候願景 2050》，公布我們在 2050年之前的碳強

度縮減目標。我們致力於至少每五年收緊這些目標一

次。2019年，中電承諾不再投資任何新的燃煤發電容

量，並於 2050年底前逐步淘汰所有餘下的煤炭資

產。2021年，我們進一步強化目標，力爭更高的承

諾，其中包括為 2030年訂下新的中期目標，以配合

在《巴黎協定》下，務求把全球暖化較前工業化時代

控制在遠低於攝氏 2度的目標，並正加快步伐，務求

於 2040年年底前淘汰燃煤發電資產，較之前的承諾

提前十年，並於 2050年年底前在中電整個價值鏈上

實現淨零溫室氣體排放。

為貫徹落實《氣候願景 2050》中的宣言，鞏固中電

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領導地位及向低碳經濟轉型，並

回應投資者對氣候變化迫切性日漸提高的意識，中電

已於 2017年 7月制定氣候行動融資框架（框架），

闡明中電如何發行氣候行動債券，並將集資所得投入

與此減排策略相符的項目，以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

2020年 6月，中電更新該框架，展現中電於 2019年

發表經修訂的《氣候願景 2050》中對氣候作出更大

承諾，以及中電正考慮透過類型更廣泛的融資交易為

其氣候行動籌集資金。

於 2020年更新框架後，中電在香港從事發電業務的

主要附屬公司青山發電有限公司（青電）已進行一系

列能源轉型融資交易，於 2020年為位於香港水域的

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相關海底管道和天然氣接收

站，以及於 2021年開始建設在龍鼓灘發電廠的第二

台聯合循環燃氣發電機組（D2機組）提供融資。

2021年進行的另一項重要交易，包括中華電力有限公

司（中華電力）發行新能源債券，提供資金繼續為中

電的香港客戶推出智能電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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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氣候行動融資框架

該框架的目標是透過招引社會責任及可持續發展方面

的融資資金，讓中電作出減少發電中的碳含量及提升

能源效益的投資，以支持社會向低碳經濟轉型。

該框架就氣候行動融資交易（包括債券、貸款和其他

形式的融資）的項目評估、監察及資金使用的匯報訂

立正式制度及作出規範。該框架的氣候行動融資交易

包括兩類：

• 新能源融資交易，所得款項用於開發可再生能源、

能源效益和低碳交通基建項目；及

• 能源轉型融資交易，所得款項用於(i)發展燃氣發電

廠和相關配套基建，支持可再生能源資源有限的市

場從燃煤發電轉型，及(ii) 改造燃煤發電廠，以及與

該等改造相關的設施或改建。這兩類項目將使其於

基本負載下造成的碳排放量，均不超過每度電 450

克二氧化碳。

於 2021年 6月更新的綠色債券原則（債券原則）及

於 2021年 2月更新的綠色貸款原則（貸款原則）均

為自願性的流程指引，當中闡釋綠色債券或貸款的發

行方式，建議在發展綠色債券及貸款市場的過程中務

須重視透明度及訊息披露，並提高誠信。

綠色債券及貸款有四個核心組成部分—資金應用範

圍、項目評估及甄選流程、資金管理及匯報。

下表概述中電的氣候行動融資交易如何符合債券原則

及貸款原則。

須注意債券原則及貸款原則之「資金應用範圍」章節

的「綠色項目類別」參考清單並不包括「能源轉型融

資交易」的所得款項使用，該框架下以其他方式進行

的中電氣候行動融資交易則符合債券原則及貸款原

則。儘管如此，「能源轉型融資交易」的所得款項將

用於當地政府支持的氣候行動，並將產生顯著的環境

效益。

組成部分 能源轉型融資交易 新能源融資交易

資金應用範圍 • 發展燃氣發電廠及相關配套基建設施，以支持
可再生能源資源有限的市場從燃煤發電轉型

• 改造燃煤發電廠，以及與該等改造相關的設施
或改建。這兩類項目將使其於基本負載下造成

的碳排放量均不超過每度電 450克二氧化碳

• 可再生能源

• 能源效益

• 低碳交通基建

項目評估及甄選流程 • 業務單位建議合資格項目使用募集資金及進行氣候行動融資交易

• 氣候行動融資委員會對建議的項目進行審批，確保有關項目合資格使用募集資金及進行氣候行動融
資交易

資金管理 • 每項氣候行動融資交易所得款項存入專用的銀行賬戶／作為存款，以待分配予合資格項目

• 透過業務單位的內部資訊系統跟蹤所得款項的使用情況，並為每項氣候行動融資交易設立獨立的登
記冊

匯報 • 每年發表《氣候行動融資報告》，就尚未全數償還的氣候行動融資交易披露該等交易的以下資料：

– 進行交易的業務單位

– 所進行氣候行動融資交易的類型

– 已分配的募集資金總額

– 未分配的募集資金餘額

– 估計應用資金為環境帶來的正面影響

– 介紹獲分配募集資金的項目

• 《氣候行動融資報告》將由氣候行動融資委員會審核，並於中電集團的《可持續發展報告》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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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的管治

所有於框架下合資格的項目均需在穩健、透明的架構

及清晰的指引下，經過嚴格的審批程序。中電已成立

氣候行動融資委員會（委員會）來負責框架的管治事

宜，包括批准進行氣候行動融資交易及確定建議項目

使用募集資金的資格。委員會由包括可持續發展、財

務及法律部門等不同職能的高級管理人員組成。中電

集團庫務及項目融資部擔任委員會的秘書處，為其提

供必要支援。

第二方意見

作為獨立顧問公司及領先的可持續發展融資獨立評估

機構，DNV GL已就框架提供第二方意見。DNV GL認

為，透過框架融資的投資項目，明顯能帶來環境效

益。

DNV GL第二方意見總結（2020年）
DNV GL注意到，新能源融資交易募集資金的用途已包括在綠色債券原則和綠色

貸款原則第一節所載的項目參考清單中，而能源轉型融資交易募集資金的用途

則沒有被納入。DNV GL總結認為，框架所載的項目甄選、資金追蹤及匯報程序

均符合《議定書》中制定的標準，並與綠色債券原則 2018及綠色貸款原則 2020

第二、三及四節一致。

根據中電提供的資料及我們所進行的工作，DNV GL認為，框架符合《議定書》

中制定的標準，而透過框架融資的投資項目，明顯能帶來環境效益。

請參閱中電氣候行動融資框架（資料只備有英文版）

請參閱 DNV GL第二方意見報告（資料只備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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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行動融資交易組合

繼 2020年青電的首台聯合循環燃氣發電機組（D1機

組）投產後，於 2021年，青電安排了 3億美元的十

年期能源轉型債券、37億港元的中期能源轉型貸款額

度及裕利安宜（Euler Hermes）支持的 16億港元 15

年期能源轉型貸款額度，為龍鼓灘發電廠第二台聯合

循環燃氣發電機組（D2機組）籌集資金。D1機組投

產令中電電力供應的碳強度大幅下降。

第二台聯合循環燃氣發電機組進一步彰顯中電在降低

碳強度方面的承諾，同時確保為香港提供可靠和價格

合理的電力供應。這兩台聯合循環燃氣渦輪機組將進

一步支持中電推進減碳計劃，當中包括青山發電廠燃

煤發電機組逐步退役的安排。此外，2021年 7月發行

了 1億美元的十年期新能源債券，為全面推出智能電

錶籌集資金，以支持香港轉型成為智慧城市。

下表總結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透過框架進行的所有

氣候行動融資交易：

氣候行動債券摘要

發行人 Castle Peak Power Finance Company Limited CLP Power Hong 
Kong Financing 

Limited

擔保人 青山發電有限公司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種類 能源轉型 新能源 能源轉型 能源轉型 新能源

項目 D1機組 堆填沼氣可再生能

源發電

海上液化天然氣接

收站

D2機組 智能電錶

發行日期 2017年 7月 25日 2019年 7月 9日 2020年 6月 22日 2021年 3月 3日 2021年 7月 21日

年期 10年 25年 10年 10年 10年

發行面額 5億美元 1.7億港元 3.5億美元 3億美元 1億美元

票息（每年） 3.25% 2.80% 2.20% 2.125% 2.25%

上市 香港聯合交易所 未上市 香港聯合交易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

ISIN／通用代碼 XS1648263926 202355293 XS2190958301 XS2307742267 XS2366836133

已分配金額 39.02億港元 1.7億港元 27.13億港元 18.02億港元 7.77億港元

氣候行動貸款摘要

借款人 青山發電有限公司

種類 能源轉型

項目 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D2機組

協議日期 2020年 6月 30日 2020年 9月 14日 2021年 3月 4日 2021年 6月 30日

年期 3年 15年 3年 15年

貸款額度 13.25億港元 19.61億港元 36.70億港元 16億港元

參考代碼 ETL01 ETL02 ETL03 ETL04

已分配金額 3.69億港元 7,000萬港元 零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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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資金分配情況匯報

債券所得款項首先用以取代特定項目的專屬銀行過渡

貸款額度，餘額則存入專用銀行賬戶或作為存款，以

待結算未來與項目有關的款項。

銀行貸款於貸款年期開始時提取，取代特定項目的專

屬銀行過渡貸款額度，未提取額度將於結算項目相關

付款時動用。

於 2021年 12月 31日報告日，債券和貸款所得款項的

使用情況如下圖所示：

 

*資料已獲羅兵咸永道提供獨立有限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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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已獲羅兵咸永道提供獨立有限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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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已獲羅兵咸永道提供獨立有限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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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已獲羅兵咸永道提供獨立有限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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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報準則

根據框架第六節—「募集資金管理情況匯報」：

• 每項中電氣候行動融資交易均須披露以下內容：

• 進行中電氣候行動融資交易的中電集團業務單位名

稱；

• 所進行中電氣候行動融資交易的類型（即能源轉型

融資交易或新能源融資交易）；

• 已分配的資金總額；

• 估計應用資金為環境帶來的正面影響；

• 報告期末尚未分配的資金餘額；

• 報告期內如進行交易，則於本報告加入相關氣候行

動融資交易資料；及

• 報告期內如某項債券或貸款悉數償還，則將相關氣

候行動融資交易從本報告中剔除。

氣候行動融資報告的保證

中電已委聘羅兵咸永道為獨立保證人，就本報告中特

定資料乃按照中電氣候行動融資框架編製提供保證。

請參閱羅兵咸永道保證報告 （資料只備有英文版）

中電控股 2021 | 9



2021年氣候行動
融資報告

項目的最新進展 – 聯合循環燃氣渦輪發電機組

青電聯合循環燃氣渦輪發電機組（D1）

地點 香港龍鼓灘發電廠

設備性能資料 新的聯合循環燃氣渦輪發電機組(D1)採用最先進的 H級聯合循環燃氣渦輪技術，裝機容
量為 550兆瓦，較龍鼓灘發電廠現有八台採用 F級聯合循環燃氣渦輪技術的舊式機組更
有效率

為環境帶來的正面影響 • 2021年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為每度電 356克 1,2,3

• 2021年估算的二氧化碳減排量為 854千噸 1,2,4

1 碳排放強度和碳減排量估算的匯報期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期間。
2 資料已獲羅兵咸永道提供獨立有限保證。
3 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是 D1機組的實際二氧化碳排放量除以 D1機組輸出的電量。
4 二氧化碳減排量的估算採用以下方法和假設：
二氧化碳減排量是指龍鼓灘發電廠和青山發電廠在進行 D1機組項目和不進行 D1機組項目的兩種情况下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的差異。在中電發電系統中「進
行 D1機組項目」的情况下，龍鼓灘發電廠和青山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均根據實際數據記錄。至於在「不進行 D1機組項目」的情况下，龍鼓灘發電廠和
青山發電廠的每月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乃根據各自估計的每小時發電量乘以各自當月的實際碳排放強度（二氧化碳克／每度電）。龍鼓灘發電廠和青山發

電廠的發電量，乃根據每小時的實際電力需求和電廠在可以提供環保、可靠且符合經濟效益的發電機組調度去滿足客戶用電需求的情况下進行每小時的估算。

項目狀況

• 該項目已於 2020年 10月竣工並投入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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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的最新進展 – 堆填沼氣發電項目

青電新界西堆填沼氣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 (中電綠源)

地點 香港屯門新界西堆填區

裝機容量 10兆瓦

設備性能資料 中電綠源已安裝五台各 2兆瓦的堆填沼氣發電機組，利用每小時約 4,500立方米的剩餘
堆填沼氣進行發電，以支持本地的可再生能源發展。

為環境帶來的正面影響 • 2021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為 38百萬度 1,2,3

• 2021年估算的二氧化碳減排量為 21千噸 1,2,4

1 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和碳減排量估算的匯報期 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期間。
2 資料已獲羅兵咸永道提供獨立有限保證。
3 每年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乃根據中電的堆填沼氣發電機組實際發電量記錄。
4 二氧化碳減排量的估算採用以下方法和假設：
由於中電綠源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取代了在倘未啟用堆填沼氣發電機組前，由現有龍鼓灘發電廠和青山發電廠由化石燃料所生產的發電量，因此每月相關的

二氧化碳減排量，乃根據當月被取代的發電量乘以當月龍鼓灘發電廠和青山發電廠的平均實際碳排放強度而作出的估算。

項目狀況

• 該項目已於 2020年 3月竣工並投入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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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報告

項目的最新進展 – 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青電香港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地點 香港索罟群島以東離岸水域

主要設施資料 接收站旨在為青電燃氣發電機組提供可靠、穩定而價格具競爭力的天然氣供應，同時支

持政府降低碳強度的能源政策。該項目主要設施包括：

• 備有液化天然氣卸載設備的雙泊位碼頭

• 有液化天然氣儲存設施和再氣化裝置的浮式儲存及再氣化裝置船

• 連接碼頭及龍鼓灘發電廠天然氣接收站的海底管道

為環境帶來的正面影響 正常運作下每年預計約 70至 190萬噸二氧化碳減排量

2021年的進展

• 完成於碼頭的所有樁柱／支架安裝工程。

• 連接碼頭與龍鼓灘發電廠天然氣接收站的海底輸氣管道已鋪設完成。

• 完成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定制工程。

• 繼續碼頭上部結構的預製組件建造工程。

• 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計劃於 2022年投入營運。

完成所有的樁柱／支架安裝工程 完成海底輸氣管道鋪設工程 完成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的定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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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氣候行動
融資報告

項目的最新進展 – D2聯合循環燃氣渦輪發電機組

青電第二台新建的聯合循環燃氣渦輪發電機組（D2）

地點 香港龍鼓灘發電廠

設備性能資料 第二台新建的聯合循環燃氣渦輪機組（D2）採用最新先進的 H級聯合循環燃氣渦輪技
術，以及首台機組經改良及強化版本，裝機容量約為 600兆瓦，較龍鼓灘發電廠現有八
台採用 F級聯合循環燃氣渦輪技術的舊式機組更有效率

為環境帶來的正面影響 • 每年預計約 40至 100萬噸二氧化碳減排量

• 碳排放強度預計將顯著低於框架規定每度電 450克的基載排放閾值

2021年的進展

• 批出 D2機組的工程設計、採購和施工合約

• 完成興建渦輪機及熱回收蒸汽產生器的地基工程

• 完成冷卻水管安裝工程

• 工程設計、採購和施工工程的工程審查正在進行中

• 新增的 D2機組預計於 2023年年底前投入營運

完成興建渦輪機的地基工程 完成熱回收蒸汽產生器的地基工程 冷卻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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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氣候行動
融資報告

項目的最新進展 – 智能電錶

中華電力智能電錶項目

地點 香港

項目設施資料 該項目配合香港政府及中電透過用電需求管理方案推廣能源效益，並支持香港轉型成為

智慧城市策略。項目主要涉及將住宅及中小企客戶所使用的機械電錶更換成智能電錶。

智能電錶讓客戶可透過網上平台或流動設備，隨時隨地了解用電資料，有助喚醒客戶的

節能意識，並為他們提供管理用電量的適當工具。

為環境帶來的正面影響 • 2021年估算全年可節省 3,514千度電 1,2

• 2021年估算的二氧化碳減排量為 1.4千噸 1,2

1 全年節省電力和碳減排量估算的匯報期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期間。
2 全年節省電力和二氧化碳減排量的估算採用以下方法和假設：
隨著智能電錶的推出，中電透過推出慳電任務，邀請使用智能電錶的住宅客戶參加慳電任務以賺取獎賞，期望最終使所有接駁智能電錶的住宅客戶均可參與

這項活動。這項與智能電錶有關的計劃是改變客戶用電習慣的重要因素之一。為估算 2021年節省的電力，中電以約 100,000名參加 2021年慳電任務的智
能電錶住宅客戶為目標群組，並在用電量中採用 0.8%的節能系數，該系數乃基於一項針對智能電錶客戶用電行為進行的研究得出。之後，該節能系數會應
用於住宅客戶的全年平均用電量（以香港每名住宅客戶 4,442度電的售電量為基礎），以得出估算全年可節省電力。 二氧化碳減排量的計算方法則是所節
省電力乘以中華電力於 2021年的實際排放強度（每度電 0.39克）。

2021年的進展

• 截至 2021年 12月，香港已接駁逾 120萬個智能電錶，涵蓋中電服務的不同地區。

• 計劃更換電錶的時間表乃基於電錶使用年限、符合成本效益的更換工程及供電可靠度等因素，計劃預計於 2025年年底前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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