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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2009 年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2009 年上半年的集團營運盈利（未計單次性項目）下跌 32.5%至 3,603
百萬港元，而總盈利（包括單次性項目）則下降 42.3%至 3,235 百萬港元。



綜合收入減少 14.6%至 23,503 百萬港元。



香港電力業務盈利下跌 27.6%至 2,925 百萬港元﹔而收入則下跌 13.2%至
12,979 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准許溢利減少。



第 2 期中期股息為每股 0.52 港元。
中電集團於 2009 年上半年的營運盈利為 3,603 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
32.5%。總盈利則下降 42.3%至 3,235 百萬港元。期內表現反映，香港業務
受新管制計劃准許溢利下調影響、經濟衰退令中國內地電力需求下降、澳元及
印度盧比平均匯價貶值削弱兩地盈利折算，以及為澳洲 Solar Systems 的單
次性投資撥備。
雖然盈利下跌，但中電集團的財務狀況保持穩健，反映中電貫徹董事會訂下的
長遠方針，以審慎態度管理財務資源、現金流量及資產負債。儘管 2008 年爆
發金融海嘯，加上經濟普遍低迷，但集團各主要公司的評級均維持在投資級別，
有利集團加強在香港及海外的業務發展，包括籌集資金、進行投資及發掘新商
機等。
香港
2009 年上半年，本地售電量比去年同期上升 0.6%，主要由於 6 月份天氣酷
熱，令首五個月的售電量負增長得以修正。包括本港及中國內地的售電量在內，
總售電量於期內下跌 0.9%，主要由於經濟疲弱，令廣東省不少工廠倒閉。
管制計劃准許溢利被調低，令受管制計劃規管的香港電力業務所產生的股東盈
利相應大減，2009 年將顯現首個全年度狀況。因此，這項業務的盈利大幅下
降至 2,925 百萬港元，而在舊管制計劃仍然生效的 2008 年首六個月期間，
盈利則為 4,040 百萬港元。
營運盈利下跌，股東應在預期之內，而且也應當理解。然而，展望未來，我有
信心香港電力業務將保持其集團核心業務的地位，並繼續為股東帶來創優增值
的投資機會。

在新管制計劃下獲政府批准的 2008 至 2013 年發展計劃，將繼續積極投資於
發電、輸供電系統、客戶服務及其他配套設施，從而提升供電質素及可靠度，
並且滿足新基建項目的電力需求。
此外，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就內地繼續為香港供應天然氣及核電於 2008
年 8 月簽訂諒解備忘錄，中電參與落實有關安排。中電繼續與內地石油公司磋
商供氣項目，以爭取落實氣源供應。有關向香港輸氣所需基礎設施的規劃及設
計工作進展理想，當中包括在深圳興建一座全新的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以及興
建接駁至龍鼓灘發電廠的海底管道。
中國內地
中電在大亞灣核電廠的投資是為香港業務提供電力。撇除大亞灣，中國內地的
其他電力項目於 2009 年上半年錄得 97 百萬港元虧損，而 2008 年同期則錄
得 34 百萬港元盈利。
全球經濟衰退導致電力需求及發電量減少，內地發電行業近期更呈現不穩定狀
況，普遍出現不利的經營條件。在國內一些地區，如中電的防城港燃煤電廠的
所在地廣西等，由於雨量充足使水電產能過剩，情況更形惡化，對廣西電網造
成衝擊，上網輸電量明顯低於預期。我們預期供過於求的情況會逐步改善，但
短期內難免會對收入構成負面影響。
煤價波動，加上發電商難以將燃料價格轉嫁至購電商，亦令經營環境雪上加霜。
雖然煤價已從 2008 年的高峰期顯著回落，但中國機關所容許的電價調整，仍
然未能使中電和內地發電同業可完全抵銷上升的燃料成本。
但我們深信內地經濟實力強勁，未來數月的電力需求增長將逐步回升，而有關
當局亦會妥善保障發電商的合法權益，以及繼續推動發電商提升發電容量以配
合內地需求，藉以回復巿場穩定。
澳洲
由於董事會和管理層專注改善 TRUenergy 於業務上的運作及制度，令上半年
的盈利達 204 百萬港元，對比 2008 年同期則為 115 百萬港元。
然而，在全球尚未就氣候轉變紓緩措施達成任何共識之時，澳洲聯邦政府卻建
議推出碳污染減排計劃，使 TRUenergy 的業務質素以至管理層削減營運成本
及提升盈利的成功表現蒙上陰影。
中電支持及歡迎務實、公平及經深思熟慮的建議，以應付氣候轉變對人類造成
災難性的影響。集團為回應《氣候願景 2050》中的承諾而作出的行動，包括
在可再生能源領域作出重大投資等，皆有力地體現中電的承諾。
澳洲參議院於上星期否決了碳污染減排計劃草案。但計劃的不明朗因素，已使
到發電行業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包括發電商削減長期維修開支及資本性投資、
籌集長期債務融資出現困難、簽訂出售以褐煤發電的遠期電力合約日趨不可能，
以及投資者（特別是如中電般的國際投資者）參與澳洲電力行業的意願下降。

TRUenergy 會繼續主張提供適當的過渡期資助，讓發電商可順利過渡至低碳
經濟，並避免影響能源供應的可靠度。
Solar Systems
中電持有 20%股權的澳洲太陽能技術開發商 Solar Systems，由於需要持續
投放資金以發展及市場化太陽能技術而進行另一輪集資，然而卻遭遇困難。我
們對 Solar Systems 的技術依然抱有信心。基於 Solar Systems 身處嚴峻
的金融市場環境進行集資，對於新創立的太陽能科技公司而言，項目規模偌大
但估值卻不確定，加上須與資歷深厚的太陽能科技公司競逐資金，這些公司並
因應近期減退的電力需求而紛紛降低利潤，因此導致 Solar Systems 在獲取
融資時困難重重。
現時市場對提供融資予太陽能投資項目的態度一般存有疑問。作為資深有實力
的項目投資者和營運商，我們認為，如中電繼續注資該項科技業務而不引入其
他策略或財務夥伴分擔持續的開發風險，實為不智。因此，按照集團處理財務
帳目的審慎方針，我們決定對 Solar Systems 的投資作出撥備而錄得淨虧損
346 百萬港元。
雖然作出撥備，但我們仍然深信當有關政府推出適合的政策後，優質太陽能發
電項目將可展現商機。然而在考慮未來的科技投資機會時，我們將會更加謹慎。
印度
集團在印度的財務表現保持穩定。2009 年首六個月的營運盈利為 159 百萬港
元，而去年同期則為 263 百萬港元。盈利下跌 104 百萬港元，主要原因是印
度盧比兌港元的平均匯價貶值了 17.6%，利息收入減少以及發展風電和
Jhajjar 等項目的成本支出。
集團的 1,320 兆瓦 Jhajjar 項目已於 2009 年 1 月動工，進展理想；而電廠
兩台機組預計分別於 2011 年 12 月及 2012 年 5 月投產。
2009 年 6 月，中電向 Roaring 40s 購入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 Khandke 風
場（50.4 兆瓦）的 100%權益。到目前為止，中電是印度最大的外資風電發
展商，所佔的可再生能源組合淨權益達 347.2 兆瓦。
印度電力行業前景正面，為我們帶來了不少理想商機，包括進一步投資風電及
輸電項目。
東南亞及台灣
集團於東南亞及台灣的投資項目於 2009 年首六個月盈利大幅上升，由 2008
年同期的 75 百萬港元升至 244 百萬港元，主要因為台灣和平電廠獲許收回較
高的燃煤成本。
由集團實質擁有 20%股權的台灣和平電廠為盈利增長的主要來源。這是因為與
台灣電力公司訂立的購電協議，容許收回上升的燃煤成本，與此同時，集團能
以合理市價維持獲得充足的燃煤供應。

中電與三菱商事株式會社各持一半權益的 OneEnergy 透過重組，一方面維持
穩固的策略夥伴關係，互補優勢以在東南亞及台灣發展全新的電力項目，另一
方面精簡企業架構，以及節省經常開支。
因應經濟放緩，集團或會押後在台灣等市場增加發電容量的計劃，但我相信在
中長期而言，東南亞持續的經濟發展將帶來源源不絕的投資機會。舉例說，我
們目前正透過 OneEnergy 探討在越南的兩個全新燃煤電廠項目，以及在泰國
的可再生能源項目。
氣候願景
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將於本年底在哥本哈根舉行。中電將透過於世界可持續發
展工商理事會成員的身分參加會議，以在政府間的討論過程中表達商界及業界
的意見。
此外，我們積極投資可再生能源，為紓緩氣候轉變作出貢獻。中電目前是印度
和中國風電行業中其中一家最大的投資外商。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集團
的可再生能源組合涉及 30 項營運中或已作出承諾的投資項目，所佔發電容量
以淨權益計合共約 1,200 兆瓦，佔集團總發電容量約 9%。
總結
過去六個月，中電面對挑戰重重的經營環境，電力同業或其他行業亦無例外。
多個月來，我們以果敢態度，成功地應付這些挑戰，並竭盡所能，紓緩集團業
務受到的負面影響。
展望未來，我們相信下半年及 2009 年後的經濟前景會逐步改善。在香港，隨
著管制計劃業務准許溢利下調將於今年內充分反映，預計盈利水平在這基礎上
將恢復穩定的增長。海外市場將會繼續為集團提供具潛力的投資商機，但我們
必須在把握這些機遇的同時，維持穩健資產和現金水平，以在各因素中取得適
當平衡，因此，集團會以審慎的態度進行投資及資金調配。
中電財務狀況穩健、資產雄厚、信貸評級維持投資級別水平。我們已作好充分
準備及部署，迎接市場上各項合適的商機。
詳 情 請 參 閱 2 0 0 9 年 1 月 1 日 起 至 6 月 3 0 日 止 中期業績公布全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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