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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2010 年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2010 年上半年的集團營運盈利（未計單次性項目）增加 23.1%至 4,435 百
萬港元，而總盈利（包括單次性項目）上升 83.0%至 5,921 百萬港元。單次
性項目包括一項來自澳洲的稅項綜合利益 989 百萬港元。



綜合收入上升 17.5%至 27,618 百萬港元。



香港電力業務盈利上升 3.0%至 3,014 百萬港元﹔而收入則增加 5.3%至
13,669 百萬港元。



香港以外業務盈利和其他盈利上升 82.6%至 1,654 百萬港元。



第 2 期中期股息為每股 0.52 港元。

集團於 2010 年上半年的營運盈利為 4,435 百萬港元，較 2009 年同期上升 23.1%，
主要受海外業務帶動。集團總盈利包括澳洲稅項綜合利益 989 百萬港元及出售所持安順
公司股權的收益（安順持有中國貴州省安順 2 期燃煤電廠的 70%股權）攀升至 5,921 百
萬港元，較 2009 年首六個月增加 83.0%。
中電於 2010 年上半年的財務業績，反映出整體營運狀況有了基本改善，以及集團繼續審
慎推行專注提升核心的香港電力業務的策略，並對香港以外，即在中國內地、澳洲、印度
和東南亞的四項主要業務作出目標明確的投資。

香港
2010 年上半年，本地售電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2.6%，主要由於經濟復甦及於 1 月、2 月
及 4 月的濕度相對偏高，刺激了用電需求上升。售予中國內地的電量較去年同期減少
13.3%，這主要由於廣東電網公司於 2010 年的合同購電量低於 2009 年所致。包括本
港及中國內地的售電量在內，總售電量於期內上升 0.9%。
青山發電 B 廠減排項目適時取得理想進展，有助中電達致香港政府訂立的 2010 年減排目
標。項目的建造及調試工作進展良好。在四台機組中，兩台現已完成安裝減排裝置，第三
台機組正進行安裝工程，而最後一台機組預期可於本年底完成所有工程。
為爭取落實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於 2008 年 8 月簽署的諒解備忘錄中所提述的三個氣
源，中電繼續與內地石油公司就供氣項目商討並取得進展。連接大鏟島至龍鼓灘發電廠的

香港段管道已於 2010 年 5 月 25 日獲發環境許可證。由於現時的氣源已接近耗盡，確保
新氣源所需的基建和商業協議就位仍然是香港電力業務的主要重點工作。
中電繼續在香港推廣及發展電動車。我們已接收購自三菱的首批十部電動車，並透過業務
運作進行測試。此外，我們正推行試驗計劃，在 21 個公眾停車場安裝標準電動車充電站。

中國內地
集團在內地的投資組合於 2010 年上半年表現最為出色，當中防城港電廠的表現改善，大
幅增加了集團的盈利。這反映出中國經濟反彈，刺激電力需求急升，以及水力發電的競爭
減弱。
防城港電廠兩台機組的發電容量已從 600 兆瓦提升至 630 兆瓦。該電廠運行表現良好，
但發電量超過預算，且燃煤的市價不斷上漲，故為燃煤採購帶來挑戰。儘管如此，我們仍
能進口所需數量的燃煤，而且電廠的經濟表現亦為理想。我們正在探討能否使用項目第一
階段的可用場地及基建設施，在防城港電廠增設 2 台機組。
中電在中國的首個全資風場，即位於吉林省的乾安 1 期風場（49.5 兆瓦）正按計劃進行
施工。該項目預期於 2010 年 10 月投入商業運行。我們第二個全資風電項目，位於山東
省的蓬萊風場（48 兆瓦）亦已動工，預計於 2011 年投產。
我們已向國內合作夥伴四川恆澤動力有限公司購入中電四川（江邊）發電有限公司剩餘的
35%股權。項目正繼續按計劃興建，即使工程遇到石質差劣、惡劣天氣及地處偏遠等問題，
仍可望於 2011 年投產。
在 4 月，中電與中國國電集團公司簽署協議，出售其於中華電力（中國）安順有限公司
（其持有貴州省 600 兆瓦安順 2 期電廠的 70%權益）的全部股權。中電出售股權，將提
升兩間電廠的營運效率，並理順中電在內地燃煤發電項目中的資產所有權。
在 7 月，中電就取得廣東省陽江核電站項目（6,000 兆瓦）的 17%權益與中廣核簽訂合
作意向協議。該核電站位於香港以西約 220 公里的廣東沿岸，將為廣東省一帶供應電力。
該核電站始於 2008 年興建，預期將分階段於 2013 至 2017 年投產。

澳洲
集團澳洲能源業務 TRUenergy 於 2010 年上半年的盈利持續改善，營運盈利與 2009
年同期比較上升了 126%。
除營運盈利有所增加外，澳洲業務還錄得稅項綜合利益 989 百萬港元。稅項綜合利益乃
由於澳洲的稅項綜合規例有所修訂而產生，此等修訂增加了稅項減免金額，可用以扣減未
來數年從澳洲業務溢利所產生的稅項。

2010 年 4 月 27 日，澳洲政府宣布押後推行排放交易計劃，即碳污染減排計劃
（Carbon Pollution Reduction Scheme），直至「京都議定書」現時的承諾期
於 2012 年底屆滿為止。
新南威爾斯省政府確認繼續推動其電力行業改革計劃，並於 7 月 1 日向投標人開放資料室。
TRUenergy 正繼續評估該項機會。

印度
印度業務的基本表現依然保持强勁。然而印度業務的營運盈利下降，這主要由於集團根據
GPEC 燃氣電廠的購電協議，按其外匯保障條款兌換以英鎊及歐元為貨幣單位的應收款項
產生匯兌虧損淨額而進行的會計記帳。
集團在哈格爾興建 1,320 兆瓦全新燃煤電廠項目的進展良好。儘管如此，在興建過程中
充滿挑戰，我們須要管理（尤其在安全方面）大量的當地工人，在惡劣氣候條件和工期緊
迫的情況下施工。因此，當地的管理人員需要全力以赴之餘，並須由集團的不同層面作出
專業支援。
中電目前是印度最大的風電發展商，擁有可再生能源組合淨權益達 446 兆瓦，其中 263
兆瓦已在運行，另外 70 兆瓦預計於 2010 年底前投產。位於泰米爾納德邦 Theni 的
99 兆瓦風場於 2010 年 7 月全面投產。2010 年 2 月，50.4 兆瓦的 Samana 1 期風
場成為中電印度首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登記並可出售經認證減排量的項目。

東南亞及台灣
Electricity Generating Public Company Limited （EGCO）的業務未受曼
谷反政府示威影響。EGCO 發電組合中的所有電廠，均按各自的購電協議正常運作。
最近，中電便在泰國發起興建一座 55 兆瓦的太陽能電廠，並持有其 37.8%股權。有關這
個項目的合同經已簽訂，並已於近期開始施工。預計電廠於 2012 年初落成，屆時將可能
成為全亞洲最大型的太陽能項目。
在越南，由中電牽頭與三菱商事株式會社及當地夥伴合作的 1,320 兆瓦 Vung Ang 2
期燃煤發電項目已與越南政府工業及貿易部簽訂「原則協議」。中電與三菱商事株式會社
在越南發展的第二個全新項目，即 1,980 兆瓦的 Vinh Tan 3 期燃煤發電項目已於 1
月獲得 BOT 資格，其可於 25 年營運期內享有擁有權保障、土地使用權和稅務優惠，此後
項目的擁有權將歸國家所有。

可再生能源
中電現時在澳洲、中國內地、泰國及印度投資超過 60 個運行中及已作出承諾的可再生能
源項目，當中集團合共持有超過 2,000 兆瓦權益，令可再生能源佔集團總發電容量超過

15%。我們現在正考慮印度和澳洲市場，在可能受惠於該等地區中央政府鼓勵太陽能發電
的有利條件下，發展有潛質的項目。

總結
中電在 2010 年首六個月締造強勁業績，並將在年內餘下時間繼續為股東創優增值。我們
憑藉清晰明確的商業策略令業務得以發展。這項策略包含恪守價值觀、務實省視本身的能
力，並且致力維繫與主要業務有關人士的良好關係。
詳 情 請 參 閱 20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中期業績公布全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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