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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營運盈利於 2012 年上半年下跌 22.4%至 3,897 百萬港元。
於香港及中國內地的業務表現穩定，但澳洲及印度業務的盈利減少。
總盈利在計入非經常性項目（如雅洛恩礦場遭受水浸的影響）後下跌
42.1%，至 3,356 百萬港元。
香港電力業務營運盈利上升 4.0%至 3,240 百萬港元。
澳洲業務的營運盈利由 1,191 百萬港元下跌至 268 百萬港元，主要是受
到按市值計算的會計法影響。
綜合收入上升 13.5%至 46,156 百萬港元。
第 2 期中期股息為每股 0.53 港元。

截至 2012 年首六個月，集團的營運盈利為 3,897 百萬港元，比去年同期
的 5,025 百萬港元下降 22.4%，主要原因是澳洲業務的能源合約按市值
計算產生不利的變動。連同非經常性項目，總盈利下跌 42.1%至 3,356
百萬港元，較 2011 年同期減少 2,444 百萬港元。
香港電力業務
香港電力業務仍然是集團的核心業務，營運盈利為 3,240 百萬港元，較
2011 年首六個月的 3,114 百萬港元輕微上升。在 2012 年首六個月，本
地售電量較去年同期上升 4.8% ，而售予中國內地的電量比去年上半年上
升 18.1%。
由 2012 年 1 月 1 日起，中電客戶的淨電價平均上調 4.9%。為配合政府
致力改善香港空氣質素而不斷收緊的減排規例，中電必須在減排設施及基
建方面作出投資，以增加使用天然氣發電，因此有必要相應上調電價。但
即使在上調後，中電的電價與其他主要國際城市相比，仍然極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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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中電為發電、輸配電網絡、客戶服務及其他配套設施投入了 37 億
港元的資本性開支。
7 月 25 日，於颱風韋森特過後，輸煤往青山發電 A 廠的一段運輸帶結構
脫落墜地。事件並無造成傷亡事故，但供應燃煤往 A 廠則因而受到暫時性
影響。現正進行修復運輸帶的工程，但可能需時兩至三個月方可回復輸煤
往 A 廠。期間雖然天氣炎熱，電力需求強勁，但我們的供電服務並沒有受
到影響。
鑑於崖城氣田的天然氣蘊藏量行將枯竭，香港電力業務的重點工作是為於
未來 12 個月內輸港的新氣源作好準備。雖然我們仍在等候香港特區政府
批准相關的天然氣供應協議，為龍鼓灘發電廠進口來自中國石油「西氣東
輸」二線管道的天然氣，但配套的新海底輸氣管道及新天然氣接收站工程
進展理想。我們正逐步改造龍鼓灘發電廠的發電機組，以確保能夠使用新
的天然氣氣源發電。
澳洲能源業務
位於澳洲的發電和電力及燃氣零售業務於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
月的營運盈利為 268 百萬港元，而去年同期的營運盈利則為 1,191 百萬
港元。這是由於能源合約遠期價格下跌使市值計算產生不利變動（尤其是
新南威爾斯省電價上限合約安排由於市場缺乏波動性而下跌），同時集中
供應市場電價下滑，以及新南威爾斯省收購項目帶來更高營運成本和雅洛
恩電廠因礦場事件導致發電收入減少。這些負面因素部分被新南威爾斯省
收購項目的全期六個月盈利貢獻（相對 2011 年只有四個月盈利貢獻）所
抵銷。
2012 年的營運盈利包括一筆 438 百萬港元的公平價值不利變動（去年同
期則為 34 百萬港元），反映了能源合約根據會計處理而產生按市值計算
的變動。這些變動主要反映澳洲電力的遠期價格下跌，以及為減低受到澳
洲全國電力市場未來的電價波動影響所安排的電價上限合約價格下調。為
配合能源買賣及風險管理活動，TRUenergy 會訂立一些衍生工具，在不
同的會計期間，這些衍生工具的公平價值都可能會有明顯變動。
這些產生按市值計算價值變動的能源買賣及衍生工具活動不涉及投機性
質，反而是在競爭激烈且複雜的電力市場上管理買賣風險的良好實務守
則。這些衍生工具的其中一個好處是使我們可以更有效地運用發電資產，
而在零售業務層面，則可確保我們對客戶的供電成本不會突然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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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6 月初暴雨成災，雅洛恩電廠煤礦場發生水浸，因而對澳洲業務的總
盈利造成負面影響。繼其中一條主要運輸帶於 7 月中修復後，恢復雅洛恩
電廠全面運作的進度理想，電廠四台發電機組中的其中三台已於 7 月 18
日回復運作。儘管如此，雅洛恩電廠減少發電量，加上估計為恢復礦場安
全、可靠以至可持續運作而產生支出，均會構成相當程度的財務影響。於

2012 年 6 月 30 日，事件造成的支出為 644 百萬港元（83 百萬澳
元），當中包括為河道分流、興建堤壩及排水工程作出撥備，以及為固
定資產減值。
期内電力銷售額比對去年同期上升 14%，反映新南威爾斯省能源零售業務
帶來的額外貢獻。比對往年同期，總發電量增加了 11%，這是由於計入新
南威爾斯省售電權合約的 Mount Piper 和 Wallerawang 資產的全期六個
月貢獻，以及發電組合中普遍達到高度的可用率所致。TRUenergy 在新
南威爾斯省及維多利亞省兩個主要市場表現保持理想，電力業務的客戶流
失率均比市場水平低。
此外，由於澳洲於 2012 年 6 月修訂稅項綜合規例，TRUenergy 確認稅
項綜合利益 103 百萬港元（13 百萬澳元）。
雖然在澳洲證券交易所將「EnergyAustralia」上市是值得認真考慮，但
現時我們對上市的原則、條件和時間仍未有任何定案。我們預期不會在今
年內進行任何上市計劃。
中國內地電力業務
中電於 2012 年上半年來自中國內地投資項目（包括中電持有 25%股權的
大亞灣核電站，其 70%產電量供應香港）的盈利共達 661 百萬港元，略
低於去年同期的 668 百萬港元。
集團來自燃煤電廠投資項目的盈利，受惠於去年 4 月和 12 月的電價上
調。期內中電全資風電項目蓬萊 1 期於 2012 年 2 月完成投入商業運行，
並一直保持良好的運行狀況，但由於整體風力資源遜於平均水平，加上受
到若干併網限制，集團來自風電項目的盈利輕微下降；而由於降雨量減
少，亦導致江邊和大理漾洱水電站的盈利下跌。
核電業務的盈利受到期內按計劃換料大修及用以釐定溢利的平均股東資金
減少的不利影響。然而大亞灣核電運營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的 55 百萬港元
股息收入抵銷了部分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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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購入廣東陽江核電站項目 17%股權的投資計劃，仍正等候內地規管當
局審批。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進行的全國核安全大檢查經已完成，結論是
對內地大幅發展核發電容量（包括陽江核電站）予以支持，並會在現有發
電站及新建發電項目加強安全功能和災難應變能力的基礎下穩步發展。對
於中電擬投資的陽江項目最終能否獲得批准，我們抱持樂觀態度。
防城港電廠保持穩定的營運表現，加上能夠在國際市場上採購價格具競爭
力的燃煤，令我們積極地推動防城港 2 期項目，於同一場址增加 1,320 兆
瓦的超超臨界發電容量。廣西政府已向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提交項目建
議書，並於 2012 年 7 月取得原則性批准。我們將進行下一步籌備工作，
等候項目最終審批。
印度電力業務
集團的印度業務在 2011 年上半年錄得 183 百萬港元溢利，今年則錄得
19 百萬港元虧損，包括哈格爾燃煤電廠一筆 75 百萬港元匯兌虧損及公平
價值變動，以及 Paguthan 電廠在購電協議下外幣應收款項的匯兌收益 15
百萬港元。
哈格爾全新燃煤電廠的兩台機組分別於今年 3 月及 7 月如期及按預算落
成，但因燃煤供應短缺導致營運產生虧損。由聯邦政府擁有控股權的燃煤
專營公司 Coal India Limited 未能適時向哈格爾電廠交付可靠及充裕的
燃煤，因而窒礙了電廠的調試過程和商業發電。燃煤供應短缺是全國性的
問題，對印度各地的燃煤電廠均造成廣泛的負面影響。因此，印度政府最
高層，包括總理辦公室一直密切關注事態發展，而中電亦直接積極參與商
討。雖然問題尚未完全解決，但哈格爾燃煤電廠正落實重新修訂的燃料供
應安排，包括使用進口煤。雖然哈格爾電廠在下半年或會繼續面對難關，
但我們深信，假以時日，燃煤供應情況應漸趨穩定，並會逐步改善。
Paguthan 燃氣電廠的營運保持穩定，在今年上半年，由於燃氣供應的問
題，電廠產電量下跌。根據目前情況，預期燃氣供應將進一步下降，而進
口燃氣的價格將持續高企。由於與古加拉特邦購電商訂立的購電協議訂明
燃料成本可以轉嫁，保障了電廠回報，故燃氣短缺至今並無對項目的盈利
能力構成重大影響。
風電項目的表現自去年開始有所改善。鑑於集團在印度最大的風電項目安
得拉湖項目於年初投產，加上印度風力資源大部分集中在季候風季節，我
們預期風力發電組合的表現在今年年底前會進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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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及台灣電力業務
盈利主要來自台灣和平電廠（自 2011 年 2 月出售 EGCO 後），期內由於
發電量及能源收費上升而令盈利增加。位於泰國的 Lopburi 太陽能發電項
目投產，亦對盈利作出貢獻；我們現正推動在同一場址進行 8 兆瓦的擴建
項目。
總結
集團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的財務表現因經營環境困難和充滿挑
戰而受到不利影響。儘管經營環境充滿挑戰，我們已將 2012 年第 1 期及
第 2 期中期股息上調至每股 0.53 港元（去年為每股 0.52 港元）。雖然這
些中期股息的增幅只屬溫和，但此舉清晰表明，中電因應業務的基本表
現，回復穩步上升的派息趨勢，相信股東們會對此表示歡迎。我們深信，
憑著集團的財務實力、營運專長以及在不同市場、燃料和技術範疇所建立
的基礎，中電定能應付種種挑戰、發掘亞洲電力行業的商機，並為股東締
造源源不絕的長遠價值。

詳情請參閱「宣布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之中期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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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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釋疑起見，本新聞稿內容並不構成在美國銷售證券的要約。除非已根據適用法律
登記或獲豁免登記，否則證券不得在美國提呈發售或出售。在美國進行任何公開發
售證券必須根據招股章程而行，其載錄包括發行人及其管理層的詳細資料，以及有
關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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