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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綠倍動力「環保節能機構」嘉許計劃
表揚工商界節能成果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華電力） 今天公佈第三屆綠倍動力「環保節能機構」嘉許
計劃的得獎結果，評審團從 4,000 個申請中嚴格挑選了 63 個得獎單位，並向他
們頒發「星級獎項」以表揚他們為節能所作的努力，以及過去一年的節能成果 。
嘉許計劃自 2012 年推出以來，越來越受工商業界及相關團體的支持，三年來參與
計劃的申請一直倍增，由首屆 400 個增加至去年 2,400 個。今年再次打破紀錄，合
共接獲 4,000 個申請。
參與計劃的工商界別亦越見廣泛，由 中小企、大型連鎖零售店 ，以至今年新增的
酒店、公營機構、公用事業及大學，銀行及辦公室等合共 15 個組別。﹝見附件﹞
這個嘉許計劃乃中電 向商界推廣能源效益的眾多活動之一，除了協助他們在日常
營運中實踐節能，同時希望令工商界更重視節能和可持續發展。
中華電力總裁潘偉賢先生在嘉許典禮上表示： 「我們很高興見到綠倍動力『環保
節能機構』嘉許計劃能為業界提供一個平台 ，分享各行各業如何實踐節能的 最佳
方案。商界對計劃的踴躍參與充分顯示他們實踐節能的決心，對提升香港整體的
環境質素，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享有更美好的居住環境非常重要。」
今年的頒獎典禮設有兩個示範攤位，展示專為飲食業而設的 IC 自動煮食機及中
央洗碗碟系統，不單有助食肆節省能源開支，同時提升生產力及舒緩人手緊張的
壓力。其他得獎者亦跟在場人士分享他們的節能經驗。
潘先生補充：「除了提供電力予商業客戶外，中電將繼續努力向他們介紹節能工
具及知識，以及引進最新的技術，協助他們盡量在營運上節省能源。」

1

擔任主禮嘉賓的能源諮詢委員會主席蘇偉文 教授及機電工程署署長陳帆太平紳士
均讚揚社會各界為節能所付出的努 力，包括政府、商界及市民，共同 使香港成為
低碳城市。
為延續這一股綠色力量 ，今年嘉許計劃新增設 12 項「尊尚榮譽大獎」，頒贈予
去年獲金獎的得獎機構，以表揚他們在過去一年持續節能的成果。
除了這個嘉許計劃外，中華電力繼續推出 多項嶄新的節能工具協助客戶減省能源
支 出 。當中 包括 「 電 錶在線」 的 新增功 能 ─「七天 用電預測 」、 升級版 「綠倍
動力節能榜」以及全新「綠倍動力」節能中心，協助客戶更有效管理用電。
關於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華電力」）是香港公用事業公司，由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的中電控股全資擁有，為亞洲規模最大的私營電力公司 之一。中華電力在香港經
營縱向式綜合電力業務，為供電地區範圍內 580 萬人提供高度可靠的電力供應及
優質的客戶服務
圖片說明：
(圖一)

(圖一) 中華電力總裁潘偉賢先生表示 ，商界對「環保節能機構」嘉許計劃的踴躍
參與充分顯示他們實踐節能的決心， 對提升香港整體的環境質素，讓 我們的下一
代能夠享有更美好的居住環境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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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圖二) 中華電力總裁潘偉賢先生﹝左八﹞、能源諮詢委員會主席蘇偉文教授﹝左
七﹞、機電工程署署長陳帆太平紳士 ﹝右六﹞及中華電力企業發展總裁莊偉茵女
士﹝左三﹞，聯同民航處處長羅崇文太平紳士 ﹝左二﹞、環境局副秘書長劉明光
太平紳士﹝右二﹞、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委員 陳家洛議員﹝右一﹞、謝偉銓議
員, BBS ﹝ 左一﹞及其他支持機構的代表一起主持「環保節能機構」嘉許計劃頒
獎典禮啟動儀式。
(圖三及圖四)

(圖三及圖四) 今年的頒獎典禮設有兩個示範攤位，展示專為飲食業而設的 IC 自
動煮食機及中央洗碗碟系統，不單有助食肆節省能源開支，同時提升生產力及舒
緩人手緊張的壓力。
–完–
傳媒查詢，請聯絡：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公共事務經理
鄭慧嫻女士
電 話 ： (852) 2678 8926
傳 真 ： (852) 2678 8090
傳 呼 ： (852) 71163131 a/c 8433
電郵： annissa.cheng@cl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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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三屆中電綠倍動力「環保節能機構」嘉許計劃的得獎機構
組別獎項：

酒店 (新增組別)
金獎：香港沙田萬怡酒店
銀獎：海景嘉福酒店
銅獎：皇家太平洋酒店

公營機構 / 公用事業 / 大學 (新增組別)
金獎：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銀獎：香港中文大學和聲書院
銅獎：香港賽馬會

銀行 / 辦公室(新增組別)
金獎： 民航處
銀獎： 恒生銀行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銅獎： 摩根大通銀行

零售業
大型零售連鎖店─ 第一組
金獎：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有限公司
銀獎：實惠家居有限公司
銅獎：牛奶有限公司 ─ 萬寧
大型零售連鎖店─ 第二組
金獎：利亞零售有限公司 ─ OK 便利店
銀獎：太古資源有限公司
銅獎：大福珠寶

餐飲
港式餐廳
金獎：翠華控股有限公司
銀獎：亞洲國際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銅獎：椰林閣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環球美食
金獎：麥當勞® 有限公司
銀獎：清涼廚房有限公司
銅獎： 添好運點心專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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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佳餚
金獎：稻香集團
銀獎：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 好廚房
銅獎：聯邦酒樓集團

物業管理
住宅
金獎：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 御龍山
銀獎：帝峯 ·皇殿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銅獎：高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 海逸豪園
商場
金獎：荃新天地 2 管理有限公司
銀獎：恒基兆業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 美麗華商場
銅獎：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東港城
工商業
金獎：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新城市中央廣場
銀獎：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
銅獎：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創紀之城 2 期

中小企
零售及服務
金獎：遠東乾濕洗公司
銀獎：碗然一新有限公司
銅獎：蔚耆苑有限公司

工業
港商國內投資
金獎：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銀獎：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銅獎：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社福
社福機構
金獎：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烏溪沙青年新村
銀獎：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銅獎：扶康會

教育
學校
金獎：香港五常法幼稚園暨國際幼兒中心
銀獎：民生書院
銅獎：靈糧堂怡文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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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獎項：

尊尚榮譽大獎 (新增獎項)














龍皇酒家飲食集團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環球貿易廣場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新時代中城
南旋實業有限公司
Oriental Peace Hair Salon
香港必勝客管理有限公司
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 屯門市廣場
太興環球發展有限公司
牛奶有限公司 ─ 7-Eleven
牛奶有限公司 ─ 惠康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齊心節能大獎














百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利亞零售有限公司 ─ OK 便利店
恒生銀行
麥當勞® 有限公司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百佳超級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太古資源有限公司
牛奶有限公司 ─ 7-Eleven
牛奶有限公司 ─ 萬寧
牛奶有限公司 ─ 惠康
香港賽馬會
東華三院

卓越典範大獎



碗然一新有限公司
稻香集團

節能榮譽大獎



香港機場管理局
東華三院

創意推廣節能大獎


醫院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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