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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表現穩定 帶動穩健增長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2016 年全年業績財務摘要
 受惠於海外業務貢獻增加 10%，集團營運盈利上升 7.1%，達 12,334 百萬港元。
 本地電力業務的營運盈利增加 4.6%至 8,640 百萬港元。
 總盈利減少 18.8%至 12,711 百萬港元，主要是由於 2015 年出售澳洲 Iona 燃氣廠獲
得可觀收益。
 綜合收入減少 1.6%至 79,434 百萬港元。
 第四期中期股息為每股 1.09 港元，連同首三次已付中期股息，2016 年度總股息為每
股 2.80 港元（2015 年為每股 2.70 港元）。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中電）欣然宣布，於 2016 年，集團的營運盈利較去年上升 7.1%
至 12,334 百萬港元，但總盈利則下跌 18.8%至 12,711 百萬港元，這主要是由影響可
比性的單次性項目所致，其中包括於 2015 年出售澳洲 Iona 燃氣廠獲得的可觀收益。
董事會建議派發 2016 年第四期中期股息每股 1.09 港元，連同三次已付中期股息，
2016 年的總股息為每股 2.80 港元，較去年每股 2.70 港元有所上升。
中電首席執行官藍凌志先生在集團 2016 年全年業績簡布會上表示: 「我們的『專注‧成
效‧增長』策略在過去兩年成效顯著。儘管去年國際間出現難以預測的變化，但集團的
整體業務營運穩健，並能保持增長。」
「當前，氣候變化和數碼革命正為電力行業帶來挑戰和機遇。貫徹中電過去一個世紀
以來，樂於接受新科技和轉變的態度，我們非常關注這些發展，並已積極採取行動，
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以及準備善用數碼化科技，專注發展以客為本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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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雖然不少人都認為香港是一個成熟的市場，但實際上香港的電力市場仍有發展空間，
這源於本港人口及客戶數目有所增長，大型基建項目如港鐵延線網絡、高鐵及港珠澳
大橋等，均能帶動用電需求以及對相關輸配基建的需要。因此，我們不斷掏盡心思，
並利用日新月異的科技，務求向客戶提供更多具創意的優質服務。在這情況下，香港
業務在年內持續穩步增長，繼續維持世界級的供電可靠度。本地電力業務的營運盈利
上升 4.6%至 8,640 百萬港元。
2016 年的本地售電量比上一年增加 0.6%至 33,237 百萬度。同期，售予中國內地的電
量亦上升了 1.5%至 1,205 百萬度。合共計算，2016 年的總售電量較 2015 年上升
0.6%至 34,442 百萬度。
我們於 2016 年 12 月獲政府批准在龍鼓灘發電廠增建一台 550 兆瓦的燃氣發電機組。
新機組將採用先進的聯合循環燃氣渦輪技術，其建造工程已經展開，預計可於 2020
年之前投產。新燃氣機組的總資本支出估計約 55 億港元。
此外，我們繼續就在香港水域興建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建議，與政府及其他業務
有關人士磋商。該項設施讓我們可直接從全球多個氣源採購天然氣，並使香港的燃料
供應更加穩定。我們正繼續就項目的環境影響評估進行各項研究，並積極聯繫潛在供
應商，安排額外天然氣供應以滿足長遠需要。我們預期在 2018 年底前作出最終的投
資決定。
儘管香港發展可再生能源存在不少限制，我們仍在可行的情況下努力推廣，至今已把
逾 250 個可再生能源系統接駁至中電電網。舉例說，我們為渠務署提供支援，在機場
附近興建全港規模最大的太陽能光伏電站。我們亦正在向政府申請環境許可証，以在
龍鼓灘發電廠附近發展香港最大的堆填沼氣發電項目，可生產 10 兆瓦的可再生能源電
力。
現有的管制計劃協議將於 2018 年 9 月屆滿，我們正就新協議與政府進行磋商。超過
半個世紀以來，管制計劃協議一直行之有效，能達致政府的能源目標及滿足大眾期望，
我們期待能與政府達成新的協議。
我們將繼續致力為客戶提供優質和創新的服務，並透過新工具和設備加強與他們的聯
繫，例如設立不同的電子平台以及安排參觀中電新的智能體驗館。在新基建項目和人

2

口增長的帶動下，我們預期中電供電範圍的電力需求將持續增長，因此，我們需要緊
貼客戶的需要，協助他們進行能源管理，並為他們提供更多選擇。
作為香港最大的電力公司，中電會與政府緊密合作，為實現 2030 年氣候目標出一分
力，支持香港邁向更環保、更智能化的明天。

中國內地
年內，集團在中國內地的業務受到經濟增長放緩及電力需求減弱所影響，我們的燃煤
發電項目更是首當其衝。燃煤發電業務表現遜色，主要因爲機組使用率下降、煤炭成
本增加以及電價下調這三項因素所致。相對而言，可再生能源業務則保持穩定，大亞
灣核電站業務表現更是理想。綜合以上因素，2016 年中國內地業務的營運盈利有所下
降，由 2015 年的 1,977 百萬港元跌至 1,521 百萬港元。
防城港電廠的財務表現，受到經濟增長放緩、廣西壯族自治區內核電與水電項目的競
爭，以及直接售電量上升但電價下調所影響。鑑於這些短期的不利情況，加上面對市
場供應過剩，電廠需要作相當投資加強環保表現以提升競爭力，我們爲防城港作為現
金產生單位的賬面值作出減值 199 百萬港元。儘管如此，因防城港處於策略性的地理
位置，我們對項目的長遠前景仍然充滿信心。我們將繼續透過參與電價較低的直接售
電計劃，紓緩機組使用率受壓的問題。
2016 年第 4 季，防城港二期電廠投產，電廠採用最潔淨及最先進的超超臨界燃煤技術，
確保能符合新訂立的環境條例。
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組合的盈利增加 27.4%至 404 百萬港元，主要受惠於現有水電
項目的貢獻上升，以及新增風電和太陽能光伏發電項目。年內，我們繼續投資可再生
能源項目，增加超過 275 兆瓦的容量，把集團在中國內地的可再生能源組合規模提升
至 2,000 兆瓦以上。在中國內地，集團可再生能源組合的盈利貢獻逐步與煤電項目看
齊。另外，集團擁有 25%權益的大亞灣核電站保持可靠運行和高使用率，帶動盈利上
升 2.3%。
2016 年底，中電與中廣核電力簽訂了有條件協議，收購陽江核電有限公司 17%股權，
延續了集團與中廣核透過大亞灣核電站所建立的成功夥伴關係。此外，中電透過投資
陽江項目，將可受惠於珠江三角地區內未來的蓬勃發展。同時，陽江項目讓我們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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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候願景 2050》的目標又邁進了一步。我們預期在 2017 年上半年完成收購陽江
項目後，將對集團盈利帶來正面影響。
中電擁有多元化的發電組合，加上零碳發電容量比例不斷提高，我們已具備足夠條件，
參與中國内地能源轉型的進程，以及應對煤電項目使用率下降的影響。未來數年，儘
管我們預期新可再生能源項目的競爭將越趨激烈，而市場環境不斷變遷也會影響有關
項目的表現，但我們仍會致力進一步拓展潔淨能源組合。

印度
2016 年，哈格爾燃煤電廠及 Paguthan 燃氣電廠營運表現穩定，哈格爾電廠的可用率
更達創記錄的 93%，而 Paguthan 電廠也錄得 94%。然而，由於 2016 年並沒有如
2015 年般錄得數項單次性收益，因此印度業務的營運盈利下跌至 469 百萬港元。
年內，我們繼續專注發展可再生能源項目。中電在印度南部首個太陽能光伏發電項目
的施工進度理想。此外，在 2015 下半年投產的風電項目帶動下，2016 年的風電產量
上升，較前一年增加 16%。新項目投產鞏固了中電作爲印度其中一家最大可再生能源
發電商的地位。雖然印度發電業仍然高度倚賴煤炭，但政府已開始採取具體措施，以
減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中電一向倡導以潔淨能源發電，我們將透過進一步投資可再
生能源繼續支持該政策，並視之為具長遠增長機會的領域。
近數月來，印度經濟放緩，導致電力需求下降，再加上政府於 2016 年 11 月為打擊黑
錢活動而推出的廢鈔措施，以及商品服務稅改革，預計短期內將進一步壓抑經濟增長。
但長遠而言，我們相信有關改革將能為印度打造提升透明度和守法精神的更佳基礎，
有利營商發展。
我們對印度電力行業的前景充滿信心，並將透過投資可再生能源項目，包括考慮分散
式發電業務，以及相關的輸電基建，繼續為印度邁向低碳未來作出貢獻。

東南亞及台灣
年內，集團在東南亞及台灣的營運表現保持穩健。營運盈利輕微減少至 274 百萬港元，
主要由於 2015 年煤價下調的滯後效應，致使和平電廠 2016 年的電價下降所致。至於
中電在越南發展的兩個燃煤發電項目，則進展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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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雖然澳洲電力行業的營運環境於 2016 年仍然充滿挑戰，但 EnergyAustralia 的財務表
現持續改善。這歸功於我們以客為先的策略，以及發電機組在電力批發市場緊縮的情
況下，仍能保持高可用率並增加產能，使 2016 年的營運盈利倍增至 1,849 百萬港元。
此外，出售 Iona 項目後負債減少，使整體利息開支下降。
儘管市場競爭激烈，EnergyAustralia 的客戶數目仍能保持穩定，更重要的是，客戶的
忠誠度提高，流失率下降，投訴也減少了，足以證明我們的服務質素有所提升。
2016 年 12 月，EnergyAustralia 宣布將簽署協議，向數個位於澳洲東部合共約 500
兆瓦的待建風電及太陽能光伏項目購電，展現對澳洲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大力支持，以
及 EnergyAustralia 積極配合澳洲政府在 2020 年底前將可再生能源佔國家電力市場總
能源量比重增至 23.5%的目標。
2016 年 10 月，EnergyAustralia 對一家澳洲企業 Redback Technologies 承諾投資
9 百萬澳元，以拓展結合智能家居科技和蓄電池的業務。此合作項目計劃於 2017 年上
半年推出第二代技術。

創新科技
數碼革命正在改變電力行業的面貌，並提供不少發展良機。在未來五至十年間，中電
的業務或會以全新面貌示人。我們將在智慧城市的基建發展中扮演一個積極主動的角
色。我們需要自我裝備提升實力，制訂管理龐大數據量的策略。我們還需要構建一個
平台，讓所有智能設備都能夠接駁至中電的電力系統。這些絕非空談，定必會在集團
不同的業務範疇及電網系統上實現。
2016 年，集團設立了一支團隊，專注創新方面的工作，並已取得良好進展。團隊專注
兩大範疇，其一是善用各種相關技術和資訊，以提升營運表現。另外是拓展新的業務
領域，例如我們與香港電訊共同創立 Smart Charge「全線充」服務，為電動車司機提
供一站式充電服務。在澳洲，EnergyAustralia 除了 Redback Technologies 的新投資
外，更將繼續發掘針對市場需要的不同業務，希望在能源業不斷轉變的進程中，仍能
保持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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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我們會繼續努力爲客戶提供可靠、安全的電力服務。我們亦將集中資源，
以具創意的方案推行減排措施。此外，為迎接數碼革命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我們會以
謹慎和具創意的方式做好準備。中電一直以來業務持續增長，財務穩健。我們深信，
這卓越表現將會延續下去。

詳情請參閱「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全年業績、宣派股息及暫停
辦理股份登記手續」全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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