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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 6日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2018 年中期業績表現強勁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中電）宣布，集團在 2018 年上半年錄得強勁業績，反映了我們的資產

根基穩健並且多元化的優勢，以及在各業務所在地致力滿足客戶需要的努力。 

期內，營運盈利為 7,886 百萬港元，較 2017 年上半年上升 33.3%，凸顯了中電在香港核心

市場的業績可靠，而海外業務的表現亦穩健。總盈利上升 25.8% 至 7,436 百萬港元。由於對

集團長遠前景抱有信心，董事局決定把本年度第一和第二期中期股息，從 2017 年度的每股

0.59 港元增加至本年度的每股 0.61 港元。 

中電首席執行官藍凌志先生在集團 2018 年中期業績簡布會上表示: 「我們今年上半年的業

務表現強勁，建基於專注的投資策略、良好的營運成效，及適時抓緊市場的增長機會。雖

然上半年的業績表現出色，但下半年的市況將會充滿挑戰。儘管如此，我們很有信心集團

穩固的業務根基，將能為全年業績及長遠業務表現帶來支持。一如以往，中電將致力作出

所需要的投資，以確保業務所在地的社群，能享用安全、可靠及價格合理的電力服務，同

時為我們的股東帶來合理回報。」 

香港 

新管制計劃協議將從今年 10 月起生效至 2033 年。新技術發展及能源轉型正為全球能源業

帶來重大轉變，簽訂相關協議，為中電提供了穩定的規管環境。在新管制計劃之下，我們

財務摘要 

• 澳洲及中國內地業務盈利顯著增長，帶動營運盈利上升 33.3% 至 7,886 百萬港元。 

• 總盈利上升 25.8% 至 7,436 百萬港元。 

• 香港本地電力業務營運盈利上升 3.2% 至 4,497 百萬港元。 

• 綜合收入上升 7.2% 至 46,464 百萬港元。 

• 第二期中期股息為每股 0.61 港元。 

• 預計下半年的市場狀況將充滿挑戰，這包括： 

o 根據香港管制計劃下調准許回報率 

o 澳洲批發利潤下降，加上零售市場競爭激烈 

o 中國內地的調度電量下降和燃料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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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香港政府提交的未來五年發展計劃已獲通過。集團在此期間的總資本投資將達 529 億港

元，以確保未來電力供應可靠，能支持香港持續發展，並達致政府的低碳政策目標。 

發展計劃涵蓋的新措施旨在保障本地電力供應穩定可靠，這對香港能長遠繁榮發展非常重

要。其中一項最主要的投資計劃，是興建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這項重要的基建將使天

然氣的來源更多元化，提升未來供應的穩定性及成本競爭力。目前，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

進度良好，預計於 2018 年下半年完成。 

我們正在龍鼓灘發電廠增建一台 550 兆瓦聯合循環燃氣發電機組，除此之外，新的發展計

劃包括在同址興建另一台燃氣發電機組，以配合青山發電廠四台最舊的燃煤機組逐步退役。 

除了發電業務外，中電計劃提升現時連接香港與中國内地的高壓架空輸電專線系統，以加

強輸電設備的可靠度及輸電功率，為香港長遠使用更多零碳潔淨能源提供靈活選擇。 

新的管制計劃協議包括多項促進本地可再生能源發展及鼓勵市民節能的舉措。「可再生能

源上網電價計劃」、「可再生能源證書」以及新的「中電綠適樓宇基金」將於 10 月推出，

而「中電社區節能基金」則於 2019 年 1 月開始生效。 

中電今年 7 月宣布，按新管制計劃協議，調整由 2018 年 10 月起為期 15 個月的基本電價。

總電價將上調 2%，這是由於自 2017 年以來燃料價格大幅上升，及為實現 2020 年的減排目

標而需要增加使用天然氣。整體而言，我們的電價在全球主要大城市中仍具競爭力。 

2018 年上半年，包括售予本地及中國內地的總售電量增長 4.9%。香港售電量較 2017 年上

半年增長 4.7%。香港售電量持續增長，凸顯集團需要繼續發展電力設施，以確保安全可靠

的電力供應。 

在集團業務進行數碼轉型的過程中，我們繼續聚焦於創新技術，以提升客戶體驗及營運效

率。我們計劃擴展智能電錶項目，為更多客戶安裝智能電錶，讓他們掌握更多資訊和有效

管理用電量。 

隨著新的管制計劃協議於第四季生效，中電期待落實發展計劃中的基建投資項目。我們不

僅需要提升和維護現有的設施以繼續為客戶提供可靠的電力供應，還會努力推進龍鼓灘發

電廠新燃氣發電機組的工程，以及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項目，為減少香港的碳足跡作

出貢獻。 

中國內地 

2018 年上半年，中國內地的業務受惠於集團專注投資低碳項目的策略，期內核電和可再生

能源資產的貢獻增加，抵銷了部分煤價高企的不利影響。 

我們於 2017 年 12 月完成對陽江核電有限公司的投資，使上半年的盈利增加，而項目的第

五台機組亦已投產。大亞灣核電站的表現則保持強勁，為集團帶來穩定的盈利貢獻。 



 

3 

 

受惠於期內天然資源充裕，以及上網電量被削減的情況有所紓緩，可再生能源項目的營運

表現強勁。隨著江蘇省淮安電站去年投產，加上集團於 5月購入甘肅省金昌電站餘下的 49%

股權，集團的太陽能光伏發電組合逐見增長。風電項目上網電量被削減的幅度亦有減少，

特別是在中國內地東北地區。由於不同地區的降雨量和水流情況各異，水力發電資產表現

參差。 

上半年度受較寒冷的冬季及經濟持續增長所帶動，客戶的用電需求上升，致使集團的燃煤

組合發電量增加。在市場銷售理想及水力發電競爭紓緩的情況下，廣西防城港電廠的產電

量上升。儘管如此，由於煤價居高不下，煤電標杆上網電價尚未調整，電廠的利潤備受壓

力，經營情況仍然充滿挑戰。 

集團會繼續落實在中國內地的能源轉型策略，維持在核電及可再生能源方面的良好進展，

並把握電力市場改革所帶來的新投資機會。我們將致力減低煤炭供應方面的風險，並繼續

提升集團燃煤發電組合在營運、商業及財務方面的表現。 

儘管如此，我們預期下半年中國内地業務的盈利將面對壓力，原因是防城港電廠調度電量

將較低，成本亦會因採用進口煤及本地煤而增加；同時集團其他項目的表現，將受慣常季

節性的風力和太陽能資源減少所影響。 

印度 

2018 年上半年，集團印度業務的表現穩定。哈格爾燃煤電廠表現良好，使用率和可用率均

有所提升。中電在印度的首個太陽能光伏發電項目 Veltoor 全面投產，擴大了集團的發電組

合。該項目採用最尖端的日照追蹤和監控技術，運作保持暢順。 

期內，印度北部、西部及中部地區在季風期前的風資源較平均水平低，使集團的風電項目

面對嚴峻考驗；然而今年季候風較去年來得强勁，6 月份的業績表現理想。 

Paguthan 燃氣電廠的營運情況維持穩定，我們繼續探討購電協議在 12 月屆滿後的發展路向，

但我們預期天然氣供應短缺的問題，會繼續為現正進行的磋商帶來挑戰。 

2018 年下半年，我們將繼續致力保持卓越營運，並強化業務基礎。中電在政府政策的支持

下致力進一步擴大可再生能源發電組合。我們亦會在能源供應鏈中開拓各種機會，以擴闊

我們在印度的業務範疇。 

東南亞及台灣 

2018 年上半年，台灣和平燃煤電廠兩台發電機組的其中一台，完成了計劃大修，同時，一

座新建的永久輸電塔亦已啟用，取代去年被颱風摧毀的輸電塔。由於台灣增加所得稅稅率，

加上工程令停機時間增加，以及燃料成本上漲，電廠表現受到影響。泰國 Lopburi 太陽能光

伏電站的運作保持穩定。在越南，我們與當地政府及銀行就 Vung Ang 二期及 Vinh Tan 三期

項目的磋商繼續取得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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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2018 年上半年，集團澳洲業務的表現持續增強。在批發電價高企的市況下，澳洲業務盈利

上升，有賴我們能維持發電組合的可用率。 

今年較早時，EnergyAustralia 宣布完成了為澳洲東部約 500 兆瓦的新風電及太陽能光伏項目，

提供財務支持的計劃，當中 390 兆瓦直接由 EnergyAustralia 購入。3 月，EnergyAustralia 簽

署了價值 5 千萬澳元的協議，在維多利亞省經營兩個儲電量合共 8 萬千瓦時的大型儲電池

系統，藉此取得收費和將電量調度至「全國電力市場」(National Electricity Market) 的權利。 

4 月，EnergyAustralia 完成收購 Ecogen Energy，該公司在維多利亞省持有 Newport 和

Jeeralang 燃氣電廠，發電容量共 940 兆瓦。早於近 20 年前，EnergyAustralia 已與該兩家電

廠訂有購電協議，這次取得電廠的直接擁有權，將確保我們能靈活運用燃氣發電以滿足中

度和高峰用電時段的需求，有利於把可再生能源納入電網。 

EnergyAustralia 在評估新項目及投資機會上亦取得進展，這些項目包括抽水蓄能發電及智慧

能源管理系統。只要澳洲聯邦政府及省政府能就長遠和穩定的國家能源政策及規管架構達

致共識，我們預期上述技術和 EnergyAustralia的資產，將能配合當地發展一個現代化的能源

系統。 

另一方面，零售電價高企，持續對客戶造成壓力。我們的零售客戶流失率繼續低於整體市

場水平；然而，2018 年上半年大眾市場客戶的競爭激烈，影響了客戶數目及盈利，導致售

電量減少和利潤受壓，客戶數目於期內下跌約 60,000 個或 2%。 

為紓緩客戶的成本壓力，EnergyAustralia 已取消郵寄賬單及櫃台交易的收費、擴大紓困措施，

以及延長 Secure Saver 計劃，使客戶可維持電價及氣價兩年不變。 

我們預期 EnergyAustralia 的結算批發電價於 2018 年下半年將會回落。隨著大量風電和太陽

能項目陸續投產，期貨市場亦顯示批發電價於 2019 年及以後仍趨下跌。同時，零售市場競

爭激烈的情況未見紓緩跡象，這對積極挽留和吸納客戶的 EnergyAustralia會構成進一步的利

潤壓力。 

創新 

電力行業正處於科技變革洪流的起端，創新已成為我們業務日益重要的一環。年初，我們

投資了美國矽谷的能源管理軟件開發商 AutoGrid。7 月，我們跟北京啟迪清潔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簽署合作協議，以開發及落實新能源及智慧城市的技術。這只是中電在全球各地建立

合作關係的其中兩個範例，尋求以創新科技提升營運效率和客戶服務。 

詳情請參閱「宣布 2 0 1 8 年 1 月 1 日至 2 0 1 8 年 6 月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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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s://www.clpgroup.com/tc/Investors-Information-site/Announcements%20and%20Circulars/2018/c_Interim%20Results%20Announcement_Final.pdf
https://www.clpgroup.com/tc/Investors-Information-site/Announcements%20and%20Circulars/2018/c_Interim%20Results%20Announcement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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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嘉琪小姐 Angus Guthrie 先生 

副總監 – 公共事務（集團） 投資者關係總監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電話:  (852) 2678 8189     電郵: ir@clp.com.hk 

電郵: vivian.au@clp.com.hk   

傳媒查詢熱線: (852) 7306 2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