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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出现调整
稳健根基支持业务长远发展前景
中电控股有限公司（中电）今天宣布 2019 年度全年业绩。营运盈利减少 20.5% 至
11,121 百万港元，反映香港业务的准许回报率如期下调、所摊占印度业务的盈利因
策略性出售部分股权而减少，以及澳洲市场持续面对挑战。至于中国内地及东南亚
的盈利则有所上升。董事会建议派发 2019 年第四期中期股息每股 1.19 港元。2019
年度的总股息为每股 3.08 港元，较 2018 年度增加 2.0%。
面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剧，减碳继续成为中电 2019 年的首要目标。去年底，我们
公布了《气候愿景 2050》修订版，核心承诺是不再投资新的燃煤发电资产，并逐
步在 2050 年底前淘汰集团现有的煤电资产。我们亦承诺最少每五年审视和强化集
团的减碳目标。
中电首席执行官蓝凌志先生表示：「2019 年是转型的一年，我们继续积极应对，
确保集团能配合未来的发展需要，具备良好条件维持稳定的营运和财务表现。尽管
去年的盈利下降，但长远来说，我们根基稳固，业务组合多元化，而且有优秀的人
才和丰厚的财务资源，将继续朝着明确目标，应对复杂的市场变化，并同时继续为
股东创优增值。」

香港
由于天气较热，以及本地大型基建项目启用，用电需求增加，使香港的售电量上升
1.8%。营运盈利与 2018 年相比，下降 13.0% 至 7,448 百万港元，反映新《管制计
划协议》准许回报率下调的全年影响。
年内，客户数目由 2018 年的 260 万升至 264 万。中电一向非常重视服务社群和客
户，并致力带来正面效益。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使供电可靠度达 99.999%。
政府早前订立了发电燃料组合目标，在 2020 年将燃气发电的比例增至约 50%。为
配合这个目标，中电在龙鼓滩发电厂建造一台 550 兆瓦联合循环燃气涡轮机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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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正开始投入运作。同时，我们正准备在毗邻用地兴建另一台联合循环燃气涡轮机
组，并预计于 2023 年底前竣工。
能源转型对燃料供应链有一定影响，因此中电采取了多项措施，确保天然气来源多
元化及供应稳定。为了能够在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采购价格具竞争力的供应，中电
正在香港水域发展海上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项目于 2019 年取得重大进展，预
计可于 2020 年开始施工并于 2021 年底前竣工。
中电又推出一系列措施，鼓励客户实践更环保的生活方式。截至 2019 年底，中电
接获超过 6,900 份「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计划申请，当中约 84%的项目已获审批，
总发电量约为 90 兆瓦。2018 年 11 月，我们开展了智能电表计划，在 2025 年底
前为所有客户的传统电表更换为智能电表。至 2019 年底，我们已接驳 421,000 个
智能电表。
2019 年下半年，香港经历社会动荡，经济面对近年最严峻的挑战。作为本港最大
的公用事业，中电致力协助客户渡过这段困难时期。
中电推出了 2 亿港元的纾困计划，缓解中小企客户及弱势社群的负担。除了发放地
租及差饷特别回扣外，措施还包括为 32 万间中小企业提供补贴，以抵销在 2020 年
首六个月的平均净电费增幅。
香港已踏上减碳的重要旅程。2020 年，中电所供应的电力，首次有约一半会来自
天然气发电，加上从大亚湾引进的零碳能源占约三分之一，标志着我们在减排旅程
上的一个重要里程。中电将全力支持政府的环保及减排目标，适时投资增加燃气发
电容量及提高天然气供应的可靠度。

中国内地
2019 年，零碳发电组合为中国内地业务带来稳定及可靠业绩。年内，营运盈利上
升 5.3%至 2,277 百万港元。
核电是中电在中国内地的主要收入来源，占全年营运盈利约三分之二。阳江核电站
第六台，也是最后一台发电机组于 2019 年 7 月投产后，为集团带来更多的盈利。
然而，由于服务费用及法定费用增加、计划停机维修，以及增值税退税减少，抵销
了盈利贡献的全部增幅。与此同时，大亚湾核电站的运行表现保持稳定。
可再生能源项目是中电在中国内地的另一主要收入来源。虽然可再生能源项目在
2019 录得盈利增长，但不同类型的资产表现参差。2019 年 1 月，中电购入广东省
梅州平远太阳能光伏电站全部股权，扩大了太阳能发电组合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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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港电厂是中电在中国内地唯一持有多数股权的煤电项目，电厂在 2019 年表现
良好。由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经济增长，加上来自水电项目的竞争减少，防城港电
厂的使用率得以提高。
中电参与开发及营运防城港高新科技园区的增量配电网，为区内客户提供电力服务。
该项目是集团在中国内地的首项配电网投资，于 2020 年 1 月投入服务。
电力市场的改革进程持续，有见及此，中电已制定策略，以增加售电量，并同时密
切注视市场监管的变化，务求在市场改革中尽握机遇。中电亦将继续扩大零碳能源
组合，以助推动能源转型。

印度
2019 年，中电印度继续扩大其业务组合并发掘新商机。营运中的资产表现强劲，
哈格尔电厂及可再生能源资产的盈利上升。
由于煤炭供应及营运管理改善，哈格尔电厂于 2019 年的商业可用率达 89.2%。电
厂可收取的发电容量费增加，因此财务表现令人满意。此外，由于营运管理改善，
风电组合的表现良好。Veltoor 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可用率及发电量上升，使太阳能
组合的表现稳定。
然而，中电集团所占营运盈利较去年减少 54.0% 至 263 百万港元 。Paguthan 电厂
的购电协议于 2018 年 12 月届满后，电厂于 2019 年期间并无录得可观的发电额度。
此外， 集团于 2018 年 12 月向加 拿大 退 休金管 理公司 Caisse de dépôt et
placement du Québec 出售中电印度 40%股权，也摊薄了盈利收益。
2019 年，中电印度进军输电领域，同意收购三项输电资产。其中一个项目已于
2019 年 11 月顺利转让予中电印度。其他两个项目预计将于 2020 年交付中电印度
接管。年内，中电印度在竞价拍卖中首次成功投得一个风电项目，容量约 250 兆瓦。
尽管印度的经济增长及电力需求于 2019 年均出现放缓，但随着印度进行能源转型，
中电印度对当地电力市场的未来，尤其是低碳项目的发展潜力，仍然充满信心。中
电将继续物色优质的项目以作出投资，并扩展非发电业务，包括输电、配电及其他
以客为本的服务。

东南亚及台湾
由于和平燃煤电厂及 Lopburi 太阳能光伏电站的表现良好，东南亚及台湾市场的营
运盈利上升 106.8%至 335 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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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集团《气候愿景 2050》定下不增建任何燃煤发电资产的策略，我们已决定撤
出两个在越南的旧有煤电发展项目。集团日后将专注发掘当地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投
资机会。

澳洲
2019 年，澳洲电力市场的状况印证了其波动的特质。年内，能源零售市场继续激
烈竞争，而 7 月实施的规管电价，更是能源零售业多年来面对的最重大改变。另外，
批发电价继续在历史高位徘徊，但很可惜，EnergyAustralia 旗下两间最大的发电
厂，因为营运问题导致产电量下跌，无法全面参与批发市场。因此，
EnergyAustralia 的营运盈利较对上一年下降 52.6%至 1,566 百万港元。
EnergyAustralia 所有现有客户的电价在 2019 年内维持不变或有所下降，反映市场
竞争持续激烈以及零售电力规管的重大变化。EnergyAustralia 视今次改革为推出
一篮子简单又较廉宜新服务的契机，并提早向现有客户展开宣传，确保他们可以享
用最佳的服务计划。自规管电价推出以来，各零售商在各省的客户流失率均下降，
而 EnergyAustralia 的表现继续优于市场平均水平。然而，年内客户数目减少了
84,000 个，即 3%。
EnergyAustralia 的发电机组于 2019 年面对多项营运挑战。由于维多利亚省雅洛恩
电厂的机组要进行计划及非计划停机维修，加上需引入新安全措施，限制了电厂的
产电量。至 2019 年 11 月中旬，新安全措施已全面实施，电厂的可用率预计将于
2020 年逐渐恢复至原有水平。
由于新南韦尔斯省 Mount Piper 电厂的煤炭供应不稳，致使电厂于 2019 年的产电
量远逊上一年。燃料供应最终在 2019 年 11 月得到改善，EnergyAustralia 正致力
提升电厂的长期燃料供应穏定性。与此同时，涡轮机组升级工程已经展开，这将使
Mount Piper 电厂在毋须使用额外煤炭的情况下，增加 60 兆瓦的发电容量。工程
预计 2021 年竣工。
EnergyAustralia 位于新南韦尔斯省、维多利亚省及南澳省的燃气发电设施，全年
运行高度可靠。Hallett 电厂成功完成升级工程，发电容量于 2020 年初增加了 30
兆瓦。
为加快将供应时断时续的太阳能发电和风电并入全国电网，EnergyAustralia 继续
评 估 对新 的 灵活 发电项 目 及储 电 项目 进行投 资 。 我 们 正在 新南韦 尔 斯省 现 有
Tallawarra 燃气电厂，考虑兴建第二台燃气机组的计划，以提供可快速启动及调度
的发电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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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更多可再生能源容量纳入能源系统，我们预期澳洲的批发电价来年将会下调。
营运方面，EnergyAustralia 仍会专注优化发电组合，提升资产可靠度。目前，并
无迹象显示澳洲零售市场的激烈竞争及对电价的强烈关注会缓解。EnergyAustralia
将继续致力提升客户体验，纾缓客户家庭开支压力，同时妥善管理成本。

创新科技
中电集团的业务遍及整个能源价值链，当中每一个环节愈趋依靠智慧能源服务来支
持。为了全面把握数码转型的潜力，我们需要因地制宜，切合每个业务市场制定策
略和方案。中电在 2019 年推出 Smart Energy Connect，可以说是我们在这方面努
力的最佳例证。Smart Energy Connect 是亚洲首个在线能源应用程序商店，提供
一系列创新、实用的应用程序，帮助区内企业和机构以更环保及智能的方式管理能
源用量。
为配合转型至「新世代的公用事业」，我们进一步推动业务数码化，成为中电另一
项策略重点。我们专注把握机遇，于中短期会以集团现时的资产基础争取佳绩，而
长远来说，我们的目标是以低碳方案缔造可持续的业绩。

详情请参阅以下文件：
- 「宣布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全年业

绩、宣派股息及暂停办理股份登记手续」通函
- 中电控股 2019 年度全年业绩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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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控股首席执行官蓝凌志先生（中）， 执行董事及财务总裁彭达思先生（左）和
集团总监及中华电力副主席阮苏少湄女士（右）今天宣布中电 2019 年度全年业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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