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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 26 日  

稳健多元业务组合带来稳步增长 

中电控股有限公司（中电）欣然宣布，集团在 2017 年续创佳绩，业务稳步增长，财

务表现更胜去年。年内，营运盈利较 2016 年增长 7.9%至 13,307 百万港元，总盈利

上升 12.1%至 14,249 百万港元。董事会通过派发 2017 年第四期中期股息每股 1.14

港元，连同三次已付中期股息，2017 年度的总股息为每股 2.91 港元，较去年每股

2.80 港元增加 3.9%。 

中电首席执行官蓝凌志先生在集团 2017 年全年业绩简布会上表示：「业绩反映中电

集团投资组合多元化的优势。尽管电力行业的特质，加上全球经济的变化，使我们不

时面对营运环境的波动，但集团的『专注 ‧ 成效 ‧ 增长』策略一直引领我们有效应对不

同市场的能源转型，在各业务范畴取得平衡。我相信这策略将能继续带领中电迈步向

前。」 

香港 

2017 年，香港电力业务的营运盈利较对上一年上升 2.6%至 8,863 百万港元。中电服

务的客户数目由上年度的 2.52 百万户增至 2017 年的 2.56 百万户。本地售电量较上一

年微跌 0.2%，售予中国内地的电量较 2016 年上升 11.3%。合共结算，2017 年的总

售电量微升 0.2%。 

香港在 2017 年接二连三受到极端天气影响。年内有七个台风袭港，其中两个尤其强

烈，接连在短短五日内前后出现。尽管面对这些挑战，我们仍然能够维持高度可靠的

电力服务。这凸显中电供电系统的抗逆能力，及反映我们需要继续对电力基建作出审

慎投资，以保持和提高电力服务的可靠度。为满足客户的用电需求，中电于 2017 年

投资了 81 亿港元，用以维修及提升供电系统及发电设施。 

2017 年 4 月，中电与香港政府签订了新的管制计划协议，让我们得以继续为推动香港

的发展作出贡献。新协议于 2018 年 10 月起生效，至 2033 年 12 月届满。新协议为

中电的客户、雇员、股东及所有享用本港电力服务的人士，提供明确的规管架构。我

们已根据新管制计划协议的规定，向政府提交了 2018 至 2023 年的发展计划。 

新的管制计划协议，具备支持香港迈向低碳经济的重要元素，包括推动可再生能源发

展、节能和需求管理的措施。我们会于 2018 年公布「上网电价计划」及「可再生能

源证书」的详情，并正筹备推出新的「绿适楼宇基金」及「社区节能基金」。 

中电控股有限公司 
CLP Holding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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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政府在 2020 年底前天然气占发电燃料组合约一半的目标，我们正在龙鼓滩发

电厂兴建一台 550 兆瓦的先进联合循环燃气涡轮机组，其运行效率和环境表现均属世

界级水平。现时项目施工进度良好，预计机组可如期于 2020 年前投产。 

此外，中电正致力研究在香港南部水域，兴建采用「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的海上液

化天然气接收站。我们就未来的燃料供应及液化天然气接收船的安排已取得良好进展，

并将在短期内完成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提交政府审批。 

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中电将善用先进科技，不断提升营运能力，为客户创优增值。

例如我们于去年推出了「智醒用电计划」，邀请 26,000 个住宅客户参与为期一年的试

验计划，研究如何透过智能电表更有效管理用电模式及节省电费开支。我们希望于未

来可推广给更多客户使用。香港在迈向世界级智慧城市的过程中，需要智能化的公用

事业支持配合，中电已作好准备，担当此重要角色。 

中国内地  

中国内地的营运环境，在 2017 年仍然充满挑战，其中以燃煤发电厂尤其严峻。因此，

中国内地业务的营运盈利减少 18.6%至 1,238 百万港元。 

年内，为减少煤炭业造成的污染，中国政府关闭多个较小型和低效益的煤矿，使煤炭

供应紧绌，导致煤价持续高企。然而，燃煤发电的上网电价并未因此而有所调整。加

上电力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影响了集团的火电项目，其中对防城港电厂的冲击尤甚。

防城港电厂又同时面对部分港口的进口煤炭限制，营运情况更为严峻。有见及此，我

们已将防城港电厂市场销售的份额由 2016 年占五分之二，增至 2017 年的 100%。 

在中国内地逐步过渡至低碳未来的过程中，虽然对火电项目构成影响，但零碳排放发

电项目却日趋重要。中电于 12 月完成收购阳江核电有限公司 17%的股权，巩固了集

团的洁净能源组合。这项交易增加了我们在低碳技术方面的投资，同时又加强了中电

与中广核集团始于 30 多年前投资大亚湾核电站时建立的长期合作关系，并实时对集团

盈利作出贡献。年内，大亚湾营运表现继续良好，保持卓越的安全表现。 

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项目表现稳健，主要由于集团持续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组合。 

短期内，我们预期中国内地能源市场仍然充满挑战，主要由于产能过剩、投资新项目

竞争激烈，以及政府致力将中国转型至低碳经济。虽然面对多项挑战，但凭借集团多

元化的发电组合及中电在内地发展低碳能源业务的地位，我们对中国内地业务的前景

长远来说仍抱有信心。 

印度 

集团的印度火电项目及可再生能源项目年内均表现良好，整体营运盈利上升 38%至

647 百万港元，为印度业务缔造丰收的一年。 

位于印度南部泰伦加纳邦（Telangana）的 Veltoor 太阳能光伏电站正式投产，是中

电印度业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使集团在印度的可再生能源组合规模增至 970 兆瓦。

此外，风电业务的营运表现理想。然而，由于土地问题，我们决定停止 Yermala 项目

的施工，相关损失抵消了营运表现理想带来的财务贡献。 

2017 年，哈格尔电厂的盈利显著增加约 170%，这是由于电厂的使用率增加近 85%，

以及煤炭供应的质量均有改善。另一方面，尽管于 2017 年上半年，电厂因需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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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时间的计划维修而停运，但可用率仍达 78.9%。我们预期在 2018 年 3 月电厂的

可用率将超过 80%，足以收取全数的发电容量费。以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印度

财政年度计算，电厂不但能全数收回固定成本，还可赚取因可用率超过 85%的奖励金。 

Paguthan 电厂于年内保持表现稳定。由于电厂能使用进口的再气化液化天然气，可用

率得以维持于约 95.5%的高水平。然而，由于再气化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高昂，影

响客户向我们购电的意欲，使电厂使用率持续低企。 

Paguthan 电厂与客户 Gujarat Urja Vikas Nigam Limited 签订的购电协议将于 2018

年 12 月届满。电厂为印度最高效率的电厂之一，并保持达致最高的安全水平及环保标

准。我们预期 2018 年后，购电协议将不会按现有形式续期。为善用 Paguthan 电厂

这宝贵资产，我们正探讨不同方案，包括向市场上客户直接售电的可能性。 

随着印度经济持续发展，为电力行业提供稳定的营商环境，加上政府大力推动电动车，

我们因此预期印度的电力行业未来会稳步增长。印度仍然是中电的主要业务市场，我

们将继续探索在能源供应链中各环节的新机遇。 

东南亚及台湾 

2017 年，东南亚市场的营运表现保持稳定。但由于台湾的和平电厂受煤价高企影响，

并于下半年发生了非计划停电事故，以致整体营运盈利减少 41.6%至 160 百万港元。

在泰国，Lopburi 太阳能光伏项目凭借其高可用率及充裕的太阳辐照度，录得强劲业

绩。 

与此同时，集团继续推动越南两个燃煤发电项目的发展。我们的目标是于 2018 年内

就 Vinh Tan 三期及 Vung Ang 二期项目作出最终投资决定，让两个或其中一个项目

的工程得以开展。 

澳洲 

2017 年，澳洲的能源业仍处于极度动荡的局面，全国电力市场的批发价全面上涨，影

响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和企业。与此同时，持续不明朗的能源及气候政策削弱了企业为

新发电资产作长远投资的信心。尽管市场充满挑战，EnergyAustralia 在重新体现业务

价值的工作进展理想，营运盈利较 2016 年增加 48.1%至 2,738 百万港元。 

EnergyAustralia 近年致力推动以客为本的策略及推出减省成本的措施，带动了客户业

务的表现，去年仍能维持整体客户数目和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客户流失率。为协助纾

缓澳洲家庭面对的压力，我们于 2017 年推出一项新产品 Secure Saver，让客户可选

择维持电价及气价两年不变。EnergyAustralia 亦为有经济困难的客户提供协助，去年

公司为这个纾困计划额外注资 1,000 万澳元。 

澳洲正逐步过渡至更洁净能源未来，为确保供电可靠度，我们于年内致力优化发电资

产。由于需要进行计划维修及其他修理工程，维多利亚省雅洛恩电厂去年的发电量如

预期较上一年减少。新南韦尔斯省 Mount Piper 电厂的发电量亦较 2016 年减少，原

因是普林瓦尔（Springvale）煤矿场是否可长期供煤并不明朗，煤炭供应需要实施配

给。然而，2017 年 10 月，新南韦尔斯省政府透过立法，落实了普林瓦尔煤矿场的规

划同意书，致使 Mount Piper 得以签订长期的购煤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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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Australia 的「NextGen」部门于 2017 年取得丰盛成果。Redback 混合智能

系统已于 2017 年 9 月推出。去年 10 月，EnergyAustralia 宣布将透过用电需求管理，

调拨达 50 兆瓦的备用容量，作为澳洲再生能源署（Australian Renewable Energy 

Agency）及澳洲能源市场营运商（Australian Energy Market Operator）三年试行

计划的一部分。 

2017 年，针对价格及供应可靠度，能源政策成为澳洲热门的公众和政治议题。

EnergyAustralia 正研究发展储电池、抽水蓄能及用电需求管理项目，作为业务组合一

部份，以应对现时能源供应稳定性的问题。 EnergyAustralia 相信，一个稳定及全国

性的政策，才是长远的最佳方案，并对政府建议的「全国能源保证计划」（National 

Energy Guarantee）能为未来发展引路感到乐观。 

在营运方面，我们预期批发市场状况于 2018 年将持续紧张，短期内批发电价仍会高

企，至 2019 年才有望回落。此外，竞争激烈的零售市场亦无纾缓的迹象。在此期间，

EnergyAustralia 将透过高效营运发电资产、支持困难户及协助家庭和企业更有效管理

能源用量，以纾缓批发电价上升的压力。 

安全 

在中电，安全是我们的核心价值。2017 年，在香港业务发生的两宗致命意外事故中，

四名承办商工人不幸身故。两宗意外提醒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竭尽所能确保雇员、承

办商工人及客户的安全。年内，在董事会的监督下，我们彻底审视了集团的健康和安

全作业守则，因此我们大幅加强了针对减低严重事故发生的安全程序，并推出多项措

施以提升安全标准。中电将继续密切监察这些计划的落实情况，并将竭尽所能，避免

同类意外再发生。 

详情请参阅「宣布 2 0 1 7 年 1 月 1 日至 2 0 1 7 年 1 2 月 3 1 日之全

年业绩、宣派股息及暂停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公布之全文。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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