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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多項複雜挑戰，從國際環境問題及貿易方面的種種爭議，以至
香港與澳洲市場所經歷的不同狀況，2019年成為近年記憶所及最具
挑戰的一年。
不過我們深明，由於集團業務的特質，我們經
常會面對演變，並要為此作好準備，適應各種
變化。多年以來，中電一直以長遠的目光管理
投資和維護我們共享的環境。為了及早應對挑
戰，我們將繼續推動公司革新，讓業務作可持
續發展，迎合未來需要。
中電一向致力秉持嚴格的企業管治標準，實踐
可持續發展原則，以鞏固業務的營運方針。我
們欣悉社會各方，尤其是投資者與監管機構，
日益關注環境、社會及管治事宜。要妥善應對
這些議題，有賴遠大目光和長遠的承擔，這正
是中電一貫採取的方針。
經仔細評估變革性的全球大趨勢，我們認為減碳
及數碼化會是推動公司革新的長遠動力，並且已
經制訂策略，應對它們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不同市場正面對日益深化的人口和勞動力問題，
以至是社會及政治的不明朗因素，上述的大趨
勢和市場狀況，同時為我們的工作團隊帶來重
大機遇和風險。在這種環境下，並不能依靠單
一的計劃，中電必須採取協調和整合的策略，
實施多項措施，以建立靈活、共融及可持續的
團隊。

積極為發電組合減碳
面對氣候變化加劇，中電在轉型至「新世代的
公用事業」的過程中，減碳繼續是2019年的關
鍵重點。去年底，我們公布了《氣候願景2050》修
訂版，核心承諾是最遲於2050年底前淘汰集團現
有的煤電資產，並且不再投資新的燃煤發電資
產。最新的願景成為我們業務策略的基石，引
領我們根據個別市場的政策致力減碳，並對市
場的狀況保持敏感。
我們亦承諾至少每五年審視和強化集團的減碳
目標，以配合技術的進步和成本結構的改變，
並根據《巴黎協議》的目標檢視我們的進度。
此外，我們在其他範疇亦努力實踐減碳的承諾。
自90年代中起，我們一直投資可再生能源技術，
從未間斷，又積極爭取在低碳發電、輸配電，
以及由智慧城市發展而衍生的新能源服務方面
的機遇。

加速數碼轉型

保障員工安全

集團的電力價值鏈愈來愈受到智慧能源服務的
支援。為了全面把握未來能源系統的潛力，我
們需要因地制宜，為每個業務市場制定健全的
數碼轉型策略，配合適合的能源服務方案。

集團奉行安全至上的原則，務求能夠保障所有
人免受任何傷害。遺憾地，我們仍要向大家報
告，香港一名分判商員工不幸因工身亡。董事
會代表中電仝人向其家屬致以深切慰問。這次
事件令人深感惋惜，可是進一步堅定我們此後
加強保障員工的決心。

中電最近推出 Smart Energy Connect，可以說
是我們努力的最佳例證。Smart Energy Connect
是亞洲首個線上能源應用程式商店，提供一系
列創新、實用的應用程式，幫助區內企業和機
構以更環保及智能的方式管理能源用量。
至於集團的業務營運方面，我們持續更新並加
強數碼系統及流程，以提升業務表現，並善用
創新方法協助員工作出更好決策，同時亦重視
網絡防禦能力及保障資料安全。過去一年，我們
於發展內部數碼專業知識，以及在提升機構整
體的網絡安全意識方面取得良好進展，並將於
今後繼續保持警惕，加強我們的網絡防禦能力。

多年以來，中電一直以長遠
的目光管理投資和維護我們
共享的環境。為了及早應對
挑戰，我們將繼續推動公司
革新，讓業務作可持續發展，
迎合未來需要。
應對公用事業的勞動力挑戰
因電力行業的發展、區域變化，以及人口、社
會和政治因素，為中電帶來前所未有的改變，
集團亦須重新定義我們的人力政策。我們的優
先考慮是吸引及挽留技術人才，以配合能源轉
型的需求。我們亦持續培育明日領袖，同時誠
聘專才，為中電引入新技能，更提供機會讓員
工參與低碳及創新項目，汲取經驗。

展望
過去數月，沒有別的事情比澳洲山火更能清楚
顯示氣候變化的危機。我們已經開始檢視在
《氣候願景2050》下，中電在應對可能出現的
氣候情景時的能力，並會繼續完善相關分析，
以便在長期業務規劃中充分考慮氣候變化所帶
來的風險和機遇。為保持透明度，我們亦根據
氣候相關金融訊息披露專責小組（TCFD）的建
議，提升資訊披露質素，並繼續向持份者發放
可靠的資料，並保持訊息的一致性。
每個市場都會經歷轉型期，而在任何擁有煤炭
發電資產的國家，私營能源公司都需要為減碳
挑戰做好準備。中電已準備就緒，並願意及有
能力成為推動低碳能源轉型的合作夥伴。
2019年的轉型過程別具挑戰，集團的業績明確地
提醒我們電力行業所面對的變化。儘管如此，我
們仍會努力減少碳排放，進行業務數碼化，推
展各項投資，並繼續以創新作為持續發展的核
心，同時與社會各界保持合作，秉持宗旨以及
可持續發展的方針經營業務。

主席
米高嘉道理爵士

由於數碼轉型需要新技能及新的工作方式，故
我們展開獲認可的數據分析培訓，並以「設計
思維」提升我們的服務和推動以人為本的創新
文化。
此外，我們相信支持多元共融對業務表現以及
未來的招聘需求至為關鍵。故此，我們持續投
放資源，鼓勵更多女性投身工程行業，為她們
提供指導，並加強女性在業內的人際網絡。

首席執行官
香港，2020年2月24日

建設「新世代的公用事業」
中電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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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及數碼化是集團的業務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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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網絡監管的運作成效，提升營運技術及
其他範疇的表現

中電在各重要議題取得的成果
應對氣候變化

善用科技的力量

氣候變化毋疑是全球面對最大的威脅，
而中電從事的能源行業正可透過電氣化
及減碳以減緩氣候變化。

人工智能、物聯網及大數據等數碼技術
為能源公司提供新的方法提升表現和滿
足客戶的需求。可再生能源的供應時斷
時續，隨著更多可再生能源的引入，這
或會為供電系統的穩定性及可靠度帶來
風險。數碼平台正好為此提供解決方案，
藉著平衡客戶的電力需求和不同的發電
組合，從而優化成本效益和提升系統的
可靠度及環保表現。

中電的業務策略涵蓋緩解氣候變化的影
響。在集團的管治及企業風險管理系統
下，氣候議題由董事會及高層管理人員
全面監督。中電在2007年發布《氣候
願景2050》，並於最近作出更新，為集
團過渡至可持續的低碳未來提供清晰的
方向。
氣候相關金融訊息披露專責小組及
氣候情境分析
氣候相關金融訊息披露專責小組（TCFD）
的建議指出，企業應考慮業務策略應對
氣候相關情境的能力。中電已經開始檢
視在《氣候願景2050》下，集團在應對各
種氣候相關情境的能力。這些情境反映
截然不同的結果，讓集團能夠針對各種
可能出現的實際及過渡變化進行更深入
分析。中電會繼續監察營運狀況，以進
一步了解相關情境下的不確定因素。
個案研究：EV100
現時有多種零碳能源可供發電，電氣化
將成為全球運輸業減碳的支柱。過去數
年，市場轉向電動車的速度加快，中電
亦正積極拓展香港的電動車基礎設施，
例如向公眾提供免費充電設施，以及協
助個人及商業機構安裝相關設施。為展
示集團發展電動車的決心，中電於2019年
加入由國際非政府機構「氣候組織」發
起的EV100全球行動，成為首間參與
計劃的香港企業。
有關中電減碳策略的詳情，歡迎
參閱最新的《氣候願景2050》。

集團一直致力發展創新技術，更於2019
年立下重要的里程碑，繼續善用大數據
及人工智能提升資產的營運表現，例如
透過採用更可靠的預測性維修保養方
法，並利用機械學習模型進行早期故障
檢測，令安全表現得以提升。此外，更
準確的負載預測有助推動智能電網的發
展，而機械人流程自動化方案則可把手
動流程自動化，從而提高生產力。放眼
未來，中電相信以其新的能力結合深厚
的行業知識和業務上的地理優勢，將有
助集團在低碳經濟中尋求新機遇，尤其
在數據中心及智能電網發展方面，中電
認為是具有龐大的發展潛力。
個案研究：Smart Energy Connect
在2019年第一季推出的 Smart Energy
Connect 服務，不但展示出中電開發
新業務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系
列數碼產品，協助客戶節省能源、成本
以及時間，從而推動客戶的可持續發展
進程。
歡迎觀看中電的影片，了解
Smart Energy Connect 服務可以
如何協助客戶節省能源、成本以
及時間。

加強網絡防禦能力和
保障資料安全
中電在營運上越趨數碼化，愈來愈多資
料儲存在網絡空間，公司受到網絡攻擊
的風險亦相應增加。有效的網絡防禦能
力對保障業務至關重要。此外，中電須
及時發現並迅速應對任何事故，確保運
作盡快恢復正常。
中電至今並未曾因受網絡攻擊而導致產
能損失或營運中斷，惟與能源業內的其
他公司一樣，中電每天面對來自犯罪分
子以及其他威脅者的網絡攻擊。2019年，中
電加強了網絡安全的管治。網絡安全並
非只是一個部門的責任，而是一種需要
全面管理並在日常營運中處理的業務風
險。中電加強了集團的網絡安全團隊，由
他們擔任內部顧問及審核者，協助提升
員工的網絡安全意識，並建立所需的系
統和工具，以保護公司資料和保障系統
免受網絡風險影響。

歡迎參閱中電的《可持續發展報告》，
詳細了解集團在各重要議題取得的
成果。

建立靈活、共融和可持續的團隊
新技術的引入既會帶來機遇，亦會帶來
風險。中電在員工以至機構層面均須吸
納新技能及思維方式，以便公司可靈活
應對瞬息萬變的營運環境。
集團逾18,000名僱員及承辦商人員每天
努力不懈以專業才能服務客戶、投資者
以及持份者，共同展示中電的價值，他
們是集團成功的動力。而安全絕對是集
團的首要目標，故此，中電一向為員工
提供安全、健康及具效率的工作環境，
並提供所需的培訓、設備及支援。集團
的目標是以安全為基礎，建立靈活、共
融和可持續的工作團隊，以應對能源行
業數碼化及減碳所帶來的重大機遇和挑
戰，以及日益深化的人口及勞動力問題。
個案研究：中電大數據先鋒：
數據分析培訓課程
為迎接數碼化時代，發展同事的技能，
中電與科技培訓機構Decoded合作，於
2019年在香港展開為期一年的數據分析
培訓課程，有超過30名在本港業務單位
工作的僱員參與課程。他們深入了解數
據知識，並掌握如何利用先進的數據分
析工具和技術，以獨到的見解及嶄新的
方式運用中電的數據。
個案研究：支持女性於工程行業發展
為轉型至「新世代的公用事業」，集團
需要卓越及多元化的工程師團隊。故此，
中電一直致力顯著增加各業務中女性工
程師的人數，並在集團建立穩健的女工
程師網絡。
2015年，中電在香港展開學長指導計劃，為
本地大學工程學系的女學生提供機會，更
深入了解工程及電力行業，並支持她們
在工程行業發展。迄今為止，計劃已有
逾200位女性以學員或導師身份參與，當
中超過80％的學員表示對投身工程行業的
興趣有所增加。

關於中電集團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是中電集團的控股公司，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是亞太區規模最大
的私營電力公司之一。集團透過中華電力有
限公司，在香港經營縱向式綜合電力業務，
為香港八成市民提供高度可靠的電力供應。
在香港以外，集團於中國內地、印度、東南
亞、台灣及澳洲投資能源業務，擁有包括採
用煤、天然氣、核電及可再生能源作為燃料
的多元發電組合。中電是中國內地其中一家
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外商；在印度，中電是最
大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商之一，也是當地電力
行業其中一家最大的外商；在澳洲方面，集
團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 EnergyAustralia 是
當地最大綜合能源公司之一，為 247 萬住宅
及工商客戶提供天然氣及電力。
中電現躋身道瓊斯全球指數（Global Dow，
其150隻成份股均為世界領先的藍籌公司）、
道瓊斯可持續發展亞太指數（DJSI Asia
Pacific）、道瓊斯可持續發展亞太 40 指數
（DJSI Asia Pacific 40）、恆生可持續發展
企業指數系列以及 MSCI ESG 領導者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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