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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業務穩健、
抗禦力強，為未來
增長作好準備。

包立賢*

2008年是經濟放緩、前景不明和信心低迷的一年，當中的跌宕起伏將令人難忘。美國樓按市場最先崩潰，影響

迅速擴散至更大範圍的金融行業，然後無可避免地波及人們經常掛在口邊的「實體經濟」。世界各地的評論員

將這次金融危機與1929年的大蕭條相提並論，在我們身處的亞洲，「金融海嘯」一詞則引起特別強烈的共鳴。這

些比較和形容也許未必盡然，但卻貼切反映事態變化之急速和影響之廣泛，以及所引發的惶惑與憂慮。

無論是在所持投資的價值、就業的安穩、信貸的渠道，抑或貨品和服務的供應及價格方面，相信很少年報讀者

會沒有直接或間接、或多或少地受到影響。

在這份「首席執行官回顧」之中，我想直接評論一下經濟逆轉至今對中電的影響。在年報第109頁的「風險管理

報告」中，我們的財務總裁則會為大家闡述，在持續波動和困難的經濟環境下，我們為管理和紓緩中電業務的

風險而採取的紀律、機制和方法。

股東回報
中電持續的盈利能力及雄厚的資產優勢，確保股東權益在艱難時期得到保障。2008年內，中電的股價靠穩，僅

下跌1%，恒生指數則下挫48%，中電成為恒指成份股中表現最好的股份，反映我們作為防禦性股份的特性，

以及市場認同中電的穩健業務和審慎與長線的管理方針。一向以來，我們承諾為股東派發可觀和穩定的股息。

今年我們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92港元。若派息建議於即將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上獲股東通過，我們於2008

年的每股總派息額，將與去年相同。

*包立賢為中電集團總裁及首席執行官，在本年報簡稱首席執行官。



中電控股2008年報      11

盈利
面對經濟放緩的挑戰，中電於2008年的盈利表現堅穩。總盈利為10,423百萬港元，較上年度的10,608百萬港元

減少僅1.7%。

2008年盈利

未分配費用╱財務開支

其他單次性收入淨額

其他盈利

東南亞及台灣電力項目

印度電力業務

中國內地電力項目

澳洲能源業務

香港電力業務

2007年盈利

集團盈利（百萬港元）

香港電力
業務

澳洲能源
業務

中國內地
電力項目

印度電力
業務

東南亞及
台灣電力項目

其他盈利 其他單次性
收入淨額

10,423

+29

-40

10,608

+466

-293

-618

-89

-17

+377

41 665749 61

在香港，新管制計劃協議於2008年10月1日生效後，准

許溢利回報率因而調低，並對盈利造成影響。然而，

香港電力業務仍為集團盈利帶來7,549百萬港元的貢

獻，僅較去年下降0.5%。

在澳洲，集團全資附屬公司TRUenergy經營的能源業務

於年內錄得更高盈利，達604百萬港元，2007年則為

227百萬港元。業績表現良好，由於雅洛恩電廠高水平

的發電量、TRUenergy的電力及燃氣銷售額增加、將部

分客戶服務外判達致營運開支下降和致力減少企業經

營成本。

在印度，GPEC繼續為集團提供穩定的盈利，年內的

貢獻達320百萬港元，2007年盈利因包括若干項單次

性收益則為409百萬港元。GPEC電廠的營運維持在高

可用率水平。在中國內地，於7月及8月的兩次電價調

整，均未能完全抵銷煤價上升的影響，極其量只能抵

銷2008年內燃料成本增幅約35%，業務表現因而受到

影響。

在東南亞，我們透過與三菱商事株式會社共組的合營

企業OneEnergy營業，年內錄得的營運盈利較2007年

減少293百萬港元，主因是和平電力的貢獻下降，當

中包括煤價上漲，而中電所持和平電力股權在2007年

3月注入OneEnergy合營企業後由40%減至20%。

「財務回顧」一章將進一步闡釋其他盈利及單次性項目

的表現。

資產負債狀況
中電穩健的資產負債狀況，在動盪的經濟環境下發揮

優勢，有助集團擴張業務。截至2008年底，集團的淨

負債對總資金比率為29.1%，是全球及區內公用事業

中相當低的債務水平。在權益帳方面，我們有630億港

元的股東資金可為投資項目融資。年內，集團的借貸

總額下降17億港元至267億港元，主要是兌換外幣貸

款結餘時澳元和印度盧比匯率較低所致。我們的低負

債水平，龐大的股東資本和審慎的融資管理方針，皆

讓我們可於動盪的金融市場中繼續前行，並有利日後

的業務增長。

融資
中電對資產負債狀況管理審慎，並秉承一貫原則處理

融資需要，透過包括資金來源多元化和分散還款期來



12      中電控股2008年報

首席執行官回顧

降低融資及再融資風險，因而得以紓緩金融市場動盪

產生的影響。我們在「風險管理報告」中有更詳盡的論

述。

我們強健的資產負債狀況及審慎的融資方針，令我們

可於2008年順利為中電控股、中華電力及青電取得共

約150億港元的貸款和再融資。在中國內地，雖然借貸

緊縮，但我們仍然能夠為集團的可再生能源投資項目

取得可觀而不附帶追索權的人民幣項目貸款。雖然信

貸危機令我們於印度的全新項目Jhajjar電廠的融資面

對較大挑戰，但我們有信心可爭取讓該項目得以持續

發展的融資。

成本
近年的經濟景氣，尤其是在增長特別強勁的亞洲區，

誘發電力工業的部分成本大幅上漲。其中最明顯的是

燃料成本，例如煤價在2007年中至2008年中飆升約

150%。其他商品如鋼鐵的價格亦同樣上漲，加上亞洲

新興國家的用電需求急升，刺激電力設備的需求，導

致新電力基建的工程、採購和建造成本均顯著上揚。

現在下定論未免太早，但發電商近年承受上漲的生產

成本，將可能在全球經濟衰退下得以平抑。舉例說，

現時平均煤價即使仍高於2007年的平均水平，但自

2008年中以來已顯著回落（例如在澳洲採購的燃煤已

由180美元降至80美元）。

氣候轉變
未有清晰證據顯示，這場金融危機動搖了各地政府對

抗氣候轉變的決心。換句話說，經濟下滑仍沒有在政

策決定方面引起重大轉變，也沒有影響為保護環境而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與因而產生的經濟成本兩者之間

的平衡。

澳洲方面，已公布的碳污染減排計劃白皮書（「白皮

書」）勾劃出澳洲政府擬設立的排放交易機制框架。白

皮書首先概述為燃煤電廠（例如集團的雅洛恩電廠）制

訂的過渡期援助，藉以抵銷碳污染減排計劃對諸如我

們在澳洲作龐大投資的業商造成的經濟影響。雖然政

府顧問建議不理會發電商對過渡期援助的要求，但澳

洲政府的取態明智，認同維持基載燃煤電廠的經濟價

值及可靠運作是十分重要的。

新管制計劃協議下，准許溢利
下調至9.99%，加上新電廠需
要符合排放表現規定，必會影
響中電未來的投資決定。中電
會怎樣維持或提升現時的營運
標準，並同時達致供電可靠、
燃料多元化、排放表現及電價
富競爭力的目標，以滿足客戶
需求？

施國耀先生
Gilman集團
行政總裁

中短期內，新管制計劃將為繼續投資本港電力業
務，包括青山燃煤電廠的減排設備，奠定基礎。我
們不是為投資而投資，而是由於我們以及監管中
電業務的香港政府都認為，這個項目有助達致您
所提及的目標。

本年報描述我們在2008年進行的部分工作，以及
我們於未來數年為繼續提升表現而作出的計劃。
展望未來，如政府希望在現行管制計劃屆滿後在
電力行業引入變革，便必須建構一個能繼續實現
這些目標的框架。有關機制必須容許和鼓勵中電
股東作出龐大、長遠及針對性的投資。政府制訂政
策時，需要向公眾解釋不同方案的後果和如何權
衡取捨。舉例說，我們可以降低電價，不過供電可
靠度或會受影響，而改善環境管理，則可能使客戶
需要承擔額外成本。我們會積極參與對有關問題
的公眾討論。

包立賢
首席執行官

問: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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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機會
也許有人認為，當前的經濟氣候，可讓中電更有機會

以較近年經濟蓬勃時有利的條款，投得全新項目或收

購現有資產。

在金融危機全面過去後，我深信這個看法是會成立

的。然而，在現階段，私人資產價格仍未調整至全面

反映基本風險回報面貌的變化，亦未達到公開股票市

場的下降幅度。部分原因是投資市場上的競爭者，特

別是於市場上有特定利益或優勢的「國有龍頭企業」，

仍然積極尋求增長機會。此外，項目發起人或資產賣

家仍未因應經濟環境轉差而調低期望，亦是資產價格

未充分調整的原因。今天，中電覺得「趁低吸納」的空

間有限，而股東認為值得我們爭取的優質投資項目就

更加是鳳毛麟角。這情況可能於未來數月有所改變。

唯一可能例外的是潔淨科技領域的投資。在不久之

前，這個行業出現了不少「泡沫」，潔淨科技股價格急

升，令人想起踏入千禧年後科網及電訊股爆破前的景

象。2008年，情況逆轉，原因包括油價持續下跌（潔淨

科技是用以替代傳統能源應用的選擇）、信貸緊縮及

資金供應減少。標準普爾「全球清潔能源指數」在2008

年就下跌了60%。這個市場經歷調整後，中電或有機

會按比較實際的估值，增加參與開發新興潔淨能源科

技。

資金限制及投資方針
電力工業需要龐大的資本投資，且大部分是因應不斷

轉變的監管和市場架構而長期進行的。雖然中電會繼

續尋求增長機會，但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我們明白

資金來源會受局限。過去由於符合我們準則的投資機

會不多，中電的增長步伐因而受制。2008年，情況出

現變化，但即使中電已預留彈藥配合擴展業務所需，

特別是投放於能夠為中電現有的市場、設施或夥伴關

係增值的資產或投資，資金的局限仍可能令新項目的

投資步伐進一步減慢。

在這份回顧中，我為大家講解了集團業務在目前動盪

的金融局面所展現的抗禦能力。「風險管理報告」一章

闡釋我們將如何繼續管理如中電般的公司所面對的風

險，以及如何避免或盡量減低這些風險的不利影響。

雖然我們擁有飽經驗證的健全經營模式，但亦需要根

據不斷累積的經驗和行業形勢的發展，不斷進行檢討

和調整。我們的基本策略維持不變，專注以電力工業

為主的能源業，且只在亞太區經營。集團秉持走出香

港業務基地、分散市場的策略，有助開拓新的盈利來

源，並減少倚賴易受監管環境轉變影響（例如新管制

計劃導致准許溢利大幅下調）的香港電力業務。

電力市場日益波動，不斷演變。過去18個月，澳洲政

府迅速地提出規管碳排放，說明事態可急速轉變。一

直以來，我們的海外投資方針是在選定的市場建立具

規模的業務。展望將來，我相信中電在香港以外地區

的發展方針會轉趨靈活，並可能進行短線投資。我們

會更積極地尋求「收成」機會，例如透過當地上市、出

售業務組合或選擇性出售資產，將投資項目的價值變

現。雖然我們不會「炒賣」資產組合，但我們也會試從

每項投資都作長線持有的心態向前踏出一步。

過去數月市道艱難，我們在近年採取的審慎經營策

略，包括慎重進行投資及維持保守的資本結構，使中

電有能力抵禦這場經濟風暴。風暴的影響尚難以全面

估計，然而，我有信心中電不但可以安然渡過，更可

趁機作好準備，把握亞太區電力工業未來數年可能出

現的機遇。

包立賢

香港，2009 年 2 月 26 日



1 廣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核電合營公司）1,968/492兆瓦
核電合營公司興建和營運廣東大亞灣核電站，共有兩台各984兆瓦的壓水式反應堆，相關設備由法國及英國進口，所生產的70%電力
供應香港，其餘30%則售予廣東省

淨權益

中國內地   投資項目   總容量╱所佔容量（兆瓦）

14 中電控股2008年報

資產╱投資項目（於2008年12月31日）

25%

2 香港抽水蓄能發展有限公司（港蓄發）1,200/600兆瓦
港蓄發可使用廣州蓄能水電廠第1期1,200兆瓦的50%抽水蓄能發電容量，該使用權將於2034年屆滿49%

3 神華國華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神華國華） 7,620/1,194兆瓦(1)

神華國華擁有5間燃煤電廠的權益：

• 北京一熱電廠（400兆瓦）的100%權益
• 天津盤山電廠（1,000兆瓦）的65%權益
• 河北省三河1期及2期電廠（共1,300兆瓦）的55%權益
• 遼寧省綏中1期及2期電廠（共3,600兆瓦）的50%權益
• 內蒙古自治區準格爾2期及3期電廠（共1,320兆瓦）的65%權益

27%

4

6

7

8

中電國華神木發電有限公司（神木）200/98兆瓦
神木項目擁有及營運陝西省神木電廠（200兆瓦）49%

5 貴州中電電力有限責任公司（貴州中電）600/420兆瓦
貴州中電擁有位於貴州省的安順2期電廠（600兆瓦），為貴州省電網提供電力，並間接為廣東省供電70%

山東中華發電有限公司（山東中華）3,060/900兆瓦
山東中華在山東省擁有4間燃煤電廠，分別為石橫1期及2期電廠（共1,260兆瓦）、聊城電廠（1,200兆瓦）和菏澤2期電廠（600兆瓦）

中電廣西防城港電力有限公司（防城港）1,260/882兆瓦
防城港項目在廣西防城港擁有及營運兩台各630兆瓦的超臨界燃煤發電機組

懷集水力發電廠（懷集水電）125/106兆瓦
該項目包括在廣東省懷集縣和廣寧縣的12間小型水電廠84.9%

9 大理漾洱水電有限公司（漾洱水電）50/50兆瓦
漾洱水電位於雲南省大理市漾濞縣。項目正在施工中，預計於2009年第3季投入商業運行

100%

10 華能中電長島風力發電有限公司（長島風電）27/12兆瓦
長島風場與山東省電網接連，為煙台市供應電力45%

11 華能中電威海風力發電有限公司（威海風電）69/31兆瓦
威海風電項目位於山東省，第1期和第2期的發電容量分別為19.5兆瓦和49.5兆瓦45%

12 華能汕頭風力發電有限公司（南澳2期風電）45/11兆瓦
南澳2期風電項目位於廣東省汕頭市對開的南澳島，為汕頭市居民供應電力25%

13 中水電中電風力發電有限公司（長嶺2期風電）50/22兆瓦
長嶺2期風電項目位於吉林省松原市長嶺縣。項目預計於2009年第3季竣工45%

14 華電萊州風電有限公司（萊州風電）41/18兆瓦
萊州風電項目位於山東省萊州市。項目已於2008年9月投產45%

15 79%

16 中電陽江海陵島風力發電有限公司（海陵島風電）22/22兆瓦
該項目位於廣東省陽江市海陵島，預期於2010年投產

100%

附註(1)： 中電通過持有神華國華的27%權益而佔1,194兆瓦的淨權益，其中包括神華國華在多項發電資產（總容量7,620兆瓦）中所佔的不同淨權益。

中電四川（江邊）發電有限公司（江邊水電）330/215兆瓦
該項目包括在四川省興建、擁有及營運設有3台各110兆瓦機組的水力發電廠，預期於2011年完成

17
65%

70%

29.4%

中電環宇（山東）生物質能熱電有限公司（博興生物質能）相等於14/11兆瓦
中電於山東省濱州市博興縣的生物質能熱電項目擁有1x75噸╱小時燃稈鍋爐及6兆瓦發電機，已於2008年12月投產

25%



印度   投資項目   總容量╱所佔容量（兆瓦）

19 CLP Wind Farms (India) Private Limited（CLP Wind Farms）133/133兆瓦
CLP Wind Farms正在興建50.4兆瓦的Samana 2期風場項目和位於卡納塔克邦的82.4兆瓦Saundatti風場項目

20 Jhajjar Power Limited（Jhajjar）1,320/1,320兆瓦
Jhajjar 現正於哈里亞納邦Jhajjar 區興建一項1,320兆瓦（兩台各660兆瓦）超臨界燃煤發電項目，首台機組預計於2011年12月投產，而
第2台機組則於2012年5月投產

18 Gujarat Paguthan Energy Corporation Private Limited（GPEC）705/705兆瓦
GPEC擁有及營運一間655兆瓦的燃氣聯合循環發電廠，並正於古加拉特邦興建50.4兆瓦的Samana 1期風場項目

淨權益

15 中電控股2008年報

一個擁有逾18,000兆瓦發電淨權益、8種不同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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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華電力）(4)

中華電力擁有及營運輸電及供電網絡，其中包括：

• 554公里的400千伏電線、1,386公里的132千伏電線、62公里的33千伏電線及11,240公里的11千伏電線
• 57,187兆伏安變壓器及運行中的214個總變電站和12,914個副變電站

25 青山發電有限公司（青電）(4) 裝機發電容量為6,908兆瓦
青電擁有而中華電力負責營運：

龍鼓灘發電廠（2,500兆瓦）
• 全球最大型燃氣發電廠之一，設有8台聯合循環發電機組，每台發電容量為312.5兆瓦

青山發電廠（4,108兆瓦）
• 裝有4台各350兆瓦及4台各677兆瓦的燃煤發電機組
• 其中兩台發電容量各677兆瓦的機組，可以採用天然氣作為後備燃料。所有機組均可採用燃油作為後備燃料

竹篙灣發電廠（300兆瓦）
• 裝有3台各100兆瓦的柴油燃氣渦輪發電機組

附註(4)： 中華電力向青電、港蓄發和廣東大亞灣核電站購電。綜合上述發電設施，中電可用以服務香港市民的總裝機容量為8,888兆瓦。

附註(3)： 中電通過持有Roaring 40s的50%權益而佔233兆瓦的淨權益，其中包括Roaring 40s在多項發電資產（總容量753兆瓦）中所佔的不同淨權益。

澳洲   投資項目   總容量╱所佔容量（兆瓦）

附註(2)： 中電通過持有OneEnergy的50%權益及於EGCO的1.3%直接權益而佔796兆瓦的淨權益，其中包括OneEnergy在多項發電資產（總容量8,586兆瓦）中間接
 持有的不同淨權益。

東南亞及台灣   投資項目   總容量╱所佔容量（兆瓦）

21 OneEnergy Limited（OneEnergy）8,586/796兆瓦(2)

與日本三菱商事株式會社各佔50%權益的策略性合營企業，現時擁有︰

(a) 泰國Electricity Generating Public Company Limited (EGCO) 的22.4%權益，中電並擁有1.3%EGCO的直接權益。EGCO擁有：

• 並營運在泰國的REGCO和KEGCO燃氣聯合循環發電廠（2,056兆瓦）
• 在泰國已投產的BLCP燃煤發電廠（1,434兆瓦）的50%權益
• 在泰國已投產的Kaeng Khoi 2期聯合循環燃氣渦輪發電廠（1,510兆瓦）的50%權益
• 在寮國施工中的Nam Theun 2期水力發電項目（1,087兆瓦）的25%權益
• 在菲律賓Quezon Power燃煤發電廠（503兆瓦）的23.4%權益
• 在泰國及菲律賓多個小型電力項目（總發電容量為676兆瓦）之中的322兆瓦

(b) 和平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和平電力）的40%權益。和平電力在台灣擁有一間1,320兆瓦的燃煤電廠。電廠營運由另一家持股狀況與
和平電力相同，但由OneEnergy管理人員領導的合營企業負責

22 TRUenergy 3,046/3,046兆瓦
TRUenergy在維多利亞省、南澳省、新南威爾斯省、昆士蘭省、塔斯曼尼亞及澳洲首都領地經營發電、電力及燃氣零售綜合業務，其
中包括：

• 位於維多利亞省的1,480兆瓦雅洛恩燃煤發電廠及褐煤礦場
• 位於南澳省的180兆瓦Hallett燃氣發電廠
• Ecogen長期對沖合約（TRUenergy可購入最多966兆瓦燃氣發電容量）
• 位於新南威爾斯省的420兆瓦Tallawarra燃氣發電廠。項目正在施工中
• 位於維多利亞省的12千兆兆焦耳Iona燃氣貯存設施
• 多份長期燃氣供應合同
• 1.29百萬名電力及燃氣商業及住宅客戶
• 太陽能聚焦光伏科技開發商Solar Systems的20%股權
• 於維多利亞省北部建設的154兆瓦太陽能發電廠，已簽訂項目協議
• Petratherm Paralana地熱項目的30%股權
• Eastern Star Gas的5.14%股權
• 在位於昆士蘭省的上游燃氣租用地作出的直接投資

16中電控股2008年報

⋯及超過50多項資產與投資的集團

淨權益

50%

淨權益

100%

50%

100%

40%

23 Roaring 40s Renewable Energy Pty Ltd（Roaring 40s）753/233兆瓦(3)

Roaring 40s是中電與Hydro Tasmania各佔50%股權的合夥項目，持有：

• 塔斯曼尼亞Woolnorth Bluff Point風場（65兆瓦）和Studland Bay風場（75兆瓦）的100%權益
• 南澳省Cathedral Rocks風場（66兆瓦）的50%權益
• 中國吉林省3個風場項目的49%權益，總發電容量約為148兆瓦，其中大唐雙遼風場（49.3兆瓦）及大唐大通風場（49.5兆瓦）已
投產

• 中國山東省7個風場項目的49%權益，總發電容量約為349兆瓦，其中國華榮成風場（49兆瓦）已投產
• 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Khandke風場（50.4兆瓦）的100%權益，其中36兆瓦已投產

淨權益

香港   投資項目



中電集團架構及夥伴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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