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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報告中討論為回應各項挑戰所制訂的計劃及所取得的表現，務求以負責任的方式達致業務的可持續發展。 

這些挑戰之中，有些是氣候轉變等全球問題、有些是空氣質素等區域問題，有些則是與社區工作有關的個別地點問題。

在決定報告的範圍時，我們繼續透過專題小組交流會和通過不同渠道搜集意見，與報告的相關人士保持溝通。報告

的內容都經過 SustainAsia Ltd 獨立驗證。

本精要版包含部分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 G3 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的表現指標，而網上版則涵蓋 G3 的全部規定。 

讀者普遍對我們透過網上版而非印刷本提供較詳細的表現數據表示歡迎，我們今年會繼續這樣做。

為方便讀者從《2008 年報》、網上版《可持續發展報告》或集團網站取得更多資料，我們在本精要版的適當地方加上                     

          及    。希望大家喜歡閱讀我們的一眾報告。

* 本年度的《年報》和《可持續發展報告》於 2009 年 3 月出版，匯報 2008 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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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懷集水電

 - 12 個小型水電站

印度 Gujarat Paguthan 

Energy Corporation

 - GPEC 發電廠

澳洲 TRUenergy

 -雅洛恩發電廠及煤礦場

 - Iona 天然氣貯存庫

 - Hallett 發電廠

中華電力

 - 輸電及供電業務部

 - 市場及客戶服務業務部 

中電於2008年內擁有多數權益及／或營運控制權的業務資產

青山發電有限公司

 - 青山發電廠

 - 龍鼓灘發電廠

 - 竹篙灣發電廠

中國內地貴州中電

 - 安順 2 期發電廠

中國內地廣西防城港電力有限公司

 - 防城港發電廠

註：
除安順 2 期外，中電對上述設施均擁有營運控制權

泰國 BLCP Power Company

 - BLCP 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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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範圍

中電《2008 可持續發展報告－精要》是網上版《可持續發展報告》的行政摘要，為讀者報告關鍵事宜，而網上版則較

詳細地交代有關內容，以及方便經常進行更新。我們希望以精簡印刷本的篇幅來節省用紙，但同時透過網上版提供

業務相關人士感興趣的詳細資料。透過本報告和《年報》*，我們廣泛及深入地討論業務相關人士所重視的主要事宜。

本報告敘述中電於 2008 年的可持續發展事宜，以及我們對 2009 年及以後的展望。報告中的表現數據涵蓋下列中電

於整個報告期內擁有多數權益及／或營運控制權，並正在營運中的業務資產，同時也提供集團其他設施的相關資料。

各項設施的表現數據均按 100% 基準匯報，並沒有因應中電的權益份額作出調整。所有表現數據均經獨立驗證。 

由於定義上的差異，一些來自海外業務的統計數據可能無法比較。

https://www.clpgroup.com/Abt/Res/Pub/ARnSER/Pages/FinancialReport2008.aspx?lang=tc
https://www.clpgroup.com/SocNEnv/SER/Pages/default.aspx?lang=tc
https://www.clpgroup.com/Pages/default.aspx?lang=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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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嘉道理爵士 

包立賢

不少業務相關人士都聽過「三重底線」（triple bottom line）這個名詞，這是指一間公司的政策及行動對財務、社會及環

境所造成的影響，從中可確定這間公司是否有維持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我們不喜歡使用艱深的術語，並明白每個人對「三重底線」的確實定義會有不同的詮釋。但我們相信，「三重底線」確

能貼切反映，企業可以循不同途徑為業務相關人士創造價值，從而加強生存能力，達致長遠的成功發展。對於中電

這種業務遍及亞太區的電力公司來說，這個概念尤其適切，因為中電經營的是一項必需的公共服務，需要龐大的資

本投資，而且回本期甚長。如果我們的經營不講求穩健的理財原則、不為所服務的社群創優增值，而且沒有以負責

任的態度管理業務對環境的影響，那麼我們遲早會失去我們所依賴的股東、貸款者、政府、社區以及其他業務相關

人士的支持。

主席與首席執行官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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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多年來，中電不但日益關注傳統以來用以衡量公司及管理層業績的財務表現，並且同樣重視社會及環境表現。

除了積極、專注地管理及監察業務營運對財務、社會及環境的影響外，我們還加大了向股東及其他業務相關人士匯

報資料的深度和廣度。《可持續發展報告》與同時發表的《年報》，以及集團網站的其他豐富資訊，正是我們這項承諾

的例證。

我們的經驗顯示，我們加強匯報的決定，為中電帶來了實質的效益。我們向外界履行我們的責任，以誠實、磊落的

態度交代業務營運對其他人士的影響，除了評估、整理及披露財務、社會、環境管理資料的過程令我們有所得益外，

知情及熱心的業務相關人士賜予正反兩面意見，亦令我們獲益匪淺。

有人認為，當前金融及市場動盪，因而造成的信貸緊縮、現金流量問題、公司盈利倒退等，可能，又或會導致公司

減少關注社會及環境事宜，對此我們不敢苟同。企業的三重底線就好像是三腳凳，好處是無論放在任何不平坦的地

面上，都能保持穩定。同樣地，一間公司亦須建基於卓越的財務、社會及環境表現，才能妥善平衡。

然而，我們亦認為當前的動盪局面帶給我們兩個體會。第一個體會是，業務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是審慎的理財方針、

保持強健的資產負債狀況，以及小心監察現金流量。近年來，可持續發展概念可能過分側重了社會及環境責任的重

要性，以致令人忽略，如果沒有持久而具盈利能力的經營模式為股東創造價值，我們就不可能提供社會及環境價值。

第二個體會是善用金錢及資源的重要性。燃料及其他商品價格上升，加上流動資金緊絀，提醒中電與其他公司需要

駕馭資金，更節儉、更有效地運用自然資源，並確保我們能針對可以達致最高回報的範疇，推行社會活動。

我們的《年報》描述中電如何於日益困難的環境下，達致強健的財務表現，而《可持續發展報告》則交代中電於 2008

年的環境表現，以及我們對營運地點的社區所作出的貢獻，以實踐良好企業公民的承諾。但正如《可持續發展報告》

所載，我們的努力固然有成功之處，但也有失敗例子。例如，我們的香港發電廠在改善排放表現方面繼續取得良好

進展；而社會活動的範圍更廣，也更加成功，使我們業務所在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受惠。然而，中電一直最重視的安

全表現，卻遜於自己所訂立的標準。

我們的目標是以同樣誠實的態度，匯報一切成敗得失。一如以往，我們歡迎大家就我們的表現及匯報方式惠賜高見，

讓我們在這兩方面知所改進，精益求精。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米高嘉道理爵士  

香港，2009 年 2 月 26 日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集團總裁及首席執行官

包立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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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各界緊密聯繫

僱員
為了加強管理層之間的溝通，集團於 2008 年 5 月為 

200 多名高級管理人員舉行集團總裁及首席執行官的視

像簡報會。

我們於 2008 年舉行「關心氣候迎未來」員工運動，以加

強同事們對集團《氣候願景 2050》的認識，並推廣各層

面的環保措施。

年內，我們在香港展開集團全體僱員的意見調查，以衡

量與公司長遠成功發展有密切關係的僱員投入感。香港

業務的調查結果反映中電員工高度投入。

中電於 2008 年舉辦了多個集團會議，例如集團營運部

年會、集團資訊科技論壇，及中電與合營公司環境協進

大會，讓僱員分享經驗和最佳實務，以及了解業界的最

新發展及創新技術。

客戶
全新的「中電綠化生活」網站於 2008 年 6 月推出，讓客

戶及市民加深對氣候轉變及節約能源的認識。這網站 

還提供碳排放計算器，協助客戶評估他們所產生的碳排

放量。

要在瞬息萬變的營商環境中不斷求進，我們必須與各界

人士緊密聯繫，充分交流。2008 年，我們專注於氣候轉

變這個對集團業務有影響的迫切問題，並與主要的業務

相關人士積極溝通對他們有影響的事宜，例如空氣質素

和可再生能源。

股東參觀中電設施活動

股東
我們透過正式的溝通渠道與股東保持溝通，如《年報》和

季度簡報、《可持續發展報告》、股東周年大會、溝通大

會、簡報會及電廠參觀。我們亦把資訊上載中電網站，

並透過熱線和電郵與股東保持聯絡。

非政府團體
中電與環保團體和其他非政府組織及專業機構保持密切

聯繫。我們舉行簡報會、會議、工作坊和參觀活動， 

以協助業務相關人士更深入地了解我們的業務，同時也

讓我們明白和考慮他們所關注的環境和社會事宜。

與政策有關的業務相關人士
中電與涉及國家及國際政策的相關人士合作，倡議政策。

中電主要通過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進行國際性的

氣候轉變政策倡議活動。我們亦與國家政府緊密聯繫， 

在不同的政策範疇進行討論。政策倡議的詳情請參閱 

我們的《年報》及本精要和網上版《可持續發展報告》。

與報告相關人士
自中電發表《可持續發展報告》以來，相關人士已就報告

的內容和結構提出了寶貴意見。我們在外界團體舉辦的

會議、講座和研討會，以及透過個人接觸，定期與其他

報告撰寫人分享我們撰寫報告的經驗。透過這些分享 

活動，我們得以對每年的報告作出多項改進，精益求精。

我們於 2008 年獲得的意見令人非常鼓舞，歡迎讀者及

業務相關人士繼續惠賜意見。

4      中電集團 2008 可持續發展報告 – 精要

https://www.clponline.com.hk/greenliving/pages/cc-home.aspx?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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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高度重視控制氣體排放。發電業務中排放物的類型和 

數量，乃取決於燃料類別、質素，以及所採用的發電技術。 

因此，我們在選擇燃料及發電技術時，定會審慎考慮這些因素。

為香港取得穩定的天然氣供應
若只靠崖城氣田目前的天然氣供應量，集團將無法達致 2010 年的 

減排目標，因此有迫切需要及時獲得替代氣源。

2008 年 8 月，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就跨境能源供應簽訂諒解備忘錄，為香港獲取天然氣供應提出了三個可能

的氣源：計劃在南中國海開發的新氣田、透過「西氣東輸」二線管道從土庫曼輸入天然氣，以及在深圳興建液化天然

氣接收站。中電目前正與香港特區政府、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及其他內地機構合作，落實所簽署的諒解備忘錄。 

中電於 2009 年初宣布，將與中石油及深圳燃氣合作，在深圳興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作為「西氣東輸」二線管道 

項目東段的一部分。管道輸送的天然氣及液化天然氣，以及南中國海管道的進一步天然氣供應，對中電維持穩定 

供電及達致 2010 年的減排目標，發揮關鍵作用。

能源效益－客戶
雖然能源效益的提高，會在短期內導致售電量減少或增幅放緩，但其節約資源及延遲興建新能源基建所帶來的長遠

利益，足以抵銷短期的不利影響。

自 1999 年起，中電為香港的大型工商客戶進行了超過 700 次能源審核，包括 2008 年進行的 90 次能源審核。

中電亦透過新成立的附屬公司 – 中電節能技術（深圳）有限公司，將能源效益服務擴展至廣東省的港商。澳洲的 

TRUenergy 亦透過其客戶福利計劃，為低收入家庭及困難戶提供有關能源效益的意見。

能源效益－設施
中電要節省能源，最佳途徑是提升旗下發電廠的績效。中電在中國內地防城港的燃煤電廠，採用高效益的超臨界 

蒸汽技術。集團發電組合內的設施定期作出檢討，並實施提升運作效益的改善工程。中電在香港的環保變電站均以

節約能源作為設計主題。

中國廣西省防城港超臨界電廠

空氣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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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

香港

2008 年，中電三間電廠的二氧化硫、氧化氮及粒狀物

的排放量，均低於規管的基本上限。上述三種污染物於

2008 年的總排放量，較 2007 年分別降低大約 30%、

21% 及 16%。這主要是因為龍鼓灘發電廠增加使用天

然氣，以及在青山發電廠進行低氧化氮裝置翻新工程。

中電年內的售電量較 2007 年減少，亦有助降低排放量。

雖然總售電量自 1990 年起增加約 80%，但目前中華電

力的二氧化硫、氧化氮及粒狀物排放量相對 1990 年卻

分別大幅減少 70%、80% 及 79%。

亞太區

中電電廠於 2008 年的排放量大致與上一年相若，而中

國內地安順 2 期電廠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則顯著減少。 

完成煙氣脫硫裝置改善工程後，安順 2 期的二氧化硫 

排放量相對 2007 年減少超過 65%。為了改善表現， 

我們會繼續為中國內地的其他電廠加裝煙氣脫硫裝置，

並在適當的時候開始裝置減少氧化氮的設備。

空氣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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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有大量科學文獻討論空氣污染對健康的影響，但只有三項「自然實驗」研究能提供降低污染物水平對健康 

 有益的表面證據。

 • 在美國猶他州，鋼鐵廠於 1980 年代關閉後，兒童入院數字降低，死亡率亦下降

 • 都柏林於 1990 年 9 月禁止銷售煤炭後，該市因心臟病及肺病而引發的死亡率大幅減少

 • 在香港，政府於 1990 年 7 月 1 日開始管制燃料的含硫量，令小學學童的呼吸系統問題及學童母親投訴 

  子女呼吸系統毛病的個案均有減少，而年齡 46 歲及以上因各種原因死亡的人數亦見下降，每年減少約 

  600 人

 根據分析上述改善措施所得的公眾健康證據，中電可以怎樣協助改善空氣質素，讓香港巿民盡快享有這方面 

 帶來的健康效益？

賀達理教授
香港大學醫學院
社會醫學系講座教授

答: 中電與市民呼吸同樣的空氣，所以一樣關注公共健康問題，也希望改善空氣質素。我們的責任是為香港 

客戶提供可靠供電，同時在運作過程中，處處著眼減少排放量。

 中電在香港的環境表現，有賴使用更清潔的燃料，如天然氣和核能、採用最新的技術及設備，以及提高 

發電效益。我們同時透過能源效益服務，協助客戶節省能源。

 自中電引進核能及天然氣，以及近年青山發電廠使用超低硫煤後，中電發電廠的排放量已大幅減少最多 

80%。儘管同期電力需求上升 80%，但我們仍能克服電力供應的挑戰，並取得良好的減排成績。中電又
為電廠的低氧化氮燃燒器進行改善工程，加上龍鼓灘發電廠增加使用天然氣，使各種氣體在 2008 年的 

排放量較 2007 年進一步降低 16-30%。此外，中電為青山 B 廠加裝先進設備，將大幅降低二氧化硫、 

氧化氮及粒狀物的排放量。中電亦正推行計劃，提高天然氣作為發電燃料的供應量，這將有助進一步降低
日後的排放量。

 中電支持社區採納根據國際認可之健康標準制訂更高的空氣質素指標，並竭盡所能為達致這個目標作出 

貢獻。

 藍凌志 

中華電力 

營運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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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發電廠
低氧化氮燃燒器

大亞灣核電廠

龍鼓灘天然氣
發電廠

天然氣供應減少

確保超低
硫煤的供應

天然氣供應減少

青山發電廠
靜電除塵器

中華電力總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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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鍋爐
        

氧化氮     80% 二氧化硫     70% 粒狀物     79%  I  總電力需求     80%

問: 中電對合營公司山東中華發電 

有限公司的環境表現有何評價？
對其於 2009 年的環境保護工作
有何建議？

張其穩先生
山東中華發電有限公司  

總經理

答: 山東中華發電有限公司是我們在中國內地較早期的
投資之一，對我們在 2008 年的減排努力貢獻良多。
石橫和聊城電廠於 2008 年順利完成加裝煙氣脫硫裝
置，令二氧化硫排放量顯著降低。我們會繼續與這家
合營公司合作，在 2009 年為菏澤電廠啟用煙氣脫硫
設備，並進行其他項目來提升合營公司的環境表現。

 柯愈明
 中國區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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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為客戶提供節能效益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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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面對的挑戰，是在滿足巿場對穩定、低成本能源的合理需求之同時，回應有關全球氣候轉變及其他環境影響的

關注。為達致減排目標，中電摒棄如常運作的模式。下圖概述中電自 1990 年以來從直接法燃燒發電燃料所產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

中電集團由直接法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千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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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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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電

青山

龍鼓灘

竹篙灣

GPEC

和平

安順 2 期

Torrens Island

BLCP雅洛恩

Hallett

註：
防城港於 2008 年（首個報告年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未能驗證，因此不予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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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轉變

答: 可再生能源是中電邁向低碳發電組合最重要的第一步。我們正 

加緊努力，以達致減低碳排放強度的目標。

 發電方面，我們積極拓展核能，並增加採用天然氣來代替煤。
技術方面，我們正進行潔淨煤技術的研究，讓我們可繼續使用
煤來滿足迫切的能源需求，並同時減少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而碳收集及封存肯定是一項對中期及長期來說最重要的技術。 

能源效益方面，中電目前為香港、澳洲，以及近期為中國內地
的客戶提供能源效益服務。透過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 

我們積極在國際層面，以及在集團營運的市場倡議氣候轉變 

政策。

 中電於 2008 年中成立的新業務單位－新能源項目發展部， 

現正積極把握集團內「低碳價值鏈」的商機。

 詳情可瀏覽網上版《可持續發展報告》及集團的《氣候願景 

2050》。

 吳芷茵
 集團環境事務總監

問: 除了供應可再生能源外，中電 

在未來還有甚麼其他紓緩碳排 

放的計劃？

 Maria J. Pereira 女士
 克林頓氣候倡議
 城市總監－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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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新能源項目發展部
中電於 2008 年 6 月新設一個業務單位 – 新能源項目

發展部，專注可再生能源、排放交易，以及低碳技術

及服務方面的商機。中電建立的中電科技研究院，將

繼續發揚集團在技術創新、倡導環保及客戶服務 

方面的優良傳統，並將與新能源項目發展部緊密合作，

對漸趨成熟的科技提供技術支援。

2008 年 12 月，新能源項目發展部與 Atlantis Resources Corporation 簽署諒解備忘錄，在亞太區發展商用潮汐流 

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

可再生能源
截至 2008 年 12 月，按淨權益計算，集團的小型可再生能源發電容量已增至 817 兆瓦，相等於集團總發電容量 

的 6.5%。

2008 年，中電展開在印度的第四個風場項目，並於中國內地發展兩個水電項目和三個風電項目。

集團透過澳洲的 TRUenergy，開發高效能聚焦太陽能光伏發電技術。TRUenergy 亦落實與 Petratherm – 在澳洲及 

海外巿場上具領導地位的地熱技術發展商，合作開發地熱能的策略承諾。

答: 可再生能源項目的可行性，並非全部取決於出售經認證減排抵
免額的收益。部分項目，如一些小型水力發電項目，可能在沒
有經認證減排抵免額的情況下仍然可行。中期至長期來說， 

部分可再生能源技術（例如中國內地的風力渦輪發電機）的成本
將會下降，有機會與傳統發電模式的成本相等。

 然而，在亞洲發展中國家，大部分可再生能源項目為了符合投
資準則，必須依賴經認證減排抵免額所帶來的收入。因此，在
推廣可再生能源投資方面，《京都議定書》的清潔發展機制可繼
續扮演重要角色，但必要條件是訂立長遠而可信的碳價格。為
此，有關方面需要就後京都機制盡早作出決定，並改善清潔發
展機制，從而令經認證減排抵免額的價值具有較大的穩定性及
可預測性，避免大幅波動。

 於過去三個季度，歐盟的 2009 年 12 月排放配額由 2008 年  

7月 1 日的 30.53 歐羅下跌至 2009 年 2 月12 日的 8.20 歐羅 

 （歐盟排放配額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期貨合約，於歐洲氣候 

交易所買賣，並獲大部分碳市場參與者視為主要的碳價格 

指標）。清潔發展機制的重要性在於提供可觀及長期的收入 

來源來支持可再生能源項目，但經認證減排抵免額價格的波動
及下跌，卻會削弱清潔發展機制的作用，並因此令包括中電在
內的項目倡儀者、貸款機構等在進行項目評估時，對經認證 

減排抵免額的收入大打折扣，同時使可再生能源項目的財政 

可行性，更加需要依賴國家政策的支持，例如調整電價、 

稅務優惠、強制購買責任等。

 岳啓堯
 集團總監 ─ 新能源項目發展

問: 鑑於可再生能源項目的可行性
取決於出售經認證減排抵免額
所得收益，而考慮到可再生能
源組合現佔中電的裝機容量超
過 5%，中電對《京都議定書》
於 2012 年到期後，經認證減排
抵免額交易市場的有關風險有
甚麼看法？

 Avinash P. Rao 先生
 CLP Power India

 可再生能源項目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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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發電技術
TRUenergy 的 Iona 天然氣貯存庫正與溫室氣體技術合作

研究中心（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 for Greenhouse 

Gas Technologies，簡稱CO2CRC）合作，研究在由氣田改

造的場址上興建二氧化碳貯存設施。TRUenergy 的 Iona

設施按使用需要注入及貯存天然氣，而上述研究亦使用

Iona 的數據，以研究二氧化碳貯存方面的地質及地底工

程問題。

2008 年 TRUenergy 完成了一個合資進行的示範項目， 

運用嶄新技術來乾化高濕度的維多利亞省褐煤。測試 

結果令人失望，進一步發展該技術的可能性不大。但中

電將繼續尋求機會推動技術發展，以提升煤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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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轉變

問: 面對全球金融危機，中電會否減
少環保能源發展方面的投資？中
電未來的環保能源發展會否受到
影響？

 從左至右：
 李年俊先生
 曾耀宗先生
 張詠詩小姐
 莊主文先生
 張芷琪小姐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2008年「新力量計劃」 

 「新力量大獎」冠軍

答: 中電只在短短數年間便在投資於可再生能源發電業務中取得重大進展。首先，我們於 2007 年底達到於
2010 年前使可再生能源佔集團總發電容量 5% 的目標。我們下一個目標更加進取，希望在 2020 年底前
把零碳排放發電容量的比例提升至 20%。我們在制訂此目標時，已作出摒棄「如常運作」營運方式的堅
定承諾，故絕不會因當前金融危機而放慢在可再生能源及潔淨技術領域的投資步伐。集團主席和首席執
行官在本報告已開章明義，力陳中電不會減少關注業務運作對環境的影響。

 雖然大家應有信心中電將繼續加強投資潔淨能源業務，但中電在這方面的投資步伐和力度，卻須視乎 

亞太區各地政府的政策及支持而定。目前，環保能源在亞洲尚未具商業可行性，故這方面的發展還需要
本地及國際政策及獎勵措施的支持。就此而言，您們的問題是很有見地的，因為在經濟不景時，政府 

往往更加難以摒棄短視的投資方針，也無法從長遠角度出發，作出更有效率、更加明智的能源投資。 

這顯然具挑戰性的問題，但就我們至今所見，我們樂觀認為，大部分國家的政府政策並不會受到當前 

嚴重的環球衰退所影響。事實上，只要看看美國最近宣布的經濟刺激方案，政府對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和
支持，反而有可能因當前的經濟問題而加強。我希望類似情況也會在亞太區國家出現。我們的確需要 

各地政府對發展潔淨能源共同作出長遠承諾，以邁向更穩定、更能持續發展的低碳世界。

羅柏信
集團總監－企業財務及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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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倡議
能源及環保政策，對穩定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及中電低

碳業務的發展至關重要。中電與決策者、政府顧問及業

務相關人士定期進行溝通，力陳制訂新政策的迫切性。

要達至未來的低碳世界，政府務須推行適當的政策和措

施來引進公平競爭。這方面的需要尤其迫切，原因是今

天的投資決策，足以影響未來半世紀的能源發展，並決

定我們能否在 2050 年底前達至所需減排量，以避免氣

候轉變帶來的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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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煙台市的長島風場

問: 中電可以怎樣在技術和財務上
作出進一步貢獻，鼓勵公眾在
本身設施中使用可再生能源？

 林朗秋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
 物業處處長

答: 中電為小型可再生能源系統連接電網提供便利，以盡量減低
對昂貴能源貯存的需要，同時維持對客戶的可靠供電。此
外，中電贊助及支持可再生能源研究（例如製作香港的風力
資源地圖、試驗不同的光伏技術及太陽能熱力泵等），以增
強公眾對應用可再生能源的知識。中電亦協助本地學校及非
政府組織在課程及教育設施中引入可再生能源。

 周騰輝
 中華電力
 市場及客戶服務業務部總監

國際活動

《京都議定書》首階段（2008 至 2012 年）結束後，一項新的國際協議將於 2013 年生效。我們深明，要達到溫室氣體

減排目標，政府必須制訂適當政策給予支持。我們給決策者的信息是：

我們需要明確及穩定的規管架構，對發展低排放發電設施的投資者給予獎勵• 

政策必須考慮減排的成本及利益，發出一個明確的價格訊號• 

除了政策及價格訊號外，還需要提供更充裕的資金來發展及驗證大型低排放技術• 

我們亦須支援低收入人士、現有的化石燃料發電廠及發展中國家過渡至低碳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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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山東省博興生物質能熱電廠

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BCSD）

作為 WBCSD 的成員，中電參加於 2008 年 12 月在波蘭波茲

南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第十四次締約

國會議（COP 14）。在這些活動中，中電與其他成員公司出

席和參與國際政策的論辯，向決策者提供商業上可行的觀點。

中電對 WBCSD 電力行業項目的最新報告《Power to Change: 

A business contribution to a low-carbon electricity future》提出

不少意見。該報告獲得 UNFCCC 行政秘書在波茲南的會議

上一再引述。

中電為參與撰寫此 WBCSD 報告的 

九間成員公司之一

問: 國華是中電在國內最大的合作
夥伴，也是煤供應商神華能
源的附屬公司。雙方未來的
合作，會因中電在《氣候願景
2050》承諾應對氣候轉變挑戰
而有所影響嗎？

 秦定國先生
 北京國華電力有限責任公司
 黨委書記及總經理

答: 中電承諾實現碳排放強度減排目標，並一直十分嚴
格地挑選燃煤發電廠的擴展項目。對於國華進行的
擴建項目，我們估計在工程完成後，由於添置了較
大型和較新的機組，尤其是施工中的綏中電廠所
增加的兩台超臨界機組，中電的整體碳效益將會提
高。這項技術有助提升電廠的燃燒效益，因此可減
少所需的燃料，並降低每度電所產生的空氣污染物
及碳排放。

 柯愈明
 中國區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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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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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TRUenergy 認為地熱等用以發
電的另類可再生能源，對澳洲
的未來能源供應有多重要？

 Terry Kallis 先生 
Petratherm 

常務董事

答: 澳洲需要不同類型的能源發電組合，以確保能源供應穩
定可靠，並將溫室氣體排放降至聯邦政府所訂的目標
水平。多種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尚處於萌芽階段，即使
其中有些於投產後的營運成本估計較低，但開發成本高
昂。因此，這些技術開發需要澳洲政府訂立目標來推
動，例如可再生能源目標。由於澳洲的天然地熱資源豐
富，地熱能源是澳洲未來發電組合的重要一環。然而，
許多開發問題尚待解決，包括如何將地熱能連接到輸電
網。我們與 Petratherm 合作投資 Paralana 項目，可見 

我們對地熱能源業的支持。

 麥禮志
 集團總監－常務董事（澳洲） 

中電發電技術路線：中電達致 

低碳發電組合之主要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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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07 至 2008 年期間，中電贊助由思匯政策研究所及 

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 (SIIA) 進行的亞洲氣候變化政策

研究，包括其出版的氣候轉變著述《氣候變化談判： 

亞洲的角色》。此書於 2008 年 11 月出版，並在波蘭波

茲南舉行的 UNFCCC 第十四次締約國會議上進行宣傳。

澳洲

2008 年，TRUenergy 為政府進行的檢討作出重要的 

貢獻，並以創新思路參與公共政策的論辯。TRUenergy 

曾提供意見的主要政策範疇包括：Garnaut 氣候轉變檢討、 

澳洲政府的碳污染減排計劃文件，以及其他多項政策 

措施。

碳排放量披露計劃
自碳排放量披露計劃（CDP）設立以來，我們一直積極 

回應，而於 2008 年 5 月提交的 CDP6 回應更於 2008 年  

9 月被 ASrIA 評選為亞洲（日本除外）「最全面的回應」。

有關中電在過去及現時就碳排放量披露計劃所發表的 

意見，可瀏覽集團網頁。

https://www.clpgroup.com/SocNEnv/Env/ResCtr/Pages/UseInformation.aspx?lang=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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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電，每個人均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我們相信每宗受傷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在集團設施內

工作的員工，無論是集團直接僱用或受聘於承辦商，均

有權在安全的環境下工作。

安全表現 ─ 承辦商
集團於 2008 年發生了三宗承辦商員工死亡事故，我們

對此深表遺憾。其中一宗事故於 4 月在中國內地的防城

港電廠發生，另外兩宗於 12 月在台灣的和平電廠發生。

防城港電廠

針對防城港潛水作業致命意外的成因，我們已制訂針對

潛水作業的具體措施，並強化承辦商安全管理和風險 

評估：

電廠副廠長（保養）或其代表將被委任為負責人， • 

負責監督和控制有關作業、進行潛水員和設備的品質

檢查，以及批核作業方法和拯救方案

 已修訂及推行潛水作業程序，當中採納了意外調查報• 

告的所有建議

我們深知改善防城港的安全問責及文化的重要性。 

為此，我們：

進行員工意見調查，以評估員工對安全問責的了解，• 

並透過員工溝通會傳達安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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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推行安全工作方案，包括舉行溝通會、改善工作場所• 

管理計劃、對高危工作進行風險及操作研究，以及改

組電廠的安健環隊伍等持續進行的措施

已根據規定的標準加緊對承辦商進行實地檢查、建立• 

承辦商的資格預審機制，並將為承辦商服務訂立正式

框架協議

和平電廠

2008 年 12 月，和平電廠於維修磨煤機期間發生一宗 

嚴重事故，導致兩名承辦商員工喪生。我們現正積極 

調查此意外，調查結果將於下份報告中匯報。

漾洱水電站

2008 年，中國內地漾洱水電站的工地發生交通意外， 

導致一名承辦商員工喪生，事發於中電剛完成收購之時，

故尚未及在工地執行中電的安全標準。今天，我們已將

工地的管理架構重組，換入了勝任的新承辦商，並制訂

了更完善的措施。

對於一些我們在中途加入的已展開項目（例如漾洱水電

站），中電推行安全標準和文化的難度特別大，但我們

正加緊努力處理有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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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2007 2006

僱員工傷事故率

香港（中電香港） 0.19  0.05  0.02

澳洲（TRUenergy） 0.60  0.91  0.56

印度（GPEC） 0  0  0

東南亞＋台灣（BLCP＋和平電廠） 0  0  0

中國內地（懷集、安順 2 期、防城港、博興） 0.44  0  0
 

 每百名僱員的工傷事故。工傷事故包括損失工時事故和限制性工傷事故

於印度 GPEC 進行安健環內部評核審查

集團安全策略
我們採取新的及更積極的部署，在中電集團全面推行 

安全原則和政策。

中電的安全原則和政策

為達致中電零受傷事故的目標，我們制訂了在集團全面

推行的安全原則及政策，並備有相關的標準及指引加以

配合。我們製作了一本名為《中電集團安全為首》的公司

手冊，說明這些安全規定。2008 年發生的嚴重事故， 

凸顯中電必須盡快制訂及推行新的安全政策和程序。 

安全政策和程序是集團安全計劃的一部份，透過以下 

措施實行:

舉辦中電集團行政人員安全領導工作坊• 

在新設施進行安全文化調查• 

發展安全及健康資訊科技平台• 

透過舉辦安全工作坊與主要承辦商建立夥伴關係• 

進行安健環內部評核審查• 

透過訓練、內部評核及分享活動，提升事故調查程序• 

提供主導審核員培訓• 

透過季度安全協進論壇提升安全意識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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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為首

我們將安全和健康置于首位，并堅信任何人 

都不應在中电的工作場所因工受傷。

中电集团安全及健康政策

集团的地區主管對整体安全表現負責，并須承担在集团營運部门的配合下，落实本政策的整体責任。

2008年11月18日

包立賢
集团总裁及首席執行官 李道悟

集团总監 — 營運

中电承諾創造一种關愛式安全文化，力求在所有工作場所实現「零受傷」目標。

我們關心雇員、承包商及社会大众的安全及健康，并承諾：

 1 堅持將安全成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前提和永恒的价值觀。

 2 加强工作場所的安全，創造積极正面的团隊安全環境，使員工可以安全工作，互幫互助，平等、開放、

相互尊重地進行沟通。
 

 3 在工作過程中及進行各种活动時，時刻不忘安全及健康管理，包括采取積极措施消除潜在危害。

 4 在各个營運地点遵循所有适用的安全及職业健康法律及条例的規定。

 5 在集团各階層樹立明确的問責規定及責任制度，强化「安全工作、人人有責」的觀念。管理層必須樹立

典范，并為工作場所的安全事务提供持續及可見的支持。

 6 持續提升管理層、雇員及承包商在安全及危机管理方面的知識、意識、行為及能力。通過与供應商、承

包商及业务伙伴分享和交流知識及经驗，共同提升職业健康及安全表現。

 7 制訂明确的安全措施，设立具挑戰性和可評估的目標和任务，定期考核，以積极的態度持續提升安全 

表現。

 8 确保所有項目計划均能配合和反映中电的政策及原則。

各資產所在地的管理層、雇員及承包商的工作均應符合中电的標准。絕不容許中电員工与承包商依从两套不同 

的標准。

我們在挑選伙伴及承包商時，会考慮其是否明确接受及承諾履行与中电相似的安全標准。在簽署合約后，我們

將落实合約条款，以确保承包商及其分包商履行其對于安全及健康事宜的承諾。

中電集團的安全手冊

安全表現 ─ 僱員
於 2008 年，GPEC、BLCP 及和平電廠均達致零工傷事故

率。TRUenergy 的工傷事故率有所下降，而香港和中國

內地則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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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舉辦中華電力安全研討會 2008，分享寶貴的安全經驗及討論重要的安全課題• 

進行聯合緊急管理小組及危機管理小組演習，讓員工和承辦商學習如何有效地回應緊急情況• 

設立安全資源中心，為承辦商提供有關安全的學習資源• 

舉辦中華電力安健環日 2008，推廣安全、健康及環保意識• 

舉辦行為模式安全觀察，透過觀察和分享活動來推廣安全文化• 

安全獎勵計劃以有系統的方式，記錄及表揚僱員對安全工作的貢獻• 

舉辦承辦商行政總裁論壇，為承辦商的高級管理層建立分享安健環質管理作業方式的平台• 

推行流感疫苗注射計劃，為僱員免費注射流感疫苗• 

中國內地

加強江邊水電站的實地安全檢查、實行最佳實務以改善安全措施不足的情況，並獎勵承辦商的傑出安全表現• 

培訓員工，並為懷集水電站的設備進行全面檢測• 

與懷集縣一所學校舉行「共建安全文明單位」活動，以提倡健康和電力安全意識• 

附屬公司措施
中電在集團內貫徹劃一的高水平安全標準，但亦針對個別地點的情況，制訂不同的健康及安全措施。以下是我們為

個別地點制訂不同措施的例子。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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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嘉達，副主席，進行龍鼓灘發電廠安全巡視

中電員工積極參與安健環日

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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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提升雅洛恩電廠的安健文化，確保組長和經理在安健措施上發揮帶頭作用• 

為雅洛恩煤礦場的員工和承辦商舉辦行政總裁安全高峰會，將安全意識提升到「互相關顧」的境界• 

在 Iona 天然氣貯存庫舉行承辦商安全研討會• 

把 TRUenergy 安健環管理系統的元素納入新收購的 Hallett 電廠的安健環管理系統內• 

培訓新營運團隊熟習所有安全要求，並繼續在 Tallawarra 電廠進行行為模式安全觀察• 

印度

繼續貫徹「安健環三角」概念，要求部門工程師、安健環部門成員及合約主管一起出席及全面參與任何安健環 • 

培訓或工地座談會

於 2008 年舉辦五星級 NOSA 安健環管理制度元素的培訓計劃，並為 150 多名僱員和合約員工提供安全培訓• 

在批出合約前，向承辦商透徹講解安健環指引和要求• 

繼續推行 NOSA 基準評估計劃• 

東南亞及台灣

台灣和平電廠根據中電現行的安全管理規定，對本身• 

的安全管理制度進行了檢討，以與中電集團的安全方

針看齊

泰國 BLCP 電廠擴大了險失事故報告及調查計劃， • 

以提升安全匯報計劃的效益

繼續在和平電廠推行 NOSA 基準評估計劃，以及在 • 

BLCP 推行 OHSAS 18001 認證計劃

TRUenergy 同事配戴合適安全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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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各設施主管人員參與中電集團行政人員安全領導工作坊

中電要求員工配戴全面的安全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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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投資

問: 每年，中電如何挑選贊助的 

機構？公司的年度計劃會否包
括賑災等緊急基金？

 王國清先生
 救世軍港澳軍區社區關係部
 社區關係總監

答: 我們致力履行企業公民責任，繼續將資源投入社區 

健康、環保、青少年及教育工作，以支援社區的發展。

 2008 年，我們透過夥伴合作、贊助及自發性計劃， 

支援超過 300 項計劃及活動，並積極捐助慈善組織。

 我們決心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適時和有效的援助，亦是 

推動我們樂善好施的一股動力。2008 年 2 月及 5 月，
公司推出中國雪災和四川地震的賑災計劃，並為集團 

員工籌得的每分每毫作等額捐款。

 我們的最終目標，是為不同的捐款活動作出適當的 

平衡，讓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士均能受惠。

 劉玉燕
 集團公共事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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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電，關心社群是我們一向的企業價值觀。無論在任何地方營運，我們都視本身為當地社群的一份子，並以服務

大眾為己任。以下是中電於 2008 年舉辦的幾項主要活動。

關心氣候迎未來  
中電透過舉行各種活動，積極推動集團員工實現《氣候願景 2050》中的承諾。集團於 2008 年推出「關心氣候迎未來」

員工運動，鼓勵員工在家中、辦公室及個人方面實踐環保。

「關心氣候迎未來」運動包括「關心氣候心得大召集」比賽，向員工徵求創新的環保意念，而公司內聯網上的「趣味學

習」動畫系列則使員工加深了解集團的氣候策略及如何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實踐環保。「關心氣候心得大召集」共收

到 700 份參賽作品（集團員工的參與率約為 12%），而內聯網上的教育網站則獲得 3,000 多名員工瀏覽。

 「齊植樹　愛地球」是於亞太區各營運地點廣植一百萬棵樹木的五年植樹活動

 左起：在印度種植樹苗；在泰國舉行紅樹林幼苗種植活動；在香港進行樹木審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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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實現 2008 年的目標，在不同地區植樹超過 250,000 棵，並在首年保持良好的樹木存活率：

在香港，中電在屯門虎地一處受山火破壞的郊野地區種植 60,000 棵樹木，令林地再生，回復原貌• 

在供應香港七成淡水的東江附近的龍川縣，中電植樹 110,000 棵，以保護當地環境和保持水質• 

我們在四川九龍縣的山坡種植 56,000 棵樹木，冀能減少水土流失，從而減低當地村莊受到山泥傾瀉的威脅• 

在印度古加拉特邦，中電與一所地方學校合作，在學校附近植樹 3,000 棵，鼓勵年青一代更加關心大自然和環境• 

在泰國卡儂，我們於沼澤區種植 24,500 棵紅樹林幼苗。樹苗成長後，會成為當地水中生物的自然棲息地，最終• 

為當地社區帶來更大的環境和經濟價值，對漁民尤其有利

亞太區植樹計劃 
2008 年，  我們宣佈計劃於五年內在集團營運地區遍植 

一百萬棵樹木。為配合這項承諾，我們推出一連串的護

理和保育計劃，確保樹木不只茁壯成長，並令其生長所

在地的生態、社會和經濟發展受惠。這項植樹計劃還有

助我們實現《氣候願景 2050》，並藉此加強與社會大眾

的溝通聯繫，讓他們有機會親身接觸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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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在推行亞太區五年植樹計劃
時，中電採取了甚麼措施來確
保樹木高度的存活率？

 蘇國賢先生
 長春社
 保育經理

答: 我們透過完善規劃，按計劃植樹及確保樹木高度的存活率。
我們已與香港、廣東、四川、印度及泰國各地的政府農林 

部門展開規劃，以確立植樹目標及植樹對當地生態及社會 

環境作出的貢獻。

 我們挑選對周圍環境適應能力較強的樹苗。在種下樹苗前，
我們會檢查樹苗的品質，並在合適的季節種植。種下樹苗
後，我們展開審核工作，檢查樹木的生長情況和存活率， 

並收集當地人民的意見。

 我們亦得到當地政府農林部門提供專業支援，讓參加者有 

機會加深了解樹木生長的知識，以及植樹對當地社會及經濟
環境的影響。

 這項植樹計劃推動政府與社區人士一起吸收及分享植樹 

經驗。我們在制訂植樹計劃時亦充分考慮各地的文化及價值
觀，並因應地方社區的需要推行有關計劃。

 李凌君
 集團公共事務經理

 

                      



20      中電集團2008可持續發展報告 – 精要

帶回自己所屬學校，通過自行創作的各種活動，包括 

問答比賽、遊戲和展覽，與同學分享知識。今年的冠軍

隊伍是鳳溪廖萬石堂中學。他們提議於 2050 年底前在

家用能源方面做到自給自足，並憑著一個集合了開源和

節能的創新家居模型，脫穎而出。為表獎勵，得獎隊伍

獲安排參加為期三天的行程，前往廣西省北部灣參觀 

中電的防城港超臨界發電廠。我們正打算將計劃擴展至

亞太地區。

 「中電新力量計劃」透過暑期活動，讓青少年加深認識電力行業與可持續 

  發展的相互關係。在過去 10 年，共有約 1,000 名來自 90 多間中學的學生 

  參加這計劃。

『腦』有所為大行動 
「健康滿載‧耆樂融融」是中電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辦

的活動，以幫助香港經濟上有困難的長者。2008 年， 

我們為大約 20,000 名長者舉辦超過 160 項宣傳推廣 

活動，並於 2007 年 9 月至 2008 年 3 月為 5,300 多名經

濟上有困難的長者籌得逾一百萬港元善款，當中包括中

電的等額捐款，以及公眾捐贈的逾 600,000 港元，讓他

們接受認知障礙檢測和記憶訓練，以遏止痴呆症的出現。

60 名中電員工受訓成為「記憶訓練大使」，協助社工和

職業治療師為長者進行記憶訓練。大約 70% 懷疑有早

期認知障礙的長者，在完成記憶訓練後情況有所改善。

中電在 2009 年將繼續舉辦這項計劃。

中電新力量計劃 
我們的重點教育項目「中電新力量計劃」在 2008 年慶祝

第十週年，是屆共 50 名來自10 間中學的優秀學生參加 

這個由中電與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合辦的活動。中電更

安排了 20 位年輕工程師作為導師，向學員提供為期 

六個星期的密集式培訓和學習活動，讓學員對能源效益、

可持續發展和氣候轉變有所啟悟。他們將學到的知識 

社區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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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中電為學童及青少年舉辦甚麼
外展計劃？

 麥蓮西女士
 香港青年藝術協會
 創辦人及藝術總監

答: 一直以來，中電與本地及國際學校的教職員以及香港的學術機構 

合作，透過分享環保知識和經驗，支持他們制訂有關可持續發展和
環保的課程及活動。

 我們的高層人員經常在各機構、學校及青少年會議上發表演說， 

題目涵蓋能源、環境、氣候轉變、可再生能源、燃料採購，以及 

環境管理等。

 此外，中電一些參觀項目已成為深受學生歡迎的課外活動。例如中
電在香港的旗艦教育設施「電力世界」專門介紹香港的發電業務和
節能方案，啓用八年來已吸引 150,000 多名訪客參觀。

 去年，我們更推出一個全新的網上環保教育互動平台－「智電 

學堂」，讓學生及市民可以學習更多有關可持續發展及氣候轉變 

的知識。

 透過這些外展活動，師生們對電力行業有了更多的認識，並知道 

電力行業對推動可持續發展所應盡的責任。

 劉玉燕
 集團公共事務總監

https://www.clpgroup.com/pow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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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泰國

$

澳洲

$

廣東

中國 $

香港

$

$

$

令環境更加清新翠綠
關愛環境

促進知識分享
教育活動

建立健康社區
社區健康

建立一個關懷愛護、和諧共融的社會
義工服務

支援各種社區活動
贊助捐贈

有關這些活動的詳細報告，請瀏覽網上版《可持續發展報告》。
SR

除了在本報告中列出的主要計劃外，我們在各營運地點的同事亦不遺餘力，透過下圖所顯示的各種活動促進社區的

健康發展。

在澳洲，第四屆 TRUenergy  

雅洛恩慈善跑為 Gippsland 癌

病中心籌得 43,000 澳元善款，

使計劃自 2004 年推出以來的

善款總額接近 145,000 澳元。

這項活動吸引了 650 名當地巿

民參與。 $  

在香港，中電義工自發進行 

多項社區服務，包括為大澳 

居民重鋪毀於超級颱風的 

電線。中電更推出「行善倍添

福」計劃，員工每為香港註冊

的社區及服務團體完成一小時 

義工服務，中電便捐出 

20 港元，以示支持。  

在印度，GPEC 致力透過一 

系列社區服務幫助輟學少年及

清貧學生。GPEC 響應古加拉

特邦政府推行的「註冊入學 

運動」，向所有新入學的學生

贈送書包及文具。

推廣文化與藝術活動是中電贊

助捐贈工作的其中一個重要範

疇。中電於五年前開始獨家贊

助香港小交響樂團的「中電經

典樂逍遙音樂會」，向學童及

家長推廣古典音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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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lpgroup.com/SocNEnv/SER/Pages/default.aspx?lang=tc








中電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採用了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RI) G3 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中建議採用的元素及指標。 

GRI G3 指南是一個國際可持續發展匯報架構。我們從中選擇了下列的重要指標，讓讀者一覽我們的表現數據。於匯

報範圍內每個設施的表現數據均經獨立驗證，並載於網上版《可持續發展報告》。我們的網上版《可持續發展報告》，

涵蓋 GRI A+ 評級的內容。

相關的中電刊物

鄭聲謙 
集團環境事務經理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147號

傳真: (852) 2678 8453

電郵: SRfeedback@clp.com.hk

如何聯絡我們?

歡迎您對我們的報告及表現發表意見。您可以使用網上意見表、 

本報告隨附的讀者意見表，或選擇以自己喜歡的形式遞交意見。

本報告及相關刊物的電子版本，均可於 www.clpgroup.com 下載。 

我們鼓勵大家盡量選擇電子版本，以節約用紙。如欲索取本報告或 

相關刊物之印刷本，請透過電郵、傳真或郵遞以書面通知鄭聲謙。 

中電承諾為每名選擇以電子方式收取公司通訊的股東，以及為收到

每個有關可持續發展報告的意見，向一家慈善機構捐出 60 港元。 

我們在 2008 年合共捐出 191,000 港元予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

(HKASLD) 。中電的善款用以資助 HKASLD 舉辦的「學也融融」計劃，

為學習障礙兒童提供愉快的學習環境，以改善他們的視覺、聽覺、 

運動協調及記憶能力。

核實及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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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核實及驗證
集團《可持續發展報告》的核實及驗證過程涉及多個層面的工作，所有量化數據及非數據性資料均由獨立機構驗證。

量化數據方面，經驗證的資料包括集團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可再生能源及零碳排放發電容量佔集團發電組合的百分比。

經獨立驗證的表現數據刊載於網上版《可持續發展報告》。我們備有每項驗證聲明書的副本，可供來函索取。本報告

內的非數據性資料亦由獨立機構驗證，驗證聲明書如下。

註:

(1)   包括用於雅洛恩電廠的輔助燃油。2007 數據經修正以包括用於雅洛恩電
廠的輔助燃油 。

(2)  數據經更新，以反映一致的香港天然氣消耗量數據計算和報告方法 。

(3) 不包括 Hallett 電廠使用的蒸餾燃料油。

(4) 「按淨權益計算」包括所有佔多數權益及佔少數權益的設施 。

經濟表現
EC1 總收入 54,297  50,789  45,702 百萬港元
  香港電力業務 30,191  29,684  29,293 百萬港元
  香港以外能源業務 23,822  20,879  16,143 百萬港元
  其他 284  226  266 百萬港元
 總盈利 10,423  10,608  9,900 百萬港元
 總資產，包括租賃資產（於12月31日） 132,831  136,277  131,091 百萬港元
 股東資金（於12月31日） 63,017  63,901  55,838 百萬港元
 每股股息 2.48  2.48  2.41 港元
 資本回報 16.4  17.7  18.6 %

環境表現
EN3 煤消耗量（用於發電）（1） 475,383  447,163 (1) 411,061 兆兆焦耳
 天然氣消耗量（用於發電） 105,821  93,763 (2) 143,094 兆兆焦耳
 燃油消耗量（用於發電） 6,518 (3) 908  1,385 兆兆焦耳

EN6 發電組合中可再生能源所佔的發電容量（按淨權益計算） （4）（5） 6.5  >5  2.6 %
 可再生能源發電容量（按淨權益計算） （4）（5） 817  582  286 兆瓦
 發電組合中所有可再生能源所佔的發電容量（按淨權益計算）（4） 8.4  -  - %
 所有可再生能源發電容量（按淨權益計算） （4） 1,066  -  - 兆瓦

EN8 來自發電廠的補給水用量 （6） 36.99  35.16  40.77 兆立方米

EN16 二氧化碳排放量 (CO2)（由直接法燃燒產生）
 （6）（7） 47,276 (8) 37,505  45,215 千公噸

EN20 氧化氮排放量 (NOx) 53.3 (8) 63.6  53.5 千公噸
 二氧化硫排放量 (SO2) 78.0 (8) 140.5  117.7 千公噸
 粒狀物排放量 8.2 (8) 7.8  7.9 千公噸

EN21 總排水量（來自發電廠） 17.35  17.33 (9) 17.08 兆立方米

社會表現
LA1 僱員總數 5,717  5,695  6,087 人數
  香港 4,165  4,238  4,212 人數
  中國內地 525  420  383 人數
  澳洲 856  890  1,260 人數
  印度 143  119  116 人數
   其他地方 28  28  116 人數
 兼職員工及實習生總數 117  142  198 人數

LA7 死亡（只指僱員）（6） 0  0  0 人數
 總工傷損失日數（只指僱員）（6） 109  39   5 日數

LA10 每名僱員培訓 5.9  6.5  5.0 平均工作天

LA12 接受定期績效及職業發展檢討的僱員 100  100  100 %

SO2 因貪污而被定罪的個案 0  0  0 宗

SO8 違反紀律守則的個案 8  9  8 宗

         年份 年份 年份  
GRI 參考 表現指標 2008 2007 2006 單位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主要表現數據

本報告核實及驗證

(5)  不包括發電容量大於 100 兆瓦的水力發電廠 。

(6)  由於未經獨立驗證，故 2007 年的數據不包括 BLCP 及懷集，而 2008 年
的數據並不包括懷集在內 。

(7) 雅洛恩及 Hallett 電廠的數據為二氧化碳當量。

(8) 由於防城港的數據未能驗證，因此不包括在內。 

(9)  數據經修正以包括安順 2 期電廠廢水排放量。 

中電發電技術路線

TRUenergy《2007 社會及環境報告》 

www.truenergy.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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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集團的價值觀架構

 《氣候願景 2050》

中電氣候轉變宣言

中電控股《2008 年報》

中電集團 

網上版 《2008 可持續發展報告》 

www.clpgroup.com/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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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採用了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RI) G3 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中建議採用的元素及指標。 

GRI G3 指南是一個國際可持續發展匯報架構。我們從中選擇了下列的重要指標，讓讀者一覽我們的表現數據。於匯

報範圍內每個設施的表現數據均經獨立驗證，並載於網上版《可持續發展報告》。我們的網上版《可持續發展報告》，

涵蓋 GRI A+ 評級的內容。

相關的中電刊物

鄭聲謙 
集團環境事務經理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147號

傳真: (852) 2678 8453

電郵: SRfeedback@clp.com.hk

如何聯絡我們?

歡迎您對我們的報告及表現發表意見。您可以使用網上意見表、 

本報告隨附的讀者意見表，或選擇以自己喜歡的形式遞交意見。

本報告及相關刊物的電子版本，均可於 www.clpgroup.com 下載。 

我們鼓勵大家盡量選擇電子版本，以節約用紙。如欲索取本報告或 

相關刊物之印刷本，請透過電郵、傳真或郵遞以書面通知鄭聲謙。 

中電承諾為每名選擇以電子方式收取公司通訊的股東，以及為收到

每個有關可持續發展報告的意見，向一家慈善機構捐出 60 港元。 

我們在 2008 年合共捐出 191,000 港元予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

(HKASLD) 。中電的善款用以資助 HKASLD 舉辦的「學也融融」計劃，

為學習障礙兒童提供愉快的學習環境，以改善他們的視覺、聽覺、 

運動協調及記憶能力。

核實及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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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核實及驗證
集團《可持續發展報告》的核實及驗證過程涉及多個層面的工作，所有量化數據及非數據性資料均由獨立機構驗證。

量化數據方面，經驗證的資料包括集團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可再生能源及零碳排放發電容量佔集團發電組合的百分比。

經獨立驗證的表現數據刊載於網上版《可持續發展報告》。我們備有每項驗證聲明書的副本，可供來函索取。本報告

內的非數據性資料亦由獨立機構驗證，驗證聲明書如下。

註:

(1)   包括用於雅洛恩電廠的輔助燃油。2007 數據經修正以包括用於雅洛恩電
廠的輔助燃油 。

(2)  數據經更新，以反映一致的香港天然氣消耗量數據計算和報告方法 。

(3) 不包括 Hallett 電廠使用的蒸餾燃料油。

(4) 「按淨權益計算」包括所有佔多數權益及佔少數權益的設施 。

經濟表現
EC1 總收入 54,297  50,789  45,702 百萬港元
  香港電力業務 30,191  29,684  29,293 百萬港元
  香港以外能源業務 23,822  20,879  16,143 百萬港元
  其他 284  226  266 百萬港元
 總盈利 10,423  10,608  9,900 百萬港元
 總資產，包括租賃資產（於12月31日） 132,831  136,277  131,091 百萬港元
 股東資金（於12月31日） 63,017  63,901  55,838 百萬港元
 每股股息 2.48  2.48  2.41 港元
 資本回報 16.4  17.7  18.6 %

環境表現
EN3 煤消耗量（用於發電）（1） 475,383  447,163 (1) 411,061 兆兆焦耳
 天然氣消耗量（用於發電） 105,821  93,763 (2) 143,094 兆兆焦耳
 燃油消耗量（用於發電） 6,518 (3) 908  1,385 兆兆焦耳

EN6 發電組合中可再生能源所佔的發電容量（按淨權益計算） （4）（5） 6.5  >5  2.6 %
 可再生能源發電容量（按淨權益計算） （4）（5） 817  582  286 兆瓦
 發電組合中所有可再生能源所佔的發電容量（按淨權益計算）（4） 8.4  -  - %
 所有可再生能源發電容量（按淨權益計算） （4） 1,066  -  - 兆瓦

EN8 來自發電廠的補給水用量 （6） 36.99  35.16  40.77 兆立方米

EN16 二氧化碳排放量 (CO2)（由直接法燃燒產生）
 （6）（7） 47,276 (8) 37,505  45,215 千公噸

EN20 氧化氮排放量 (NOx) 53.3 (8) 63.6  53.5 千公噸
 二氧化硫排放量 (SO2) 78.0 (8) 140.5  117.7 千公噸
 粒狀物排放量 8.2 (8) 7.8  7.9 千公噸

EN21 總排水量（來自發電廠） 17.35  17.33 (9) 17.08 兆立方米

社會表現
LA1 僱員總數 5,717  5,695  6,087 人數
  香港 4,165  4,238  4,212 人數
  中國內地 525  420  383 人數
  澳洲 856  890  1,260 人數
  印度 143  119  116 人數
   其他地方 28  28  116 人數
 兼職員工及實習生總數 117  142  198 人數

LA7 死亡（只指僱員）（6） 0  0  0 人數
 總工傷損失日數（只指僱員）（6） 109  39   5 日數

LA10 每名僱員培訓 5.9  6.5  5.0 平均工作天

LA12 接受定期績效及職業發展檢討的僱員 100  100  100 %

SO2 因貪污而被定罪的個案 0  0  0 宗

SO8 違反紀律守則的個案 8  9  8 宗

         年份 年份 年份  
GRI 參考 表現指標 2008 2007 2006 單位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主要表現數據

本報告核實及驗證

(5)  不包括發電容量大於 100 兆瓦的水力發電廠 。

(6)  由於未經獨立驗證，故 2007 年的數據不包括 BLCP 及懷集，而 2008 年
的數據並不包括懷集在內 。

(7) 雅洛恩及 Hallett 電廠的數據為二氧化碳當量。

(8) 由於防城港的數據未能驗證，因此不包括在內。 

(9)  數據經修正以包括安順 2 期電廠廢水排放量。 

中電發電技術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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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採用了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RI) G3 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中建議採用的元素及指標。 

GRI G3 指南是一個國際可持續發展匯報架構。我們從中選擇了下列的重要指標，讓讀者一覽我們的表現數據。於匯

報範圍內每個設施的表現數據均經獨立驗證，並載於網上版《可持續發展報告》。我們的網上版《可持續發展報告》，

涵蓋 GRI A+ 評級的內容。

相關的中電刊物

鄭聲謙 
集團環境事務經理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147號

傳真: (852) 2678 8453

電郵: SRfeedback@clp.com.hk

如何聯絡我們?

歡迎您對我們的報告及表現發表意見。您可以使用網上意見表、 

本報告隨附的讀者意見表，或選擇以自己喜歡的形式遞交意見。

本報告及相關刊物的電子版本，均可於 www.clpgroup.com 下載。 

我們鼓勵大家盡量選擇電子版本，以節約用紙。如欲索取本報告或 

相關刊物之印刷本，請透過電郵、傳真或郵遞以書面通知鄭聲謙。 

中電承諾為每名選擇以電子方式收取公司通訊的股東，以及為收到

每個有關可持續發展報告的意見，向一家慈善機構捐出 60 港元。 

我們在 2008 年合共捐出 191,000 港元予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

(HKASLD) 。中電的善款用以資助 HKASLD 舉辦的「學也融融」計劃，

為學習障礙兒童提供愉快的學習環境，以改善他們的視覺、聽覺、 

運動協調及記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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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核實及驗證
集團《可持續發展報告》的核實及驗證過程涉及多個層面的工作，所有量化數據及非數據性資料均由獨立機構驗證。

量化數據方面，經驗證的資料包括集團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可再生能源及零碳排放發電容量佔集團發電組合的百分比。

經獨立驗證的表現數據刊載於網上版《可持續發展報告》。我們備有每項驗證聲明書的副本，可供來函索取。本報告

內的非數據性資料亦由獨立機構驗證，驗證聲明書如下。

註:

(1)   包括用於雅洛恩電廠的輔助燃油。2007 數據經修正以包括用於雅洛恩電
廠的輔助燃油 。

(2)  數據經更新，以反映一致的香港天然氣消耗量數據計算和報告方法 。

(3) 不包括 Hallett 電廠使用的蒸餾燃料油。

(4) 「按淨權益計算」包括所有佔多數權益及佔少數權益的設施 。

經濟表現
EC1 總收入 54,297  50,789  45,702 百萬港元
  香港電力業務 30,191  29,684  29,293 百萬港元
  香港以外能源業務 23,822  20,879  16,143 百萬港元
  其他 284  226  266 百萬港元
 總盈利 10,423  10,608  9,900 百萬港元
 總資產，包括租賃資產（於12月31日） 132,831  136,277  131,091 百萬港元
 股東資金（於12月31日） 63,017  63,901  55,838 百萬港元
 每股股息 2.48  2.48  2.41 港元
 資本回報 16.4  17.7  18.6 %

環境表現
EN3 煤消耗量（用於發電）（1） 475,383  447,163 (1) 411,061 兆兆焦耳
 天然氣消耗量（用於發電） 105,821  93,763 (2) 143,094 兆兆焦耳
 燃油消耗量（用於發電） 6,518 (3) 908  1,385 兆兆焦耳

EN6 發電組合中可再生能源所佔的發電容量（按淨權益計算） （4）（5） 6.5  >5  2.6 %
 可再生能源發電容量（按淨權益計算） （4）（5） 817  582  286 兆瓦
 發電組合中所有可再生能源所佔的發電容量（按淨權益計算）（4） 8.4  -  - %
 所有可再生能源發電容量（按淨權益計算） （4） 1,066  -  - 兆瓦

EN8 來自發電廠的補給水用量 （6） 36.99  35.16  40.77 兆立方米

EN16 二氧化碳排放量 (CO2)（由直接法燃燒產生）
 （6）（7） 47,276 (8) 37,505  45,215 千公噸

EN20 氧化氮排放量 (NOx) 53.3 (8) 63.6  53.5 千公噸
 二氧化硫排放量 (SO2) 78.0 (8) 140.5  117.7 千公噸
 粒狀物排放量 8.2 (8) 7.8  7.9 千公噸

EN21 總排水量（來自發電廠） 17.35  17.33 (9) 17.08 兆立方米

社會表現
LA1 僱員總數 5,717  5,695  6,087 人數
  香港 4,165  4,238  4,212 人數
  中國內地 525  420  383 人數
  澳洲 856  890  1,260 人數
  印度 143  119  116 人數
   其他地方 28  28  116 人數
 兼職員工及實習生總數 117  142  198 人數

LA7 死亡（只指僱員）（6） 0  0  0 人數
 總工傷損失日數（只指僱員）（6） 109  39   5 日數

LA10 每名僱員培訓 5.9  6.5  5.0 平均工作天

LA12 接受定期績效及職業發展檢討的僱員 100  100  100 %

SO2 因貪污而被定罪的個案 0  0  0 宗

SO8 違反紀律守則的個案 8  9  8 宗

         年份 年份 年份  
GRI 參考 表現指標 2008 2007 2006 單位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主要表現數據

本報告核實及驗證

(5)  不包括發電容量大於 100 兆瓦的水力發電廠 。

(6)  由於未經獨立驗證，故 2007 年的數據不包括 BLCP 及懷集，而 2008 年
的數據並不包括懷集在內 。

(7) 雅洛恩及 Hallett 電廠的數據為二氧化碳當量。

(8) 由於防城港的數據未能驗證，因此不包括在內。 

(9)  數據經修正以包括安順 2 期電廠廢水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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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乳癌基金會是香港一間專注乳癌教育、支援和倡議的註冊
慈善機構。香港乳癌基金會的「低收入婦女免費乳房X光造影檢查
援助計劃」，旨在將適時、優質的檢查和診斷服務，以及相關的
乳房護理知識帶給低收入婦女。該計劃將使約 4 0 0 名年齡介乎
4 0 至 5 0 歲的低收入婦女受惠。

FRONT BACK

電話 : (852) 2525 6033      傳真 : (852) 2525 6233       www.hkbcf.org

SR

讀者意見

您的寶貴意見對我們提升可持續發展表現和改善日後報告的內容有很大幫助。請將填妥
之表格以傳真或郵遞賜覆。您亦可以利用中電網站 w w w . c l p g r o u p . c o m / s u s t a i n a b i l i t y

的電子表格回應。

每收到一位人士的回應，中電會向香港乳癌基金會捐出港幣 6 0 元，最高捐款額為港幣
1 0 0 , 0 0 0 元。此外，我們在《2 0 0 8 年報》中亦承諾為每位支持環保，選擇以網上版代
替印刷版報告的股東，向這協會捐贈港幣 6 0 元。
         

1 .  您認為我們的：   

 報告質素  非常好  好  一般  欠佳     

 表現  非常好  好  一般  欠佳   
                   
2 .  如果選擇「非常好」或「好」，我們做得最好的是什麼？（您可以選擇超過一個答案）

 報告質素  簡明度  版面設計及編排  可讀性  可信性
 其他 :

 表現  空氣質素  氣候轉變  社區投資  安全
 其他 :

3 .  如果選擇「一般」或「欠佳」，我們最需要改進的是什麼？（您可以選擇超過一個答案）   

 報告質素  簡明度  版面設計及編排  可讀性  可信性
 其他 :

 表現  空氣質素  氣候轉變  社區投資  安全
 其他 :

4 .  您認為我們內容的：
 深度  適當   太詳細   太簡短

 廣度  適當 太廣泛   太狹窄  

5 .  其他意見／建議

請將意見交回：
鄭聲謙
集團環境事務經理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1 4 7號

傳真： (852) 2678 8453

電郵：SRfeedback@clp.com.hk

我們會綜合所有收到的意見，連同我們的回應，於 2 0 0 9 年
9 月上載於網上版《可持續發展報告》中，回覆曾經賜予意見
的讀者。

姓名 :

電郵 :

通訊地址 :

A R

https://www.clpgroup.com/SocNEnv/SER/Pages/default.aspx?lang=tc
https://www.clpgroup.com/clp/tc/feedback/serpt08/survey.aspx
https://www.clpgroup.com/SocNEnv/SER/Pages/default.aspx?lang=tc
https://www.clpgroup.com/Abt/Res/Pub/ARnSER/Pages/FinancialReport2008.aspx?lang=tc
mailto:SRfeedback@cl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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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乳癌基金會是香港一間專注乳癌教育、支援和倡議的註冊
慈善機構。香港乳癌基金會的「低收入婦女免費乳房X光造影檢查
援助計劃」，旨在將適時、優質的檢查和診斷服務，以及相關的
乳房護理知識帶給低收入婦女。該計劃將使約 4 0 0 名年齡介乎
4 0 至 5 0 歲的低收入婦女受惠。

FRONT BACK

電話 : (852) 2525 6033      傳真 : (852) 2525 6233       www.hkbcf.org

SR

讀者意見

您的寶貴意見對我們提升可持續發展表現和改善日後報告的內容有很大幫助。請將填妥
之表格以傳真或郵遞賜覆。您亦可以利用中電網站 w w w . c l p g r o u p . c o m / s u s t a i n a b i l i t y

的電子表格回應。

每收到一位人士的回應，中電會向香港乳癌基金會捐出港幣 6 0 元，最高捐款額為港幣
1 0 0 , 0 0 0 元。此外，我們在《2 0 0 8 年報》中亦承諾為每位支持環保，選擇以網上版代
替印刷版報告的股東，向這協會捐贈港幣 6 0 元。
         

1 .  您認為我們的：   

 報告質素  非常好  好  一般  欠佳     

 表現  非常好  好  一般  欠佳   
                   
2 .  如果選擇「非常好」或「好」，我們做得最好的是什麼？（您可以選擇超過一個答案）

 報告質素  簡明度  版面設計及編排  可讀性  可信性
 其他 :

 表現  空氣質素  氣候轉變  社區投資  安全
 其他 :

3 .  如果選擇「一般」或「欠佳」，我們最需要改進的是什麼？（您可以選擇超過一個答案）   

 報告質素  簡明度  版面設計及編排  可讀性  可信性
 其他 :

 表現  空氣質素  氣候轉變  社區投資  安全
 其他 :

4 .  您認為我們內容的：
 深度  適當   太詳細   太簡短

 廣度  適當 太廣泛   太狹窄  

5 .  其他意見／建議

請將意見交回：
鄭聲謙
集團環境事務經理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1 4 7號

傳真： (852) 2678 8453

電郵：SRfeedback@clp.com.hk

我們會綜合所有收到的意見，連同我們的回應，於 2 0 0 9 年
9 月上載於網上版《可持續發展報告》中，回覆曾經賜予意見
的讀者。

姓名 :

電郵 :

通訊地址 :

A R

http://www.hkbcf.org/index.php?la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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