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
為建立可持續發展業務，中電以整體策略管理資本，包括集團
最關鍵的資源及關係網絡，為持份者創優增值及充份發揮協同
效應。

連繫

創優增值

財務資本
2018年的環球局勢多變，難以預測。年內，金融市
場波動加劇、各國地緣政治相關政策分歧，加上中美
貿易關係緊張，使宏觀經濟環境充滿變數。在此情況
下，缺乏明確、審慎財務政策和措施的公司，其財務
狀況可能受到嚴重負面影響，而優秀企業在對比下卻
能站穩腳步，高下立見。
中電繼續保持警覺以應對市場波動，除了強化資本架
構及提高財政靈活性，更貫徹採取高效的風險管理措
施，以減低集團多元化和持續擴大的業務組合所承受
的風險。

經得起考驗的財務及庫務管治
2018年，金融市場大幅波動，股市於第一季大幅調
整，隨之而來的是利率飆升及新興市場貨幣貶值。

重要的融資活動
為配合業務發展，中電力求安排不同年期、可持續、
多元化及具成本效益的融資，以滿足金額龐大的營運
資金及燃料開支需要，以及為固定資產投資項目作
長期（超過十年）融資。
於2018年首兩季，當利率尚未飆升及市場還未收緊信
貸之時，中電集團的主要公司已適時以優惠條件
完成重要的融資活動，尤其是中華電力和青電在管制
計劃協議下，擴大資本開支而相應增加借貸。
當中包括：
• 於5月和6月，中電控股取得25億港元的銀行貸款

額度
• 於3月，中華電力發行10億港元的15年期定息私人

美國十年期國債孳息率由1月的2.5%升至11月的

配售債券，並為管制計劃業務取得27億港元的銀行

3.2%，三個月期美元倫敦銀行同業拆息由1月的1.7%升

貸款額度

至12月的2.8%，而三個月期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亦在同

• 獲取人民幣11億元（13億港元）
離岸銀行貸款，為集

期由1.3%升至2.4%。調查發現，在受訪的200名財務

團旗下多家公司提供資金，當中人民幣800百萬元已

總監中，有六成表示利率環境轉變對公司盈利構成影

掉期為10億港元，用於管制計劃業務，其利率水平

響，有七成來自美國的財務總監更表示加息已拖累公

低於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司表現。
此外，地區貨幣匯率亦反覆波動。人民幣及印度盧比
兌美元的匯率分別下挫達10%及17%。
儘管中電一直審慎理財，並採取全面的風險管理政
策，但我們絕不會因循自滿。
財務及庫務團隊不僅制定和實施具成本效益及多元化
的融資計劃，亦定期就各項風險進行嚴謹的檢討，藉
此確立所需的緩解措施和相應行動。此外，我們繼續
提升集團庫務管理系統的功能和能力，並優化運作流
程。中電相信這些努力能加強政府、客戶、股東、資
金供應者、公司的業務和非業務夥伴等持份者對我們
的信心。

• 於3月，EnergyAustralia取得500百萬澳元（29億港元）

的銀團擔保額度，同時提早償還了30百萬美元
（235百萬港元）的舊有私人配售債券，並將
300百萬澳元（17億港元）
營運資金貸款額度的到期日
延長三年
• 中電中國為兩個可再生能源項目取得人民幣

450百萬元（512百萬港元）的14年期和15年期項目
貸款額度，用於擴展業務
• 中電印度為旗下可再生能源項目的現有債務進行再

融資，安排了19.5百萬美元（153百萬港元）及
71億盧比（795百萬元）的銀行貨款額度，年期為1年
至18年不等。美元貸款所得款項已掉期為印度盧比，
以緩解外匯風險
為拓展環球債務融資渠道，中華電力及青電均設立中
期票據計劃，分別可發行最高達45億美元及20億美元
的債券。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兩間公司已分別發
行面值總額約265億港元及39億港元的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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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電至關重要的議題

應對氣候變化
能源公司在低碳轉型的過程中，需要投放龐大資
金，而成功的先決條件，是要有強大的融資能力及
有效的風險管理。以下章節闡述集團如何透過財務
策略，為低碳投資提供資金及靈活的財務安排。

推行全方位、強制性風險管理
中電於不同地區及監管制度下經營業務，我們透過嚴謹
及合適的政策，來識別、評估及緩解來自外匯、利率及
交易方的風險，並確保有足夠的監控及合規。
管理層以審慎的態度，密切監察、恆常評估，以及貫徹
執行政策，同時又嚴謹地選擇風險對沖方案，在符合有
效的對沖會計原則下，盡可能達致最佳經濟對沖效果，

為能源轉型成功融資

而又不會對損益表造成不當影響。

為配合集團業務邁向低碳未來，中電控股於2017年7月

這些努力得到應有回報，使中電安然度過外匯及利率市

推出《氣候行動融資框架》
（融資框架），目的是讓我們

場動盪、資金流動性緊絀的局面，幾乎不受任何影響。

的低碳及高能源效益項目有更多元化的融資渠道。青電

我們的政策是以在會計上有效的自然或經濟對沖，處理

於2017年發行500百萬美元（39億港元）的能源轉型債

以人民幣及印度盧比為貨幣單位的項目，並且以較多定

券，為香港龍鼓灘電廠興建新的聯合循環燃氣渦輪機組

息貸款來應付長期資本開支，因此集團能夠維持強勁的

提供資金，這是融資框架推出後的首個項目，並為市場

財務狀況，以及卓越的信用評級。

上首次發行的能源轉型債券。我們正考慮在融資框架下

中電控股的全方位風險管理政策備受肯定，榮獲2018年

為其他項目發行債券，包括新界西堆填沼氣發電項目。

Adam Smith Awards Asia 最佳風險管理方案大獎。

中電優越的融資能力獲得肯定，旗下青電為聯合循

該獎項表揚中電控股在監督執行全方位風險管理的卓越

環燃氣渦輪機組項目安排的57億港元定期貸款額

表現，其中更輔以有效的解決方案，包括採用集團庫務

度，在《財資》雜誌舉辦的2018年Asset Triple A Asia

管理系統。

Infrastructure Awards活動中，榮獲Hong Kong Power
Deal of the Year獎項。該融資項目於2017年由集團自

採用先進庫務科技及保持穩健營運

行安排，包括14億港元的15年期出口信貸貸款額度，

中電不斷求進，包括應用先進科技來提升庫務管治、監

及43億港元的五年期商業貸款額度，而首次發行的

察、管理、合規及匯報水平。我們自2016年5月起採用

500百萬美元能源轉型債券為上述商業貸款的部分額度

雲端集團庫務管理系統，大大加強了監察集團融資及庫

作再融資。

務組合的能力，包括強化對財務狀況的管控、更快速有

載於《可持續發展報告》的2018年《氣候行動融資報告》
，
按融資框架披露相關資料，包括對項目的有效評估、

效地進行評估，以及提升管控的準確度與效率，讓我們
在面對更複雜多變的市場下，能保持高效管理。

對發行債券所得款項的密切監察，以及對環境效益的

在成功推行第一階段集團庫務管理系統後，管理層正著

承諾。

手提升系統功能及擴大處理能力、更快速地了解和回應
市場及規管變化、加強分析及匯報能力，以及提高成本
效益。透過進一步優化系統來鞏固庫務管治、控制、合
規及分析能力，將為集團帶來長遠裨益。

2018年《氣候行動融資報告》載於
《可持續發展報告》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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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債務及信用評級
中電一直致力維持優越的投資級別信用評級。2018年5月及6月，標準普爾及穆迪均確定了中電控股、中華電力及
青電的信用評級，前景為穩定。同年8月，標準普爾確定了EnergyAustralia的信用評級，前景為穩定。
標準普爾

穆迪

中電控股

A╱ 穩定

A2╱穩定

中華電力

A+╱ 穩定

A1╱穩定

青電

AA-╱ 穩定

A1╱穩定

EnergyAustralia

BBB+╱ 穩定

不適用

利好因素

• 受惠於EnergyAustralia及陽江核電

• 財務狀況強健、債務年期管理妥

站的盈利貢獻，預計現金流將會增
加，債務減少
• 管制計劃業務監管制度透明度高，

適時將成本轉嫁給客戶

善，流動資金狀況良好
• 香港規管環境穩定
• 管制計劃業務提供可預測的現金

流，業務風險低

• EnergyAustralia為Mount Piper取得

長期燃料供應，支持穩定營運
利淡因素

• 新管制計劃協議下調准許回報率，

但對中電控股的財務影響温和
• EnergyAustralia面對有關出售Iona

燃氣廠的法律訴訟不明朗因素

有關我們最新的信用評級，
請瀏覽中電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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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規管海外業務使風險增加
• 香港受規管業務的准許回報率下調

集團於2018年12月31日的債務狀況
其他
中電控股

中華電力

青電

附屬公司

中電集團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11,290

37,647

11,957

18,463

79,357

貸款結餘

4,400

28,596

10,040

12,262

55,298

未提取貸款額度

6,890

9,051

1,917

6,201

24,059

可用貸款額度 1

附註：
1 就中期票據計劃，可用貸款額度僅計算2018年12月31日已發行債券的金額。EnergyAustralia的可用貸款額度不包括預留作擔保的額度。

有關中電2018年主要融資活動以及債務

按種類劃分的貸款結餘及按貨幣劃分的

狀況的詳情，請參閱中電控股2018年

債券融資分析，請參閱投資者簡報 —

全年業績分析員簡報第34及35頁。

中電簡介第47頁。

憑藉優越的投資級別信用評級，中電能在定價、年期、類別、市場及貨幣配對等方面，以最具競爭力的條件籌集
資金，從而把握與業務策略相符的投資機會。中電致力維持穩健的資產負債表和財務結構、健康的現金流，及優
越的投資級別信用評級，確保能不受限制地涉足環球資本市場及取得銀行融資，以支持業務營運、維持長遠增
長，及應付不時之需。第74頁的圖表概述中電如何應對高度不明朗的金融市場，及迅速行動把握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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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金融市場動盪不穩，為企業帶來重大挑戰

• 所有主要貨幣兌美元

均告下跌，當中以新興
市場尤甚

• 美元及港元利率上升，

目標及策略
平衡穩健的
財務狀況

• 由於貨幣政策收緊，

達到十年前環球金融
危機爆發以來的最高位

市場資金流動性下降

• 地緣政治環境高度不明朗，
其中包括中美貿易爭議及
英國脫歐事件

措施
• 36,185百萬港元的可動用資金，包括未提取銀行貸款額度及銀行結餘
• 與不同地區的41間金融機構建立長期業務關係（澳洲10%，
中國內地22%，英國和歐洲20%，印度20%，日本9%，
美國7%，其他12%）

• 貸款年期均衡分散（5年以上39%，2至5年22%，1至2年15%，
強健的資本架構

1年內24%）

2018年的
重要成果
適時而具成本效益
的融資
• 淨負債對總資金比
率下降2.3%

• 財務開支淨額減少
172百萬港元

• 多元債務工具及市場（債券56%，定期貸款33%，貨幣市場貸款9%，
出口信貸貸款2%）

• 不同貨幣的債券（美元55%，港元28%，日圓8%，印度盧比5%，
澳元4%）
多元化及靈活性

• 優越的投資級別信用評級
• 債務淨額減少了4,239百萬港元
• 交易風險－中電對沖大部分已承諾和極有可能出現的財務承擔。剩餘

緩解外匯風險

的風險較低，並處於可承受水平

• 折算風險－該風險對損益或現金流沒有影響。中電不會對沖地區股權
投資，但會將資金配對當地貨幣債務
緩解交易方風險

緩解利率風險

可持續的股息增長

• 與信譽優良及具實力的機構交易

• 儘管面對金融市場
的急劇波動，集團
財務狀況並無受到
不當影響

• 截至2018年底，集團的定息債務佔總債務53%（若包括永久資本證券則
為57%）

• 股息－2018：7,630百萬港元；2017：7,352百萬港元
• 管制計劃：8,430百萬港元
• 增長：687百萬港元

持續的資本投資

縝密嚴謹的
風險管理方法

• 維修：1,210百萬港元

專注為股東
創優增值
• 3.8%股息增長
• 股東資金（包含保留
溢利）增加356百萬
港元

• 合營企業、聯營及其他：1,718百萬港元
• 良好的營運表現－21,766百萬港元的自由現金流量
• 資本循環－

強勁的現金流

• 出售中廣核風電投資：958百萬港元
• 引進中電印度的新策略股東：1,433百萬港元

先進科技

• 採用並持續提升雲端集團庫務管理系統

穩健有力的管治
• 庫務活動全面合規
• 榮獲最佳風險管理
方案大獎

適時匯報

有效政策及原則

74

中電控股 2018 年報

• 適時、準確的財務報告及合規檢查

• 全面的政策、原則及指引，並定期檢討

製造資本
一直以來，中電均以營運表現、可用率及效益的最高

於2018年，中電的印度風電資產過渡至新營運模式，

標準，來管理我們在亞太區的不同資產。集團業務持

為能更加掌控電站的維修保養及管理工作，以至健

續表現卓越，為逐步邁向低碳及數碼化未來，奠下穩

康、安全及環境表現，逐步減少聘用承辦商。位於西

固基礎。

部馬哈拉施特拉邦的Khandke風場率先採用此模式，

2018年，集團繼續投資可再生能源業務，引入新技
術及流程，優化資產的表現。我們更為集團各項火電
資產引入創新元素，在提高產能及效益的同時減低排
放。隨著更多風電、太陽能及水電資源併入電網，這

我們亦已計劃在更多風電資產實施新的營運方法，從
而優化表現及產電量。中電目前是印度可再生能源市
場最大的外商之一，我們期望新營運模式將有助當地
業務進一步發展。

些資產對保障各業務市場的供電可靠度極其重要。

提高供電可靠度

為發電組合減碳

隨著澳洲電網併入更多時斷時續的可再生能源，可靠

為降低香港發電業務的碳排放強度，於2018年，我們
繼續推展在龍鼓灘電廠增建一台550兆瓦燃氣發電機組
的工程。新機組預計2020年竣工，機組採用先進的
聯合循環燃氣渦輪技術，運行效率可達約60%，有效減
少燃料消耗及排放。
當新的聯合循環燃氣發電機組投產後，將有助舊有的
燃煤發電機組逐步退役。為配合政府減少碳排放和環

及可調度的基載發電量在當地的能源市場繼續發揮重
要作用。在2018年夏季來臨前，澳洲雅洛恩電廠按計
劃為四台發電機組的其中一台完成維修工程，更換大
部分高壓蒸汽管道，以提升可靠度及安全性。
為進一步優化雅洛恩電廠的表現，我們正試用全新的
數據分析技術，改善對主要發電設備的監控水平，並
及早識別潛在問題，進一步提高供電可靠度。

境污染物的目標，於2020年底前天然氣佔香港發電燃

太陽能及風能日漸普及，正重塑澳洲電力市場的狀

料組合的比例將約為50%。自1990年至今，中電在

況，令電力公司需要優化發電組合，以應對電力供應

香港的排放量下降了逾80%，而同期的電力需求則增長

的波動性。為此，Tallawarra燃氣電廠進行升級工程，

超過80%。香港業務的碳強度亦已從1990年的每度電

藉此縮短機組的啟動時間，加快向電網供電的速度，

0.94千克二氧化碳，降至2018年的每度電0.51千克

以及提高燃料效益及減少排放。

二氧化碳。
中電位於中國東北遼寧省山區的凌源太陽能光伏電站，
已於7月順利投產。這個17兆瓦的新項目竣工後，
進一步擴大了集團在中國內地的可再生能源組合。
印度是集團的主要增長市場之一，位於南部泰倫加納邦
Veltoor地區的100兆瓦太陽能光伏電站，於2018年
第一季全面投產，加強了中電在當地的可再生能源業
務。該電站是中電在印度的首項太陽能發電資產，採
用先進追蹤技術提升營運表現。雖然電站建造時間逾
100萬工時，但期間並無發生任何損失工時的工傷事
故。該電站榮獲國際質量保證公司DNV GL頒發全球首

探索新科技
中電正以新科技及創新元素，提升中國內地及印度可
再生能源資產的表現。2018年，我們繼續研究採用新
的數據分析工具，追蹤兩地多個風場及太陽能光伏電
站的運作情況。集團利用雲端系統傳輸及管理有關數
據，通過分析深入了解電站的營運狀況及潛在問題。
在香港，我們推出「上網電價」計劃，鼓勵更多住宅及
工商客戶使用潔淨能源。為促使日後更多的可再生能
源接駁至電網，我們試用了全新的預測分析軟件，評
估計劃對輸配電網絡負載量的潛在影響。

個光伏電站項目認證，肯定了電站在安全及技術合規
方面的卓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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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在青山電廠測試了全新的數據分析技術，

網絡風險加強警惕，而我們亦必須制訂並遵循清晰的程

追蹤氣流和壓力等運行參數，以優化鍋爐性能。我們又

序，以及全面協調網絡入侵的監控工作。此外，我們亦

為龍鼓灘電廠引入人工智能技術，透過監測設備發出的

需要在防衛及偵測網絡威脅的技術方面投放更多資源。

聲響，來判斷潛在的性能問題，進一步提高電廠的可
靠度。

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
氣候變化帶來了愈來愈多的強烈風暴及極端天氣事件。
為此，我們需要提升營運及增強抵禦能力，保障對客戶
的可靠供電。
9月吹襲香港的颱風「山竹」，威力數十年來最強，中電
在香港的發電、電網及聯網基建設施抵禦了颱風的吹
襲。中電早前已強化了主要電力基建，包括加固400千伏
架空電纜系統，及加強水淹管理措施，對抵禦風暴甚具
成效。儘管如此，部分居住在偏遠地區，由架空電纜供
電的客戶，卻因為塌樹及雜物堵塞道路增加了復電的難

集團定期舉辦工作坊及內部培訓課程，提高員工對網絡
威脅的意識。各業務單位亦加緊招聘網絡保安專家，加
強集團上下對此課題的認知。我們亦進行模擬演練，確
保員工能有效應對網絡攻擊。
集團繼續提升監察的工作，加強業務部門之間的協調，
讓整個機構都更了解相關的風險及活動。我們又簡化流
程，讓資訊科技系統能定期及適時升級，減低受到攻擊
的機會。
此外，我們亦運用新科技，提升系統防衛網絡攻擊的能
力，並偵測可疑的異常情況和更有效地控制潛在的網絡
威脅。為此，集團與從事網絡安全的初創企業緊密合
作，亦同時借助國際間資深科技供應商及網絡安全專家

度，需要經歷較長的停電時間。

的意見。

我們就應對「山竹」的工作進行了檢討，並制定措施，以

提倡策略採購模式

改善日後面對相同情況的準備工作，包括實施全新的樹
木管理計劃，以減低架空電纜系統受到干擾的風險。

對中電至關重要的議題

加強網絡防禦能力
以下章節敍述集團如何在減碳轉型的同時，透過有效
管理營運和採購方案，提高資產效率及可靠度。
此外，本章亦介紹集團如何利用嶄新科技提升表
現，以及加強業務應對網絡安全風險的能力。

致力抵禦網絡安全威脅
因應全球持續面對網絡威脅，中電繼續以集團整體策略
協調及加強網絡保安工作來緩解風險，並盡量減低系統
被潛在黑客入侵的衝擊。鑑於集團業務包含發電及配電
資產等重要基建設施，確保網絡安全尤為重要。
由於網絡攻擊日益複雜及嚴重，有效的網絡保安策略必
須涵蓋三大範疇，包括員工、程序及科技。員工需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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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給持份者創優增值，及達致商業協同效應，集團已
開始採用策略採購方法管理我們的採購活動。
對於煤炭、電力設備、資訊科技及工程服務等重要採購
項目，採購部門及業務單位會緊密合作，為集團制定供
應商及採購策略，就市場及價格走勢提供意見。這種協
作的品類管理模式有助集團向供應商爭取更有利的條
款，及確保他們履行承諾，從而為業務帶來實際裨益。
建基於2017年進行的前期工作，我們繼續制訂《集團採
購標準》，協助我們在各業務單位落實行內最佳的採購
實務及加強相關能力。此外，我們進一步擴大有關標準
的核心部分範疇，包括負責任採購及供應商管理。

加強供應管理
我們已實施適用於整個集團的供應商風險管理程序，以
識別、評估及降低主要供應商的交付風險，輔以每季度
進行管理檢討，相關檢討的原則與集團企業風險管理實
務相符。

我們亦優化了供應商關係管理程序，讓我們能夠持續衡
量策略供應商的交付表現，不斷改進，並在年內不時進
行檢討，確保中電與供應商在營運、業務及執行方面的
工作保持一致。

我們與供應商就《負責任的採購政策聲明》進行合作與
交流，當中涵蓋守法循章、安全的工作環境及條件、商
業操守與道德，以及肩負環保責任等原則。我們致力敦
促供應商加強注意並採用負責任的做法，進一步促進供

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分佈
總計：5,536

6,000

倡導負責任的政策

應鏈的可持續性。
總計：5,721

7
112 69
70

當為項目委聘供應商時，我們會透過問卷調查、投標評
審、實地考察、審計及表現檢討等方法，檢視供應商在
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實務。

1,986

1,941

4,000

7
78
129
84

對於中電的現有供應商，我們亦會定期進行風險評估，
以評定他們在改善負責任採購實務方面的進展。經整體

1,443

1,476

995

1,011

899

950

在ISO可持續採購指南（ISO 20400:2017）發布後，我們

2017

2018

完成檢討中電的負責任採購實務，並與其他行業先驅進

評估及監察機制確認，2018年並無發現與《負責任的採

2,000

購政策聲明》有關的重大風險。

0
香港

印度

中國內地

澳洲

其他
（亞太區）
歐洲

美洲

行基準比較。集團已界定及落實改進措施的路線圖，從

其他

而改善我們的實務，以提高整體供應鏈的可持續性及風
險管理能力。
此外，我們致力保護公司的知識產權和保障資料私隱，

按中電業務地區劃分的策略供應商概覽
策略供應商數目及所佔業務供應商總數的百分比

香港

中國內地

印度

澳洲

25

6

9

22

2%

1%

1%

1%

87%

39%

這反映在我們的採購政策上。集團要求供應商必須遵守
所有與知識產權和資料安全相關的法律和規例。

所佔業務支出的百分比

6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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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電至關重要的議題

善用科技的力量

2025年底前為所有中電客戶安裝智能電錶的措施，對
推動發展數據應用技術和服務至為重要，有助消費者
及機構提高能源效益，也讓更多家居、公共空間及

人工智能、物聯網及大數據等數碼科技，為能源公

工作場所透過數碼技術變得緊密連繫，推動香港

司提供嶄新方法以提升表現及滿足客戶需要。本篇

發展成為智慧城市。

章探討創新科技及新技術如何為集團業務創造新機

為發展智慧城市奠定基礎

遇。

2018年，我們於香港科學園成立「中電創新坊」，為消

數碼化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重塑能源業。中電要成為

費者及企業開拓智慧能源方案。工程師及開發人員會

「新世代的公用事業」，需要在集團百年事業所累積的

為客戶開發創新的服務，包括能源管理、用電量預測

智慧資本及能力基礎上，應用創新科技，探索新的業
務模式。
為了在不斷演變的能源市場中盡握商機，我們繼續投
入資源發展新技能及專長，並在世界各地擴展合作夥

及儲能電池系統運作等。Solarhawk是其中一項由
「中電創新坊」研發的產品，讓用戶可透過流動裝置，
追蹤及監控屋頂太陽能設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系統的
產電量。

伴網絡。集團透過引入創新元素，為業務所在地的

此外，新落成的「智能生活@旺角」旗艦店，提供多種

持份者創優增值。我們又採用數碼技術提供更智能化、

智能家居新產品及服務，包括聲控家電、智能鏡及地

更貼心的能源服務，讓營運更具效益。

暖系統等，為客戶展示嶄新數碼生活選擇。

提升創造力

2018年，中電與香港電訊有限公司合資成立的Smart

過去一年，集團結合數據科學、大數據及人工智能的

港島、九龍和新界的大型屋苑，有助電動車的普及，

強大功能，應對能源業在工程及營運上所面對的複雜
挑戰。我們在香港試用大數據技術的新軟件，來識別
潛在的電纜故障，避免停電。我們又試用了機器學習
軟件，用作推算燃燒不同燃料所產生的排放量，及預
測風速及風力，從而改善應對颱風的準備工作。我們
亦利用數據分析，來協助偵測電錶的異常情況，及進
行短期負荷預測，以便更有效規劃和管理發電及用電
量。儘管大部分的試驗在香港進行，但這些新工具有
不少或適用於其他業務市場。
集團應用科技的能力正不斷提升，加上核心電力業務
表現卓越，意味著我們具備條件，為香港建設數碼化
的能源基建扮演主導角色，以配合政府發展智慧城市
的策略。於2018年推出的「上網電價」計劃，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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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ge
「全線充」，繼續擴展其電動車充電站網絡至
支持香港發展成智慧城市。我們亦正就智慧能源創新
科技，與香港科技園公司及香港機場管理局等機構
加強合作。
香港以外，我們與泰國公私營的企業夥伴深化合作，
為工業園區及智慧城市環境開發新能源技術。在6月，
中電與泰國其中一家規模最大的工業園區發展商Amata
Corporation簽署協議，共同探索應用於工業園區的智
慧能源及微電網技術，發展如大型浮式太陽能光伏系
統等方案。同月，中電與泰國工業邨管理機構及泰國
省際電力公司簽署協議，共同研究工業園區智慧能源
基礎設施的公私營機構合作新模式。

探索大灣區的機遇

發掘初創公司的創新潛力

有見及市場對可再生能源、分佈式能源系統及能源管理

中電透過參與初創加速計劃，與全球多家創新公司合

技術的需求日益殷切，粵港澳大灣區將陸續推出智慧城

作，趕上能源業數碼化的發展步伐。2018年，中電加

市計劃，以推動區內經濟發展及提升環境質素。大灣區

入國際知名初創加速計劃Free Electrons，支持從事數碼

涵蓋香港、澳門及九個包括深圳和廣州的華南城市，旨

能源技術又具備商業發展潛力的初創公司。藉此，中電

在成為全球新能源技術、先進製造業、交通運輸及金融

可早佔先機，接觸到先進數碼能源技術，在業務上進

業的發展重鎮。未來大灣區經濟及科技發展蓬勃，我們

行試驗和應用。另一方面，Free Electrons亦促進中電

與內地夥伴合作，將為集團開創新機遇。

與其他公用事業成員包括美國電力公司、東京電力、

為抓緊大灣區的商機，中電於2018年與啟迪控股旗下

Innogy及新加坡電力集團（SP Group）等交流。

附屬企業成立合營公司，為企業開發智慧能源技術。合

中電又參與由香港工業總會及香港初創企業協會舉辦的

營公司將專注於提供微電網、智能樓宇，以及商用能源

初創企業指導計劃，培育主力發展智能家居、微電網監

管理系統等方案。

控及數據分析的初創企業。我們以計劃的協作者身份，

此外，我們與廣東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締結策略夥伴關
係，共同開發智慧能源及智慧城市技術，進一步增強集
團在大灣區的發展計劃。廣東省能源集團前稱廣東省粵

為初創企業提供指導及合作機會，並助他們與潛在客戶
建立聯繫。中電亦贊助由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籌辦的
香港初創加速計劃JUMPSTARTER。

電集團，是省內規模最大的電力集團，資產多元化，包
括傳統及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

與啟迪控股的合作將有助中電抓緊大灣區能源轉型帶來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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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EnergyAustralia與倫敦的Startupbootcamp合

此外，中電與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合作，投資在香港專

作，開展為期三年的夥伴關係，為專注於數碼能源技術

營能源管理及智能照明方案的公司En-trak，此舉亦有

的初創公司籌辦初創加速計劃。首屆計劃於4月結束，

助En-trak進一步拓展其香港及亞太市場業務。

為來自澳洲、歐洲、美洲及亞洲的初創企業提供融資機
會，及推動新的智慧能源方案應用。

另一方面，中電投資以色列特拉維夫的Israel Cleantech
Ventures。作為創投基金，Israel Cleantech Ventures專
注於投資提供數碼能源及運輸技術的公司。中電透過各

投資新業務模式及技術
隨著集團的夥伴網絡不斷拓展，我們繼續審慎挑選投資
對象，向能夠為能源數碼化及可持續發展提供優秀方案

項投資及夥伴聯盟，能夠與全球發展最蓬勃的數碼能源
技術創新企業合作，為業務增長創造新機遇。

的公司作出投資，以促進業務增長及建立優勢。為此，
中電投資美國加州的AutoGrid，該公司在提供需求管理
及能源分析服務方面具領導地位。這亦是中電首次直接
投資初創企業，我們將與AutoGrid合作，為亞太區客戶
提供能源管理方案。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正
式出台，香港將受惠於許多經
濟發展的機會。請問中電會如
何參與大灣區的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倡議的發展戰略，將為未來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帶動對清
潔能源的需求。中電已為開拓新商機作好準備，我們具備良好條件，與業務夥伴
一起貢獻大灣區的發展。事實上，中電早著先機，於上世紀70年代已開始推動
香港與廣東省的跨境合作。
大灣區作為新的經濟發展引擎，需要可靠的能源供應。為促進大灣區的智慧城市
發展，可靠、高效及清潔的能源基建和創新的客戶服務非常重要。中電會夥拍有
共同理念及可互補技能的公司去實現此目標。我們將繼續深化與區內主要能源企
業，包括中國南方電網、中廣核和廣東省能源集團的長期合作夥伴關係。
能源業的演變需要數碼科技、物聯網及智慧能源等技術配合，因此我們亦與行外
擁有創新技術和營商策略的公司合作。啟迪與中電組成合營公司，便是一例。合
營公司將專注發展清潔能源與智慧城市科技，以迎合大灣區內
不斷演變中的能源需求和數碼化轉型。
中電亦會在區內尋找清潔能源的機遇，包括太陽能項目。
我們很高興有機會為大灣區的可持續發展作貢獻。

文輝先生

啟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
北京啟迪清潔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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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蘇少湄

集團總監及中華電力副主席

人力資本
能源業正邁向數碼化及低碳轉型，加上社會及人口結

過去四年，我們的工傷事故率下降了超過三分之一，

構的變化，為勞動力市場帶來許多挑戰，能夠建立一

但致命事故並無明顯減少。集團現時的策略重點是減

支具備靈活應變能力的團隊變得尤其重要。隨著各行

低可能導致工傷的隱患，並盡可能去除各種風險。

各業步向數碼化，對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我們也積極了解行為與安全表現之間的關係，並繼續

人才的需求將會更加殷切。中電因此更需要建構一

積極推行安全行為觀察計劃。

支有多方面專才及可持續的員工隊伍。集團致力在各
業務範疇吸納多元及優秀的人才，並建立一個坦誠溝
通、互諒互信和彼此尊重的工作環境。

集團亦定期審視各資產和地區如何處理安全風險。
我們繼續在風險框架之下，在集團全面推行相若標準，
包括識別一般環境風險，並透過季度HSSE風險檢討為

確保高安全標準

集團HSSE委員會提供詳盡資訊。

中電一直致力確保在各營運層面均能達到最高的安全

2018年，我們訂立了集團的健康、安全及環境改善

標準，並不斷提升安全表現，但不幸地，澳洲業務於
2018年發生兩宗致命事故，以致我們痛失一名員工和
一名承辦商工人。
集團已就年內發生的致命事故及其他可能引起嚴重受
傷的事故進行徹底調查。我們成立了內部小組，深入
查找事故原因，並全面檢討安全標準和程序，日後為

策略，各業務地區按此自行釐定相應的行動計劃。我
們的目標，是要在所有活動及營運中，使所有僱員、
承辦商以至公眾都達致零傷害。改善策略包含五大支
柱，分別強調有效健康、安全及環境管理的重要基礎
原則，旨在減少嚴重事故發生，我們將於三年內逐步
落實策略。

健康、安全、保安及環境（HSSE）政策提供指引。儘管
健康、安全及環境改善策略五大支柱

提升安全文化

致力讓業務所在地的僱員及承辦商，一同參與在現有基礎上改進安全文化，以助管
理人員有效地介入，鼓勵尋根究柢精神，及提高警覺避免自滿。

重新審視風險

我們將重新審視業務的風險，擺脫僅以合法循規為終極目標的想法。我們會從集團
內部及其他行業所發生的事故中學習，從而培養積極主動的文化，透過持續分析減
低風險。

邀請持份者參與

若要改善健康、安全及環境的表現，僱員、業務夥伴、承辦商以至地方政府均扮演
重要角色。與這些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是成功的關鍵，為此我們計劃邀請承辦商和
全體員工參與日後的安全文化意見調查。

建立健康積極的團隊

身心健康對提升僱員的動力，讓他們發揮所長十分重要。一直以來，我們在職業健
康管理方面都以符合法規為重點，但在新策略下，我們要比法規做得更好，並要鼓
勵員工以積極的態度及創新思維，改善身心健康。

確保環境可持續發展

隨著規管環境不斷改變，我們在環境方面所面對的違規風險將會增加。我們承諾會
繼續以對環境負責任的態度營運業務，貢獻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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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圖表按「損失工時工傷事故率」和「總可記錄工傷
事故率」，臚列集團和個別地區所有中電僱員及承辦商

對中電至關重要的議題

建立靈活、共融和可持續的團隊

在2018年的安全表現。當中顯示我們的工傷事故率在
2018年輕微下降。

隨著減碳及數碼化為業務增長帶來新機遇，我們需

集團損失工時工傷事故率及總可記錄工傷事故率

討我們如何提升員工的能力及技能，並建立能吸納
及挽留優秀人才的工作環境。

0.5
0.4

事故率

要持續吸納和培育多元及優秀的人才。以下章節探

建立靈活、共融和可持續的團隊

0.3

與其他工業界別不同，公用事業過去多年來一直未曾因

0.2

為面對競爭及科技發展而需進行變革，但時移世易，這

0.1

段平穩的時期已告一段落。受能源政策改變、低碳轉型

0.0

和數碼化三大因素影響，能源業正迎來翻天覆地的轉
2014

2015

損失工時工傷事故率

2016

2017

2018

總可記錄工傷事故率

變。
在多重挑戰下，我們在吸納、培訓及挽留熟練技術人才
的核心工作變得更複雜，這些挑戰包括：

按集團及地區劃分的損失工時工傷事故率

• 如何從傳統能源業的技術中轉型

0.5

• 培養專才並投放更多資源以配合可再生能源業務

損失工時工傷事故率

0.4

發展

0.3

• 建立數碼及營商能力，配合各業務層面全面數碼

0.2

化，並為我們創新科技投資項目的嶄新商業模式提

0.1

供資源

0.0

17 18

17 18

17 18

香港

印度

澳洲

中國內地

東南亞

集團

17 18

17 18

17 18

響會按個別地區有所差異。在香港，人口老化導致適齡
工作人口縮減，然而，工作人口中女性的比例卻愈來愈
高。至於印度，當地的勞動人口相對年輕，但礙於文化

1.0

總可記錄工傷事故率

也影響我們的技能需要。
首個挑戰來自我們業務所在國家的人口變化，而有關影

按集團及地區劃分的總可記錄工傷事故率

0.8

因素，女性參與經濟活動的比率卻十分低。

0.6

第二個挑戰，是由於各行各業均邁向數碼化，因而對具
STEM資格的人才需求殷切，使我們在招聘技術人員及

0.4

工程師時，面對更激烈的競爭。

0.2
0.0

17 18

17 18

17 18

香港

印度

澳洲

中國內地

東南亞

集團

17 18

17 18

17 18

附註：
損失工時工傷事故率及總可記錄工傷事故率是按每200,000工作小時
（大概相等於100名人員每年的工作時數），所發生損失工時的工傷事
故數目，或總可記錄的工傷事故數目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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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能源轉型及數碼化外，勞動力供應方面的多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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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亦注意到業務所在地的社會環境對共融發
展、同工同酬及平等機會等議題愈來愈重視。在處理容

僱員培訓

易引起爭議的社會問題時，僱員和其他持份者都期望

按地區及性別劃分的已受訓僱員百份比

我們能體現中電一貫的價值觀。

%
100

面對眾多挑戰，沒有單一方案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我們
需要多方協作及整合的策略和措施，以維持一支靈活、
共融和可持續的團隊。

提升能力及培養未來所需技能

100 99.1

95.4

84.6

80
60
40
20
0

香港
男性

轉型至可再生能源帶來多方面的挑戰。雖然部分傳統能
源業務的技術可以轉移，但我們仍需培養新技術和提升
能力。例如，投資離岸風場會為我們帶來新的技術挑
戰，亦需要相關專才配合。
我們正向負責創新工作的團隊，投入更多資源。過去
兩年，團隊獲分配的資源大幅增加。我們於2018年檢討
了相關資源分配的成效，確保符合集團的創新策略。
此外，我們正逐步加強附屬公司中電源動（前稱中電工
程）的角色，為日後創新項目作商業應用而準備。
裝備員工以迎接數碼經濟的來臨非常重要。管理人員必
須充分了解能源轉型及數碼化帶來的挑戰，並作好準
備，才能面對愈趨動盪、多變、複雜及不明朗的營商環

中國內地

%
100

100

94.7
92.3
87.8

100

60

一個深度數據分析課程。另外，香港業務也引入設計思
維的培訓。

具競爭力和可持續的僱員福利

93.4 95.8

100
100
100

53.4

40
20
0
香港
管理層

中國內地
專業

印度

澳洲

一般職系和技術人員

每名僱員平均受訓時數
按性別劃分
男性
女性

管理層
專業
一般職系和技術人員

變革管理課程，以及將由科技培訓機構Decoded提供的

99.7

80

研究所（Chatham House）、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及

我們也安排數碼技術培訓課程，包括由IMD舉辦的數碼

澳洲

按地區及專業級別劃分的已受訓僱員百份比

按專業級別劃分

合作，為主要行政人員舉行專題簡報會。

印度

女性

境。為此，我們於年內繼續與策略夥伴皇家國際事務
É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
（EPFL）緊密

100 100
82.5 88.5

51.6
28.5

28.6
37.9
55.8

按地區劃分
香港
中國內地
印度
澳洲

55.2
78.2
27.1
21.1

我們嚴格遵守業務所在地任何有關最低工資的法規。事

2018年底，集團共聘用7,634名僱員（2017年為

實上，我們的薪酬福利一般顯著高於當地法例的規定。

7,542名），其中4,264名受聘於香港電力及相關業務、

中電十分重視公平對待僱員，包括確保工資及福利具競

3,033名受聘於中國內地、印度、東南亞、台灣及澳洲

爭力、工時合理及合法，不論其性別、種族或其他受業

的業務，餘下337名則受聘於中電控股。截至2018年

務所在地法律承認的特質，都會獲得公平和不受歧視的

12月31日止年度的薪酬支出總額為5,935百萬港元

待遇。

（2017年為5,573百萬港元），其中包括退休福利開支
584百萬港元（2017年為561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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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競爭力的薪酬及可持續的福利對吸納及挽留員工尤為

鑑於某些地方的法規涉及技術上的複雜性和不明確因

重要。我們謹慎監察薪酬水平，確保具市場競爭力，同

素，很難完全避免在無意的情況下違規。我們會對任何

時按照個人表現和公司業績，獎勵所有員工，更定期檢

懷疑違規的情況或事宜，作即時調查和跟進。

討核心福利，確保切合目標及符合可持續發展。
2018年，中電在香港採納的工資政策，獲獨立機構
公平工資網絡（Fair Wage Network）
頒發「公平工資證書」
。
此外，中電亦榮獲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嘉許
為「積金好僱主」，以及由《亞洲資產管理雜誌》頒發的
「最佳職業退休計劃」獎項，表揚我們重視可持續的退休
福利。
中電的僱員自願流失率普遍比業務當地市場的平均值
低，反映我們在挽留員工方面的成效。

就個別業務地區法律和法規的詮釋或應用，公司偶爾會
與個別員工或工會持不同意見。遇到這情況，我們會
先嘗試以當地既定程序解決分歧，若商討或和解未能
成功，就會完全遵守相關仲裁、審裁處或法院的最終
裁決。

《價值觀架構》列出。我們認同企業尊重人權的責任，
應該涵蓋集團的供應商及承辦商。

%
15.6

16
14

集團於2018年首次匯報各地承辦商僱員的數目。由於
承辦商員工並非我們直接聘用的僱員，因此在收集及核

12.3

12

實數據方面有一定困難，我們需要超過一個報告周期，

10

才能全面及完整地匯報有關資料。

7.5

8
6

5.6 5.7

5.0

然而，我們從首次匯報的資料中得悉，就承辦商員工與

4.1

4

中電僱員的比例，各地業務大相逕庭。在印度，承辦商

1.7

員工佔我們整體勞動力的87%，在中國內地則佔37%。
香港
男性

中國內地

澳洲

印度

在某些業務地區，我們聘用承辦商來處理營運和維修工

女性

作，另一些情況則是因應資本項目的需要而臨時增加

按地區及年齡組別劃分（%）

資源。

18歲
以下 18-29歲 30-39歲 40-49歲
香港
中國內地
印度
澳洲

–
–
–
–

5.9
16.4
6.4
18.7

4.3
5.2
7.2
15.2

1.7
1.5
2.9
10.5

50歲
或以上
1.1
–
2.5
10.6

尊重人權
中電制定的人力資源政策和程序，旨在確保我們在業務
所在地均能守法循章，符合當地有關補償及解僱、招聘
及晉升、工時、休息時間、平等機會、多元化、無歧視
及員工福利等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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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應用於整個價值鏈上，我們的承諾已在中電集團的

按地區及性別劃分

0

主動識別任何違規風險，如發現有關風險，會採取補救

除遵守當地法規外，中電完全尊重國際認可的人權，這

自願流失率

2

我們也就人力資源政策和實施情況進行獨立審計，

中電控股 2018 年報

香港業務有最多由承辦商提供並由中電指導和監督的
員工，相當於香港僱員總數的29%。截至2018年
12月底，這批員工當中有71%已在中電工作超過一年
或以上。
2018年，我們就香港三個主要承辦商的僱員薪酬水平
進行獨立檢討。我們將在2019年跟進檢討的詳細結
果，而初步結論顯示，我們需要更清楚了解承辦商有關
外判員工的事宜。

按地區劃分的僱員及承辦商員工數目
承辦商員工
直接僱員

香港
中國內地
印度
澳洲
總計

4,538
596
458
2,042
7,634

人力供應
承辦商 1
1,316
14
80
167
1,577

服務合約
承辦商及
分判商 2
3,993
342
2,872
1,247
8,454

整體勞動力
總計
小計
5,309
356
2,952
1,414
10,031

9,847
952
3,410
3,456
17,665

附註：
1 人力供應承辦商是指由承辦商根據人力供應服務合約所提供的員工，並由中電或其附屬公司負責指導及監督。以上數據是中電各地區按季
匯報承辦商員工的平均人數。
2 服務合約承辦商指各地以相等於全日制計算的承辦商員工數目。以上數字根據2018年的總工時，假設每周工作48小時換算而成。

世界各地的電力網絡及市場愈
趨複雜，中電會如何擴闊員工
的多元觀點、背景和專業知
識，幫助公司掌握複雜的營商
環境，讓業務茁壯成長？

我們繼續強化創新科技團隊，積極建立所需的技能，以配合集團的低碳策略及
數碼化轉型。為增強機構實力，我們有策略地招聘有助鞏固核心競爭力的人才，
並聘請專才發展創新和可再生能源業務。我們從不同行業吸納多元背景的專才，
並成功招攬跨國機構的資深要員，證明中電這良好僱主品牌，在全球能源業界廣
受認同。現時的管理團隊，不論性別、文化背景、行業經驗和國籍均日
趨多元化。豐富多元的背景和經驗，正好有助我們更深入了解能
源轉型的影響。
我們又採用更多元化的招聘渠道，例如直接從多所海外大學招
聘工程學系畢業生，另外分別向曼徹斯特大學、阿斯頓大學、
EPFL和新南威爾斯大學的工程學系學生在香港提供實習機
會。

池亦安

中電集團營運部
可再生能源項目開發工程師

馬思齊

人力資源總裁

中電控股 2018 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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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本

童工及強迫勞工

按地區劃分的僱員年齡分佈

中電的業務禁止僱用童工或強迫勞工。我們要求所有業
務單位確保並無僱用童工或強迫勞工。
我們已採取措施預防有關行為，包括在員工招募和履新
程序中採取嚴謹的審查及監察措施，並且培訓為我們提

%
100
80
60

15.6

13.6 0.1
香港

2018年，中電並無發現任何業務或供應商有僱用童工、

18歲以下

48.5

34.1

21.5

0

安排年輕工人從事危險工作或僱用強迫或強制勞工

25.5

26.1

40

36.9

18.3

15.3 0.1

印度

中國內地
18-29歲

22.2

22.9

33.5

20

供人力資源或服務的主要承辦商。

10.3

16.8

38.7

30-39歲

᥌ឋ

40-49歲

50歲或以上

的重大風險。2018年，集團並無違反與童工和強迫勞
工相關的法律和法規。

按地區劃分的僱員受聘合約類別

多元文化及平等機會

%
100

中電業務所在地區匯聚多元文化，各附屬公司可因地制

80

宜，制定切合當地的多元共融策略。

60
40

集團的領導層擁有多元特質，涵蓋不同背景、經驗及來
自不同地區。2018年，我們招募了16位來自不同地區
及行業的專才，以配合集團的人力資源策略。有關詳情

1.5

15.6

4.6

30.0
98.5

84.4

70.0

20

37.0
95.4

15.3

0
香港
長期

中國內地

印度

澳洲

短期合約

請參閱中電《可持續發展報告》網上版。

性別平等
多元化的管理團隊

集團已制定一系列目標，以達致性別多元，並繼續採取

集團執行委員會成員
按國籍劃分

按性別劃分

7%

印度

14%

美國╱加拿大

21%

中國

29%

歐洲

29%

各項措施，鼓勵更多女性加入團隊。詳情請瀏覽中電

1

29%

《可持續發展報告》網上版。
在香港，我們逐步提升產假相關福利、拓展不同的彈性

女性

工作模式，以及積極監察男女同工同酬事宜。
識別及處理兩性薪酬問題，通常涉及兩個概念。兩性薪
71%

男性

酬平等指標用以比較女性相對男性的收入中位數，以反
映組織內的員工結構，尤其是女性佔高級職位的百分比。

澳洲╱紐西蘭

另一方面，同工同酬指標則衡量同一級別職位的相

按年齡劃分

對工資。

50歲以下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21%

14%

36%

29%

為評估香港員工的兩性薪酬平等程度，我們委託顧問公
司採用英國兩性薪酬平等披露方法進行獨立審計。結果

按服務年期劃分
5年以下

顯示，中電女性僱員的實際收入中位數較男性僱員高。
5-9年 10-14年

43%

7%

7%

15-19年

25年或以上

這反映在中電的員工結構中，女性在營運操作層面所佔

21.5%

21.5%

的比例相對較低，反而在專業及管理級別的比例較高。

附註：
1 有關數據是根據集團執行委員會成員持有的護照國籍作統計，
不一定反映成員的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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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採用客觀及不帶歧視的程序來進行職位評估、員工
評級及釐定薪酬，確保同工同酬。我們所採用的程序，
已確認符合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根據《性別歧視條例》
所制定的男女同工同酬指引。
集團的人力資源政策指引，亦要求所有附屬公司制定客
觀及不帶歧視的程序。例如EnergyAustralia在2018年
進行兩性薪酬平等檢討，並對於男女僱員薪酬之間的差
異作出適當調整。
今年，我們在香港獲頒「家庭友善僱主」殊榮，亦成為首
批簽署《種族多元共融僱主約章》的企業之一。

按地區劃分的僱員性別分佈
%
100
80

88.6

82.2

80.1

62.6

60

37.4

40
19.9

20

17.8

11.4

0
香港
男性

中國內地

印度

澳洲

女性

歧視和騷擾
中電的《價值觀架構》承諾致力提供一個不受騷擾及無
歧視的工作環境。我們制定清晰的政策，輔以定期的員
工培訓，以處理有關歧視和騷擾的投訴。集團的防止騷
擾政策訂立了通用的原則框架，而我們在每個國家或地
區的政策及細則，完全符合當地法規。

我們採取多方協作的措施，建立靈活、共融及可持續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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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關係資本
對中電至關重要的議題

為鼓勵客戶減少用電，生活變得更環保，中電全新的
「全心傳電」計劃讓客戶可全年透過節省用電量來賺取

本著宗旨發展業務

獎賞，參與的客戶可選擇獲得電費資助的受惠對象，

保障資料安全

包括長者、低收入家庭及殘疾人士。計劃預期每年可

為履行集團業務長遠可持續發展的承諾，我們一直

惠及全港大約40,000個家庭，包括10,000個劏房住戶。

為不同的持份者創優增值。本篇章探討中電如何管

我們亦推出「節能設備升級計劃」，資助工商客戶更換

理集團的社會與關係資本，以滿足公眾日漸期望企

照明系統、空調及其他電器設備，或升級至能源效益

業在取得良好業績的同時，能履行更遠大的業務宗

較高的型號。

旨，創造社會價值。此外，本篇章亦會探討集團在
保障資料安全方面的工作。
中電期望為社會發展灌注動力，並代代相承。我們藉
著投放社會與關係資本，建立商譽及持份者的信任，

2018年，中電連續四年成功舉辦「全城過電」計劃，
鼓勵客戶於夏季節約用電，將所節省的用電量變為捐
款，幫助數以萬計的弱勢人士。計劃自2015年推出以
來，已累積節省約3,200萬度電。

從而鞏固集團業務及業務所在地社群的長遠發展。與

「可再生能源證書」是新發展計劃下其中一項推廣潔淨

此同時，中電與各方持份者建立關係，讓我們能攜手

能源的新措施，計劃於2019年1月推出，以嶄新方式

應對未來社會發展的各種挑戰。

讓香港客戶支持本地可再生能源發展，包括太陽能、

近年，極端天氣日益頻繁，凸顯了氣候變化問題迫在
眉睫，以及減碳行動的急切性。另外，全球化及數碼
化發展，都為經濟及各行業帶來顛覆性影響，導致社
會充斥著不明朗因素及分歧。

提高能源效益

風能及堆填沼氣發電項目。此外，我們亦推出新「中電
綠適樓宇基金」，支持改善住宅、商用及工業大廈能源
效益的項目，包括更換屋宇設備裝置、樓宇重新校驗
工程及安裝智能設備。鑑於香港約90%的用電量來自
樓宇，計劃能有效降低用電量及排放量。自2018年
10月，基金已收到超過130份申請。

為應對氣候挑戰，我們與客戶及社會各界加強合作，

為表揚在能源效益及採用可再生能源方面表現傑出的

推廣採用更多可再生能源，及鼓勵智慧用電。在香港，

商業機構和組織，我們於2018年在香港舉辦首屆

我們舉辦了一系列的研討會、巡迴展覽及工作坊，
向超過4,000人分享有關「上網電價」計劃的資料。
要鼓勵客戶節能，適時提供用電資訊十分重要，讓客
戶可以建立新的低碳生活習慣，為環保出一分力。
因此，我們於2018年開展了智能電錶安裝計劃，目標
在2025年底前為香港所有客戶安裝智能電錶，從而
加快新服務及方案的發展，以改善能源管理、可靠度
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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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節能企業大獎」，獲得政府及數百家機構、商
會、環保團體和學術及專業團體支持。

致力達致碳中和
EnergyAustralia自2016年開始一直提倡碳中和電力，
並推出Go Neutral 計劃，讓客戶可免費抵銷來自用電的
碳排放。2018年9月，EnergyAustralia透過計劃成功為
澳洲地標墨爾本板球場及鄰近雅拉河公園區域抵銷當月
的碳排放，包括其用電所產生的排放量，和超過40萬名
觀眾前往板球場因交通和餐飲所產生的碳排放。月內所
抵銷的總排放量相等於在一個月內減少了5萬架車輛在
路面行駛。
我們又繼續支持悉尼歌劇院提升能源效益。過去三年，
歌劇院的用電量減少了25%。EnergyAustralia協助歌劇
院抵銷餘下的碳排放，促使歌劇院於2018年獲得碳中
和認證，比預期提早五年達標。

中電於2018年展開碳信用計劃，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國
際電子商務平台，讓客戶可以透過購買中電在印度風場
所產電量的信用額來抵銷碳排放。購買碳信用能支持生
產潔淨能源，並使該等能源可間接在其他國家使用，是
其中一種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方法。

啟發下一代
正當全球經濟體均面對社會經濟轉變，我們致力為青少
年帶來希望及正面人生觀。集團於2017年成立了「青年
工作辦公室」，其後一直加強在這重要範疇的工作。
我們希望接觸更多學生，包括透過「校園工程師」計劃
引發香港初中生對電力工程的興趣。在上一學年，約有
10,000名學生參與計劃。

Veltoor太陽能光伏電站不僅為印度供應可再生能源，亦改善了當地村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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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學童的環保意識，我們為幼稚園學生製作了動畫

為推動集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於一身的STEM教育，

和教材套，透過超人中中四人組 的角色，在學童的幼年

中電於7月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行的「Maker Faire HK

期間，協助他們建立良好的習慣和學習能源效益知識。

2018 x 造大世界」
活動中舉辦工作坊，接待了約2,000名

中電與香港青年協會合辦「中電新世代．新動力獎勵計
劃」，向20位積極面對逆境的中學生提供獎學金。為鼓
勵青少年在面對逆境時保持積極態度，該計劃邀請中電

訪客。另外，我們與聖雅各福群會合作，舉辦電纜接駁
工作坊，自2018年第四季開設以來已吸引逾100名學生
參加。
自2012年起，中電印度的教育資助計劃已為數以百計

員工擔任導師，為學生提供個人指引及輔導。
中電又配合政府為香港大專學生而設的先導計劃，讓學
生在中電遍及中國內地及泰國等海外業務實習。參加者
不但有機會參與工程、資訊科技及營銷方面的工作，

的高中及大學學生，提供學術及專業發展方面的支援。
2018年，我們與非政府組織合作，進一步推展「中電印
度獎學金」計劃，為近400名學生提供財政援助。

更可累積海外工作的寶貴經驗，有助提升他們的就業
前景。

社區項目及義工服務
社區項目開支
按主題劃分 1
3%

按地區劃分 1

6%

14%

19%

教育及發展
社群福祉

1%

環境

中國內地
印度

文化藝術

22%

50%

香港

8%

社區聯繫

77%

澳洲

受惠對象

434間機構

推行或支持了

695個項目

受惠

730,362名人士
直接受惠

1%
10%

20%

按主題劃分 1
按主題劃分1

教育及發展
社群福祉
環境
文化藝術

69%

附註：
1 數據經進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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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時間
中電員工及家屬投入

23,661小時
參與義工服務

為未來的挑戰提供培訓

年內，來自香港聖公會18所學校約15,000名小學生，

自2017年成立以來，中電學院致力為香港的年輕人提
供電力工程專業培訓，為電力行業培育人才。2018年
7月，中電學院與職業訓練局推出全新的兼讀制文憑課
程，為有志投身電力工程行業但缺乏所需學歷的青年

參加了中電「綠優校園認證計劃」，認識氣候變化及環保
生活的重要性。我們繼續與幼稚園、中小學、專上學院
及大學合作，與香港、中國內地、印度及澳洲當地不同
年齡層的年輕人保持聯繫。

人，提供另一條就業選擇路徑。

聯繫持份者

2018年，中電學院亦與香港及海外多間著名大學合

集團在業務所在地的社區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業務，致力

作，開辦更多進階課程，包括與香港科技大學及蘇格蘭

和數目與日俱增的持份者深化關係，建立互信，為社會

史特拉斯克萊德大學合辦新的電力工程碩士課程。我們

帶來正面影響。在香港，為讓持份者對在新管制計劃協

亦與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合作，開設全新的兼讀

議及發展計劃下推出的多項節能及潔淨能源措施增加了

制電力工程學士學位課程。

解，我們非常重視與持份者保持緊密溝通，其中包括能
源諮詢委員會及區議會成員。

據我了解，中電推出多項措
施，協助改善劏房單位的安全
問題及生活條件，包括向房東
提供補貼，以進行重鋪電線工
程，安裝獨立電錶。這項措施
的反應如何？房東是否支持？

中電一直致力支援香港弱勢社群，尤其關注劏房住戶的生活環境。我感謝所有合
作夥伴包括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與我們共同協助改善劏房戶的生活環境。我們相
信為劏房戶重鋪電線及安裝獨立電錶，有助提升單位的安全。目前已有27個社
區合作夥伴向我們轉介個案，此舉有助我們更有效調撥資源，支援最需要幫助的
人士。
中電明白，房東的角色十分關鍵。因此，中電推出新的「全心傳電」計劃，提供一
站式服務，協助房東重新鋪設電線及安裝電錶。自計劃於2019年1月1日實施以
來，其中一個完成的項目，是為四個劏房戶安裝獨立電錶。隨著
市民對該計劃有更多認識，我們期待會有更多來自社區合作夥伴
的轉介個案。此外，中電向10,000個劏房家庭提供一次性
500港元的電力津貼，以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
「全心傳電」計劃秉承中電長期對劏房戶及其他弱勢社群的
關懷，包括長者及殘疾人士。這些措施引證中電摯誠履
行對所服務社區長遠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何喜華先生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

莊偉茵

中華電力企業發展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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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繼續透過不同渠道與客戶保持聯繫，例如中電的地

伴關係。在中國內地，中電義工隊積極參與以長者和

區客戶諮詢委員會，以收集他們的反饋和意見。委員會

學童為受惠對象的公益項目。

於1994年成立，最近慶祝25周年，一直是公司與客戶
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樑，幫助我們精益求精，對中電能夠

保障客戶資料的私隱

在香港提供世界級的能源服務發揮了關鍵作用。

中電的價值觀根基穩固，在過去百多年來一直引領集團

促進社群福祉

業務不斷成長，維持長遠及可持續發展。我們以人為
本，尊重私隱，因此致力保護客戶向我們提供的資料。

2018年，我們繼續加強促進社群福祉及支援有需要人

2018年，集團的香港零售業務並無接獲或錄得客戶私

士。EnergyAustralia夥拍VincentCare、ICAN及Thriving

隱及資料遺失的個案。

Communities Partnership等團體，為經濟有困難包括面
對電費壓力的人士提供援助。

EnergyAustralia零售業務共接獲六宗有關私隱的投
訴，涉及向未經授權人士提供資料。其中三宗由澳洲

中國內地方面，中電在山東省贊助安裝淨水設備，又在

私隱專員轉介，涉及可能侵犯客戶私隱的行為，其中

廣東省建造道路和重修水管，於2018年惠及逾4,800名

兩宗個案牽涉同一個客戶。然而經調查後，專員認為

村民。此外，我們向全國各省超過6,000名護老院長者、

EnergyAustralia並無干涉客戶的私隱1，因此結案。

貧困兒童和村民等有需要人士捐贈日常生活用品。

至於餘下的投訴個案，EnergyAustralia亦已解決。

去年，由中電資助的水利項目，惠及在印度Samana及

自從就需要通報的資料外洩事件匯報的責任生效以

Mahidad風場附近超過5,800名村民。在Khandke風場

來，EnergyAustralia已向澳洲資訊專員公署（Office of

新建的水利設施，改善了數百名農民的取水方法。我們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及受影響人士匯報了三宗違

亦資助加設太陽能街燈及家用太陽能燈的項目，並為

規行為 2，並已採取補救措施以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

Paguthan燃氣電廠附近的1,800名兒童，提供小兒麻痺

附註：

症免疫接種服務。
我們在各業務地區的僱員繼續為所屬社區貢獻時間和專
長。EnergyAustralia於2018年與Foodbank Breakfast
Club及Sacred Heart Mission等慈善機構建立新合作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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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中一宗個案於2018年12月重新受理，而客戶要求提供進一步
資料。
2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尚有一宗可能需要通報的資料外洩事件
仍在調查中。該宗事件於2019年1月被確認為需予通報，並已向
澳洲資訊專員公署匯報。

自然資本
對中電至關重要的議題

應對氣候變化

同時，位於泰倫加納邦的100兆瓦Veltoor太陽能光伏
電站全面投產，進一步擴大中電印度的可再生能源組
合。中電印度還收購了位於馬哈拉施特拉邦兩個營運中

本篇章闡述集團在減少碳排放及紓緩業務對環境的

的太陽能光伏發電項目的權益，分別是50兆瓦的Gale

其他影響所採取的策略，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

太陽能光伏電站及20兆瓦的Tornado太陽能光伏電站。

力作出貢獻。

在中國內地，我們於5月購入甘肅省85兆瓦金昌太陽能

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需要世界各國攜手合作。中電亦
堅守本份，致力減碳，為集團業務及所服務的社群建
構一個可持續的未來。2018年12月，在波蘭舉行的聯
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為各國如何落實《巴黎協議》提供了
明確指引，成為國際間的金科玉律，在應對氣候變化
的努力上，踏出令人鼓舞的一小步。

引領亞洲邁向低碳未來

光伏電站餘下的49%股權，位於遼寧省的17兆瓦凌源
太陽能光伏電站亦已投產。另外，我們承諾興建坐落
山東省的萊蕪風電站三期項目，待擴建工程完成後，
萊蕪風電將成為集團在中國內地規模最大的風電資產，
發電容量約149兆瓦。
EnergyAustralia與澳洲東部的太陽能和風電生產商訂
定長期購電安排，為合共500兆瓦的可再生能源項目提
供財政支持，此舉同時擴展我們的可再生能源組合。

中電於2007年訂立《氣候願景2050》，是亞洲首家制

EnergyAustralia亦決定經營位於維多利亞省兩個容量

定減低碳強度目標的電力公司。其後，我們不斷收緊

合共8萬度電的併網儲能電池項目。該等項目將儲存及

有關目標，履行集團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在2017年

調度電力至「全國電力市場」，支持將更多可再生能源

的一次的檢討後，集團於2018年公布訂定明確目標，

併入電網。

於2050年底前將碳強度從2007年的水平降低80%。

上述在亞太區的投資和項目，擴大了集團可再生能源

此外，我們為集團潔淨能源制定了2030年的新目標，

業務的規模，配合我們持續減碳轉型。然而，於2018年

進一步拓展可再生能源及零碳排放能源發電。未來，

底，可再生能源佔集團發電組合的比例，包括正在

我們會至少每五年檢討一次《氣候願景2050》的目標。

營運及興建中項目的權益發電容量、長期購電容量及

在香港，新的發展計劃涵蓋2018年至2023年，當中包

購電安排，由上年度的13.1%輕微減少至12.8%，這

括有助我們轉型至燃氣發電及使用潔淨能源的主要資

是由於我們出售中電印度40%股權予CDPQ所致。截

本項目，以配合政府的環保政策。2018年，我們興建

至2018年12月31日，中電印度擁有超過1,000兆瓦權

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計劃繼續取得進展，在完成

益容量的可再生能源組合。交易完成後，中電印度仍

環境影響評估後，於10月獲批許可證。該項目將提供

繼續擁有這些風力發電及太陽能光伏項目的營運控制

另一個長期天然氣供應來源，滿足香港對發電燃料的

權。若撇除售後會計調整，實際上集團在2018年擴大

需求，同時令天然氣來源更多元化及供應更穩定。發

了可再生能源組合，新增了超過300兆瓦的可再生能源

展計劃還包括增加燃氣發電容量的項目，以及加強跨

權益發電容量和長期購電容量及購電安排。

境電網，以配合輸入更多潔淨能源。

核電是目前唯一可滿足基載需求、商業上可行的零碳

拓展可再生能源組合

排放方案，在集團的減碳旅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我

在印度，我們與著名環球機構投資者CDPQ締結策略夥

加上中國內地和印度可再生能源項目有較高的產電

伴關係，標誌著中電印度在拓展可再生能源業務、輸
配電業務，以及其他客戶服務的計劃，邁向重要里程。

們投資陽江核電站為集團排放表現帶來整年的貢獻，
量，以及完成在澳洲新的長期購電合約安排，按權益
和長期購電容量及購電安排計算，使集團的碳強度降
至每度電0.66千克二氧化碳，而零碳排放能源佔業務
組合的比例，由2017年的23.2%增加至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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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不同需要與能源目標
集團在制訂減碳策略時，深明各個業務市場的需要不盡

團環境政策聲明》，並輔以一系列標準和指引，在集團
和業務單位的層面應對環境問題。

相同。一直以來，電力幫助數以百萬計的人口脫貧，並

我們要求中電擁有營運控制權的發電設施，在收購或

將繼續對印度、東南亞及中國內地的經濟增長及改善民

投產兩年內，取得ISO 14001環境管理的獨立認證。

生發揮重要作用。對這些市場來說，確保安全可靠以及

於2018年，所有獲ISO 14001認證的資產，已成功由

價格具競爭力的電力供應仍是首要目標。對於那些在短

2004年的標準提升至2015年的標準。

期內仍需依賴化石燃料發電來滿足基載需求的市場，我們

我們繼續擴大和提升數據的管治及管理系統，確保集團

將與政府及業界人士一同制訂合適的減碳策略。
至於在香港和澳洲等經濟較發達的地方，為現有的化石
燃料發電廠轉型需要審慎的規劃。由於我們在不同國家
的營運有不同需要，我們必須因應各國在《巴黎協議》
中承諾的目標，調整當地業務的能源轉型步伐。

數據匯報和分析工作完善穩妥。下表為近期中電的主要
環境表現。

氣體排放
有關氣體排放的規管在集團的業務所在地日趨嚴格，
我們不斷探討各種技術方案，以確保營運符合法規，

提升環保標準

甚至超越法定要求。

中電的《價值觀架構》承諾會順應科技的發展和持份者
不斷提升的期望，持續提升環保表現。我們已制定《集

雖然集團於2018年的總發電量增加，但年內的氣體總
排放量卻略為減少至 145.5 千公噸。在中國內地，

環境事項類別

範疇

參數

2018

2017

排放

溫室氣體

二氧化碳總排放量（來自發電）

52,048千公噸

47,921千公噸

碳強度

每度電0.74千克
二氧化碳╱
每度電0.66千克
二氧化碳 1

每度電0.80千克
二氧化碳╱
每度電0.69千克
二氧化碳 1

氣體排放物

二氧化硫總排放量
氮氧化物總排放量
粒狀物總排放量

76.1千公噸
60.9千公噸
8.5千公噸

81.6千公噸
59.3千公噸
8.3千公噸

水排放

水排放總量

5,103百萬立方米

4,437.7百萬立方米

廢物

固體廢物總量
液體廢物總量

12,906公噸
1,737千公升

21,191公噸
1,523千公升

燃料

耗煤總量
耗氣總量
耗油總量
零碳排放燃料%
可再生能源%

521,568兆兆焦耳
83,359兆兆焦耳
3,774兆兆焦耳
20.9%╱24.1% 1
12.5%╱12.8% 1

471,976兆兆焦耳
91,426兆兆焦耳
5,069兆兆焦耳
22.4%╱23.2%
14.2%╱13.1%

水

水抽取總量

5,154百萬立方米

4,480.8百萬立方米

資源使用

附註：
1 按權益計算╱按權益和長期購電容量及購電安排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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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港電廠的減排改造工程已於10月完成。在印度，

期內，集團錄得兩宗超標個案。一宗是哈格爾電廠的

我們完成了提升哈格爾電廠煙氣脫硫裝置的工程，

粒狀物排放量超標，屬於與營運有關的輕微個案，毋須

以符合2019年更嚴格的排放規定。工程減少了電廠的

受罰。另一宗是澳洲雅洛恩電廠在三段短暫時間內，

二氧化硫排放量。我們亦正研究改善哈格爾電廠

一氧化碳超出限值。根據評估結果，個案並未對環境造

氮氧化物的排放表現，以符合新的限值。香港方面，

成損害，並且已通知維多利亞省的環保部門。集團已採

2019年4月青山電廠將需實施新的水銀排放限值。

取糾正措施，預防同類事故再發生。

在澳洲，我們則繼續監察收緊後的全新排放規定。

廢物處理
集團於2018年繼續實施廢物管理計劃和措施。例如在
香港，我們推出減塑活動，避免使用一次性塑膠產品來
減少塑膠污染。在中國內地，我們安排製造商回收金昌
太陽能光伏電站1,000多塊損毀的太陽能板，以減少
廢物。

水
集團致力在所有營運項目中，以可持續及負責任的方
式慎用水資源，並且符合各個資產抽水牌照的權限。
2018年，由於在用水高峰期的冬夏兩季缺水，供給
印度哈格爾電廠的水量減少。電廠目前正研究增建一座
水庫，以紓緩日後水資源短缺的影響。
中電業務涉及抽水和排水，主要是由於火電廠在運作過
程中，需要大量海水作冷卻，使用過的冷卻水會排回大
海，而溫度只略為上升。一如往年，總抽水量和排水量
與集團營運資產的總發電量有關。

環保違規及環保超標個案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環保違規引致罰款或
遭檢控

01

0

0

1

1

環保超標及其他違規
情況

22

13

2

13

3

附註：
1 哈格爾電廠與電力生產者協會聯手向最高法院作出呈請，最高法
院其後暫緩國家環保審裁處指令，並指示所有相關電廠與審裁處
聯絡。
2 2018年環保超標個案大幅減少是由於哈格爾電廠提升了排放控制
設備。

應對新規例帶來的挑戰
在印度，政府對燃煤電廠的粒狀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及水銀的排放要求更趨嚴格，並對用水及重用全部煤灰
立下新規定。我們透過提升煙氣脫硫的裝置及加強控制
氮氧化物排放，來滿足新的排放要求。澳洲亦已制定了
一系列新的國家指引監管全氟與多氟烷化合物，儘管有

中電採用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所制定的環球用水

關標準尚未被納入個別省份的法例規管，一些省份已立

評估工具，來評估集團營運資產的用水情況，並紓緩各

法逐步取代某些用於消防設備的全氟化合物。我們正就

種已識別的風險。2018年，中電繼續參與碳排放量披

電廠使用有關化學品的範圍和風險進行評估，並在集團

露計劃水資源調查，與同業對比及分享水資源管理的最

內制定適當的監控流程及替代計劃。

佳作業模式。

遵守環境法規
於2018年11月，印度國家環保審裁處頒布對未能滿足
煤灰再用要求的火電廠作懲處。其後，我們接獲哈里亞
納邦污染控制委員會（Haryana State Pollution Control
Board）通知，哈格爾電廠需繳付罰款5千萬盧比。然
而，我們認為電廠是合規的 1。但我們仍會繼續研究使
用煤灰的可行方案，這對哈格爾電廠來說，在環保方面
仍是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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