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長江基建及港燈獲授予專有權收購英國電網資產 

建議交易涉資港幣七百億元 

 

[二零一零年七月三十日- 香港] 由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長江基建」）及香

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港燈」）牽頭的財團已就收購 EDF Energy plc 持有之

100%英國受規管及非受規管電網資產，向 Electricite de France SA (「EDF」) 發
出不可撤回要約書，建議收購價為五十七億七千五百萬英鎊(約港幣七百億元)。 
 
在接獲該不可撤回要約書後，EDF 亦已授予專有權，讓長江基建及港燈在特定

時間內進行磋商以落實交易。 
 
該要約有待 EDF 接納，要約有效期至二零一零年十月二十四日。EDF 之決定將

取決於若干條件，包括其向歐洲工務委員會完成諮詢的結果。 
 
倘 EDF 接納有關要約，此項建議交易仍須分別取得長江基建之股東及港燈之獨

立股東批准，以及須獲歐盟委員會確認無需就合併規管事宜知會競爭主管機關方

可作實。 
 
預期長江基建與港燈將分別佔建議收購項目的百分之四十權益，餘下百分之二十

權益將由李嘉誠基金會有限公司及李嘉誠(海外)基金會持有。 
 
EDF 於英國的電網資產由三個地區網絡組成，配電服務範圍覆蓋倫敦、英國東

南部及東部，客戶數目約為七百八十萬。EDF 供應英國約四分一之電力，為該

國最大的配電商。此外，EDF 在當地尚以商業合約形式，從事為私人設施提供

配電服務的非受管制業務。 
 
若建議交易落實，EDF 英國電網項目將進一步強化長江基建及港燈的環球電力

投資組合。現時長江基建及港燈共同投資於澳洲、英國、加拿大、新西蘭、中國

大陸及泰國的優質電力項目。 
 
此外，當建議交易完成後，長江基建及港燈於英國的業務版圖將大幅擴展。長江

基建及港燈現時於英國的投資額約十六億七千萬英鎊 (逾港幣二百億元)，若是

次成功收購 EDF 之配電業務，則有關投資規模將顯著擴充。 



 
長江基建集團董事總經理甘慶林先生表示：「我們很高興獲 EDF 授予專有權。

若我們之收購建議獲得接納並付諸實行，EDF 英國電網項目將成為長江基建自

上市以來涉資額最大的一項投資。」 
 
甘氏說：「收購完成後，項目將隨即為長江基建及港燈帶來溢利貢獻及穩健回報，

符合長江基建嚴謹的投資準則。」 
 
甘氏續說：「長江基建一直有興趣參與英國的受管制業務。基於有關業務的受管

制特質、財務結構及法律制度，我們很高興進一步加強投資於這個領域。」 
 
甘氏總結道：「是次為長江基建今年內進行的第四項新增投資。為延續這股收購

動力，我們現正就環球多個不同大小規模的基建投資機會進行研究，並將配合不

同之策略及步伐，致力盡快落實更多新增投資，以進一步壯大集團資產，務求為

股東帶來穩健可靠之回報。」 
 
港燈集團董事總經理曹棨森先生表示：「若建議交易完成，EDF 英國電網項目

將成為港燈歷來投資額最大的收購活動。」 
 
「繼持有英國 Northern Gas Networks 氣體網絡及 Seabank Power 電廠後，我們很

高興把握是次收購 EDF 配電業務的機會，擴展在英國的投資組合。」 
 
「若成功完成收購，該項目將大幅增加港燈來自香港以外地區的溢利。在二零一

零年上半年，來自香港以外地區業務的溢利佔集團整體溢利百分之三十五點五。

透過這些優質的海外項目，我們將繼續開拓香港以外的收益來源，並致力推動增

長。」 
 
 

- 完 - 
 
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簡介 
長江基建是香港最具規模及多元化的上市基建公司，並在國際基建業穩據重要地

位。核心業務包括能源基建、交通基建、水處理基建及基建有關業務。集團的營

運範圍遍及香港、內地、澳洲、新西蘭、英國、加拿大及菲律賓。 
 
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簡介 
香港電燈集團的成員包括在港上市的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香港電燈有限公

司、港燈國際有限公司與若干附屬公司。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於一八八九年成立，

是香港島與南丫島的電力供應商。港燈國際負責香港電燈集團的國際投資業務，

致力開拓香港以外的投資機會。  
 

EDF Energy簡介 
EDF Energy 是英國最大的配電商，其電網由位於倫敦、英國東部及東南部的三

個區域網絡組成。EDF Energy 之配電網絡服務七百八十萬名客戶，為英國約四

分一人口供電。 



 
如有垂詢，請致電 2122 2150 與班唐慧慈(長江基建)或 2843 3257 與楊玉珍(港燈)
聯絡。 
 

 



EDF Energy 英國電網 
資料簡介 

 

 
 

 輸電量： 每年約 890 億度電 (89 TWh) 

 客戶數目： 約 780 萬 

 網絡長度： 

 地下網絡 - 134,767 公里 
 架空網絡 - 47,391 公里 

 服務範圍： 29,165 平方公里 

 網絡覆蓋： 

EDF 擁有及營運以下三個地區電網 
 倫敦； 
 英國東部，包括諾福克郡(Norfolk)、薩福克郡(Suffolk)及哈特福郡

(Hertfordshire)；劍橋郡(Cambridgeshire)、艾塞克斯郡(Essex)及貝德福郡

(Bedfordshire) 大部分地區；白金漢郡(Buckinghamshire)和牛津郡

(Oxfordshire)部分地區；以及大倫敦(Greater London)北部市郊地區； 
 英國東南部，包括肯特郡(Kent)、東薩塞克斯郡(East Sussex)、西薩塞克

斯郡(West Sussex)；以及薩里郡(Surrey)大部分地區。 
 



 服務覆蓋以下著名英國建設： 

 四個位於倫敦之機場，包括希斯路機場(Heathrow)、格域機場

(Gatwick)、斯坦斯特機場(Stansted)及倫敦城市機場(London City Airport) 
 倫敦地鐵(London Underground) - 倫敦市內之高速運輸系統  
 海峽隧道連接鐵路(The Channel Tunnel Rail Link) 
 倫敦證券交易所(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體育設施，包括舉行溫布頓網球錦標賽的全英草地網球和門球俱樂部

(All England Lawn Tennis & Croquet Club)、英格蘭足球國家隊主場溫布

萊球場(Wembley Stadium)，以及多個英超球會主場，包括阿仙奴主場

酋長球場(Emirates Stadium)、車路士主場史丹福橋球場(Stamford 
Bridge)、熱刺主場白鹿徑球場(White Hart Lane)和韋斯咸主場博林球場

(West Ham United) 
 旅遊景點，包括倫敦眼(London Eye)、倫敦塔橋(Tower Bridge)及白金漢

宮(Buckingham Palace) 
 專上學院，包括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倫敦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及倫敦經濟政治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長江基建及港燈英國業務發展進程 

 

日期 交易 
二零零四年四月 長江基建斥資約五千一百三十八萬英鎊，購入 Cambridge 

Water 全部權益。 
 

二零零五年六月 長江基建完成收購 Northern Gas Networks 百分之四十

權益，作價約五億五千七百五十萬英鎊。 
 
港燈亦完成收購 Northern Gas Networks 百分之十九點九

權益，作價約二億七千七百三十萬英鎊。 
 

二零零七年十二月 長江基建斥資六千二百六十萬英鎊，收購 Southern Water 
百分之四點八七九權益。 
(現時持股量為百分之四點七五) 
 

二零零九年十一月 長江基建與港燈共同斥資約七千五百八十萬英鎊增持

Northern Gas Networks 權益，令兩公司的總持股量由約百

分之七十五點一增至約百分之八十八點四。 
 

二零一零年五月 長江基建收購 Seabank Power 百分之五十權益，作價約二

億一千一百七十萬英鎊。 
 

二零一零年六月 長江基建出售 Seabank Power 百分之二十五權益予港燈。

 
二零一零年七月 由長江基建及港燈牽頭之財團獲授予專有權收購 EDF 英

國電網資產，建議交易涉資五十七億七千五百萬英鎊。 
 

 
 
 
 
日期：二零一零年七月三十日 



長江基建及港燈環球能源投資組合 

 

1. 電廠項目  

國家/地區 項目 裝機容量

香港 港燈 3,736 兆瓦

內地 四平熱電廠 200 兆瓦

內地 珠海發電廠 (一、二號機組) 1,400 兆瓦

內地 珠海金灣一期項目 1,200 兆瓦

內地 珠海金灣二期項目 (尚未投產) 2,000 兆瓦

內地 大理及樂亭風電場 97.5 兆瓦

加拿大 Sheerness Generation Plant  780 兆瓦

加拿大 Fort Saskatchewan Cogen Plant 118 兆瓦

加拿大 Meridian Cogen Plant 220 兆瓦

加拿大 Mississauga Cogen Plant 108 兆瓦

加拿大 Ottawa Cogen Plant 68 兆瓦

加拿大 Windsor Cogen Plant 68 兆瓦

英國 Seabank Power Station 1,140 兆瓦

泰國 叻丕府發電廠 1,400 兆瓦

  總裝機容量： 12,535.5 兆瓦

 

2. 電網項目   
國家 項目 網絡規模 用戶數目

澳洲 ETSA Utilities 86,276 公里 逾 80 萬名

澳洲 Powercor Australia Limited 82,653 公里 約 70 萬名

澳洲 CitiPower I Pty Ltd 6,445 公里 逾 31 萬名

新西蘭 Wellington Electricity Lines Limited 4,592 公里 逾 16 萬名

英國 EDF Energy 182,158 公里 約 780 萬名

 

3. 燃氣網絡項目 
國家 項目 網絡規模 用戶數目

澳洲 Envestra Limited 21,000 公里  逾 100 萬名

英國 Northern Gas Networks Limited 37,000 公里  約 260 萬名

 
 
日期：二零一零年七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