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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一年中期業績 

 
董事局主席報告 

 
 
 
中期業績 
 
二零零一年集團核心業務首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溢利，經扣除稅項及作管制計劃撥調

後，為港幣二十億三千五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點七。此外，集團因出售 
Powercor Australia Limited 旗下之電力零售業務，而賺取之一次過特殊收益，加上未經

審核的其他業務溢利，合共港幣四億二千八百萬元。 
 
 
中期息 
 
董事局今日宣佈派發中期息每股五角六分（二零零零年為五角四分）予二零零一年九月

二十八日已登記在股東名冊之股份持有人。派發股息總額較去年增加百分之三點七。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停止辦理過戶手續。凡擬收取中期息之人士，須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日下午四時前向

股權登記處辦理過戶手續。 
 
 



 

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 2頁 董事局主席報告  

業務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整體售電量較去年同期上升百分之四點一。由於惡劣天

氣影響，家庭售電量下降百分之二點四，但商業售電量增長百分之六點三。工業售電量

則保持平穩。 
 
南丫發電廠擴建工程的工地已於三月交予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有關地盤平整工

程已隨即開展。首台三百兆瓦發電設備的投標剛完成評估程序，並已進行訂購，預計於

二零零四年投產。 
 
將現時兩台燃氣輪機改裝成連合循環式機組的工程，正如期進展。現場安裝工作已於六

月展開。改裝完成後，該連合循環式機組將可增加一百一十五兆瓦的發電量，以應付二

零零二年夏季高峰期用電量的需求。 
 
深圳液化天然氣站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原則協議，已於五月簽訂。集團持有此項目百分

之三權益，並為由投資者成立以負責執行此項工程的項目指導委員會及聯合執行辦公室

的成員之一。 
 
集團與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長江基建）持有相同權益之 Powercor Australia Limited 及 
ETSA Utilities 之業務表現令人滿意。Powercor 旗下之電力零售業務已於今年六月售予 
Origin Energy，作價三億一千五百萬澳元。集團在此項一次過交易所佔的收益為港幣三

億四千四百萬元。集團及長江基建現時在澳洲擁有之受管制配電業務，其客戶總數接近

一百四十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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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售電量的增長與本公司之長期預測極為一致。為應付此增長，南丫發電廠之擴建工程至

為重要，以確保香港用戶可繼續享用足夠及可靠的電力供應。集團現全心致力此項複雜

和要求嚴謹的項目。雖然時間緊逼，工程正按計劃開展。 
 
世界其他地域能源危機所引發的能源短缺及停電等問題，及其對消費者及有關業務所造

成之嚴重影響，給我們深刻的啟示。例如，在美國加州，電力批發價由一九九九年夏季

至二零零零年之一年間上升超過三倍。同時在二零零一年五月七日，約有十萬家庭、工

業和商業客戶曾經歷到電力中斷。 
 
集團將全力承擔，確保香港免受該等問題困擾。我們深信，要確保香港作為「世界城市」

的地位不斷提升，背後須有充足、有效率和可靠的發電和配電系統作全面支援，我們亦

因此加強這方面的工作重點。港燈為了確保達致這個長遠穩定目標，不斷提高公司的營

運效率及生產力，並小心策劃新的投資項目，使其更具成本效益。 
 
 
 
 
 
主席 
麥理思 
 
香港，二零零一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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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資本開支，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開支，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開支，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開支，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資本負債比率資本負債比率資本負債比率 
 
集團於期內之資本開支為港幣十四億一千一百萬元，該資本開支主要以營運現金及銀行

貸款支付。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集團向外貸款為港幣一百六十億一千六百萬

元（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港幣一百七十九億八千三百萬元），包括無抵

押之銀行貸款、無抵押之遞延應付賬項及已發行之債務証券。此外，集團已承擔但未動

用之信貸總額為港幣十二億六千萬元（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四十九億八

千一百萬元）。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淨負債/股東資金）

為百分之五十（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百分之五十六）。 

 
 
庫務政策及資本結構庫務政策及資本結構庫務政策及資本結構庫務政策及資本結構     

 

集團繼續確保以各種不同而又優越的財務資源提供日常業務所需資金，及運用已承擔之

信貸安排，提供未來發展之資金需求。並且在穩健的基礎上靈活地管理外匯和利率風險。 
 
庫務活動於期內主要集中為於二零零零年九月收購百分之五十權益之 Powercor Australia
有限公司的過渡性貸款合共澳幣八億四千四百萬元再融資。其中澳幣四億五百萬元以五

年期之銀團定期貸款再融資。餘款則以 Powercor Australia 有限公司為名的債務發行計劃再

融資，該計劃組合了發行商業票據和其他票據。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集團向外貸款為港幣一百六十億一千六百萬元，其結構如下： 

 

（一） 百分之七十四以港元為單位或透過外匯對沖為港元及百分之���以澳元為單

位； 

（二） 百分之七十一為中期貸款，百分之二十為資本市場工具及百分之九為供應商信

貸； 

（三） 百分之七十八貸款償還期為二至五年而百分之六貸款償還期為超越五年； 

（四） 百分之七十七為定息類別。 

 

集團的庫務政策是不參與投機性交易。除美元外，根據庫務指引採用遠期合約、利率及

外匯掉期合約以管理外幣交易風險。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集團超過百分之九十九

之交易風險已作對沖或以港元或美元為單位。海外投資所產生的外匯風險，已安排相對

水平及與投資相同的貨幣借貸以對沖外匯風險。集團維持一定比重的定息債務組合以管

理利率風險。集團直接發行定息債務或利用利率掉期和利率上限期權合約以達到這目

的。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未履行的衍生工具合約名義總額為港幣等值一百三

十五億四千一百萬元（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九十八億八千五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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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債務或有債務或有債務或有債務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就給予一間聯營公司合共港幣八百萬元（於二零零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八百萬元）的銀行備用信貸而向銀行作出擔保。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就附屬公司之銀行及其他借款合共港幣等值七十七億

三千六百萬元（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九十六億六千三百萬元）而作出擔

保。 
 
 
僱員僱員僱員僱員 
 
集團繼續採用按員工表現來釐定薪酬的政策，及經常地監察市場薪酬以確保薪酬具競爭

力。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期內，除董事酬金外，集團對所有員工的總

支出達港幣五億四千二百萬元（二零零零年為港幣五億五千四百萬元）。於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集團長期僱員人數為二千三百四十二名。集團並無股份配售計劃。 
 
集團除給予大學畢業生、初級技術員和學徒完善培訓課程外，還提供語言、電腦知識、

先進技術及各樣與工作相關的訓練課程，藉此增加員工的技術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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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二零零一年二零零一年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百萬元計百萬元計百萬元計百萬元計)))) (港幣百萬元計)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4,909   4,769 
直接成本   (1,750)   (1,685) 
     ────   ──── 
     3,159   3,084 
其他收入   316   308 
其他營運成本   (235)   (223) 
財務成本   (393)   (480) 
     ────   ────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2,847   2,689 
 
所佔聯營公司之損益   346   1 
     ────   ────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3,193   2,690 
 
稅項: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305)   (261) 
 聯營公司   -   - 
     ────   ──── 
除稅後溢利除稅後溢利除稅後溢利除稅後溢利   2,888   2,429 
 
管制計劃調撥   
撥入       
 發展基金     (417)   (396) 
 減費儲備     (8)   (7) 
 
     (425)   (403) 
     ────   ──── 
股東應得溢利股東應得溢利股東應得溢利股東應得溢利   2,463   2,026 
     =======   ======= 
 
 
擬派中期擬派中期擬派中期擬派中期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1,195   1,153 
     =======   ======= 
 
 
每股溢利每股溢利每股溢利每股溢利   115 分分分分   97 分 
 
每股擬擬擬擬派中期派中期派中期派中期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56 分分分分   5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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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一一一....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已由審計委員會作出審閱。 
 
二二二二....    本集團於本財政期內的主要業務及經營地區分析如下： 

 
 營業額 經營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百萬元計) (港幣百萬元計)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百萬元計) (港幣百萬元計) 
 
主要業務    
電力銷售及電力有關收入 4,871 4,734 2,948 2,887 
技術服務收入 38 35 14 9 
 ─── ─── ─── ─── 
 4,909 4,769 2,962 2,896 
 ===== =====   
利息收入   291 278 
財務成本   (393) (480) 
未分配的集團支出   (13) (5) 
   ─── ─── 
經營溢利   2,847 2,689 
   ===== ===== 
 
經營地區 
    營業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二零零一年二零零一年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百萬元計) (港幣百萬元計) 
 
香港 4,894 4,753 
其他亞洲國家、中東和澳洲 15 16 
   ─── ─── 
 4,909 4,769 
 ===== ===== 
 

三三三三....    期內，於集團之固定資產中扣除之折舊為港幣八億二千二百萬元（二零零零年為港幣七億六千一

百萬元）。其中與發展業務有關之折舊港幣五千七百萬元（二零零零年為港幣五千四百萬元），

已作資本支銷。 

 

四四四四....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百分之十六計算（二零零零年為百分之十六）。 

 

五五五五....    管制計劃調撥乃一項年中之虛計調撥。管制計劃調撥之確實數目將於年底結算全年業績時確定。 

 

六六六六....    每股溢利乃按照股東應得溢利港幣二十四億六千三百萬元（二零零零年為港幣二十億二千六百萬

元）及本期內已發行股數 2,134,261,654 股（二零零零年為加權平均數 2,090,278,914 股）計算。 
 
七七七七....    由於二零零零年九月十六日公佈之二零零零年電費組合改變，故此，截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內之若干比較數字已作出調整。 

 

八八八八....    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四十六（一）至四十六（六）

段所規定之全部資料之詳細業績公佈將於稍後時間在本公司之網頁(www.hec.com.hk)及聯交所

之網頁(www.hkex.com.hk)上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