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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83） 

 

2019 年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集團整體燃氣銷售量躍升 14%至 56.19 億立方米。 

 

‧ 公司股東應佔稅後溢利為 7.56 億港元，穩健增長達 14%。 

 

‧ 每股基本盈利為 26.89 港仙，較去年同期上升 12%。 

 

業績 
 

港華燃氣有限公司（「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集團」）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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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2018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六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19年  2018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6,512,354    5,584,184   

總營業支出 3 (5,625,207 ) (4,788,522 ) 

      

  887,147    795,662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44,292    (27,926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72,443    178,683  

分佔合資企業業績  192,211    193,164  

融資成本 4 (190,187 )  (150,650 ) 

      

除稅前溢利 5 1,105,906    988,933  

稅項 6 (253,781 )  (242,149 ) 

      

期內溢利  852,125    746,784   

      

應佔期內溢利︰      

 公司股東   755,624    663,445   

 非控股股東  96,501    83,339   

      

  852,125    746,784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7     

 －基本  26.89    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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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六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852,125  746,784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後為呈列貨幣產生的匯兌差額 (18,338 )    (272,369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53,862  29,238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所得稅的相關項目 (13,469 ) (7,310 )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現金流量對沖： 

    

    指定為現金流量對沖並計入對沖儲備之衍生工具之公平     

      值淨變動 7,958  -  

  指定為現金流量對沖之衍生工具之公平值變動重新分類       

    至損益  (14,299 ) -  

     

 15,714  (250,441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867,839  496,343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公司股東 775,517  423,058  

非控股股東 92,322  73,28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867,839  496,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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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2019年6月30日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563,423  15,914,048  

 使用權資產  826,836  -  

 租賃土地  -  638,502  

 無形資產  482,872  492,669  

 商譽  5,518,483  5,522,253  

 聯營公司權益  4,104,087  4,009,196  

 合資企業權益  2,735,626  2,520,858  

 給予合資企業貸款  39,827  39,854  

 給予一間聯營公司貸款  33,455  11,15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434,476  381,449  

 其他財務資產  11,703  -  
       
  30,750,788  29,529,988  
      

流動資產      

 存貨  586,015  575,250  

 租賃土地  -  25,629  

 給予合資企業貸款  276,383  240,451  

 應收貨款、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 9 1,684,192  1,833,228  

 非控股股東欠款  107,375  105,168  

 其他財務資產  -  37,180  

 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  43,331  56,225  

 銀行結餘及現金  1,959,517  1,611,487  
      
  4,656,813  4,484,618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0 2,345,473  2,079,926  

  合約負債  2,989,721  3,043,956  

 欠非控股股東款項  89,435  96,629  

 稅項  891,678  862,740  

 借貸－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3,817,600  2,783,581  

  合資企業給予貸款  101,127  24,642  

  租賃負債  19,730  -  

 其他財務負債  14,260  114,865  
      
  10,269,024  9,006,339  
      

流動負債淨值  (5,612,211 ) (4,521,721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138,577  25,00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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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續） 

於2019年6月30日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借貸－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6,399,729  6,720,751  

  遞延稅項  504,523  495,900  

  租賃負債  40,648  -  

  一位非控股股東給予貸款  18,878  -  

  其他財務負債  25,417  22,300  

      
  6,989,195  7,238,951  

      
資產淨值  18,149,382  17,769,31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81,003  281,003  

 儲備  16,292,456  15,948,194  
      

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16,573,459  16,229,197  

非控股股東權益  1,575,923  1,540,119  
      
整體股東權益  18,149,382  17,76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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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六個月 

 

1.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編製其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下列

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該等新訂準則及修訂本於 2019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詮釋第 23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之預付款特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15 年至 2017 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期間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對本期間及過往期間本集

團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的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取代

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租賃及相關詮釋。 

 

於過渡時，本集團就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已作出以下調整： 

 

於 2019年 1月 1日，本集團確認租賃負債為 83,466,000港元及使用權資產為 740,781,000港元。 

 

對於 2019 年 1 月 1 日的保留盈利淨影響減少約 9,751,000 港元。 

 

有關重新分類變動及會計政策變動的詳細情況，將於中期報告內列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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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業務分類乃按集團之主要經營決策人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定期審閱之有關集團組成

部分之內部報告而劃分。集團之主要經營決策人已被識別為公司之執行董事（「執行董事」）。 

  

集團根據執行董事用作決策所審閱的內部報告釐訂其業務分類。 

  

集團現時把業務分為兩個業務分類（即集團用作申報財務資料的業務分類）︰銷售及經銷管

道燃氣和相關產品及燃氣接駁。彼等為集團所從事的兩大業務。業務及報告分類的主要活動

如下： 

 

 銷售及經銷管道燃氣和相關產品   －  - 銷售管道燃氣（主要為天然氣）及燃氣相關用具* 

   

 燃氣接駁                       －  － 根據燃氣接駁工程合約建設燃氣管道網絡 

 

* 銷售燃氣相關用具佔集團的總營業額少於5%。 

 

分類業績指各分類所賺取的除稅前溢利，但不包括融資成本、分佔聯營公司業績、分佔合資

企業業績、其他收益（虧損）淨額及未分配公司開支，如中央行政成本及董事薪金。此等為

呈報予執行董事用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類表現的方式。 

 

集團分類資產及負債之數額並無經執行董事審閱，或以其他方式定期向執行董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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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此等分類的資料於下文呈列。 

 

 

 

 

 

銷售及經銷 

管道燃氣和 

相關產品 

 

燃氣接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對外銷售 5,618,926  893,428  6,512,354  

       

分類業績 548,769  415,538  964,307  

       

其他收益淨額     44,292  

未分配公司開支     (77,160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72,443  

分佔合資企業業績     192,211  

融資成本     (190,187 ) 

       

除稅前溢利     1,105,906  

稅項     (253,781 ) 

       

期內溢利     852,125  

 

銷售及經銷 

管道燃氣和 

相關產品 

 

燃氣接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對外銷售 4,728,376  855,808  5,584,184  

       

分類業績 466,068  405,133  871,201  

       

其他虧損淨額     (27,926 ) 

未分配公司開支     (75,539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78,683  

分佔合資企業業績     193,164  

融資成本     (150,650 ) 

       

除稅前溢利     988,933  

稅項     (242,149 ) 

       

期內溢利     746,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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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營業支出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燃氣、倉庫及已用材料 4,599,623  3,784,993  

員工成本 485,578  470,209  

折舊、攤銷及租賃土地攤銷 334,660  308,527  

其他費用 205,346  224,793  

     

 5,625,207  4,788,522  

 

4.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其他借貸的利息支出 194,405  158,241  

銀行費用 3,105  2,952  

租賃負債的利息支出 1,631  -  

     

 199,141  161,193  

減: 資本化之數額 (8,954 ) (10,543 ) 

     

 190,187  150,650  

 

5. 除稅前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無形資產攤銷 9,518  9,988  

使用權資產折舊 25,806  -  

租賃土地攤銷 -  10,264  

已售存貨成本 4,942,081  4,104,30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99,336  288,275  

員工成本 485,578  470,209  

匯兌虧損 -  60,741  

其他財務資產╱負債之公平值淨變動 76,470  41,638  

     

及已計入下列各項：     

     

利息收入 7,596  7,825  

股息收入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30,051  53,480  

匯兌收益 68,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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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稅項費用於此兩個期間主要包括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由於集團之收入並非產生或來自香港，故並未作出香港利得稅撥備。 

 

集團中國附屬公司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介乎 15%至 25%（2018 年：15%至 25%）。 

 

根據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正式於 2014 年發布的《西部地區鼓勵類產業目錄》，於中國

西部營運的若干附屬公司已獲當地稅局給予稅務寬減，優惠稅率的企業所得稅為 15%。 

 

7. 每股盈利 

 

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即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755,624 

 

663,445 

 

     

 

 

8.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2018 年 : 無）。期內，董

事會已宣派 2018 年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拾伍港仙（2018 年 : 每股普通股拾伍港仙），合共

421,504,000 港元（2017 年 : 415,303,000 港元）。 

 

2018 年的末期股息以現金支付，惟股東獲授選擇權可就部份或全部該等股息以新股份形式代

替現金，收取作為末期股息。報告期後，於 2019 年 7 月 4 日，向股東支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

股拾伍港仙（包括向股東提供的以股代息選擇），作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的

末期股息。 

 

 

 股份數目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股份   千股份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810,028  2,768,690  



 

 

–11– 

 

9. 應收貨款、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貨款（淨信用損失撥備） 852,358  871,480  

預付款 467,167  597,090  

其他應收款及按金 364,667  364,658  

     

 1,684,192  1,833,228  

     

應收貨款 

 

集團的政策為給予其客戶平均 0 至 180 日的信貸期。視乎個別情況，集團可給予較長的信貸

期。根據接近收入確認日的發票日期計算，應收貨款於報告期期末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625,014  747,436  

91至180日 110,298  44,553  

180日以上 117,046  79,491  

     

 852,358  87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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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貨款、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貨款 1,169,886  1,248,393  

應付業務收購代價  74,969  75,019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095,998  755,590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附註） 4,620  924  

     

 2,345,473  2,079,926  

     

附註：該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應付貨款 

 

根據發票日期計算，應付貨款於報告期期末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573,433  819,120  

91至180日 193,548  127,950  

181至360日 212,281  128,181  

360日以上 190,624  173,142  

     

 1,169,886  1,24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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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營回顧 

 

2019 年上半年，集團合共銷售 56.19 億立方米燃氣，躍升 14%。集團總客戶數目達 1,303 萬戶，比

去年年底新增 40 萬客戶。當中工業售氣量錄得 32.09 億立方米，較 2018 年同期增長 16%，其售氣

量佔集團總售氣量的 57%，商業售氣量錄得 9.64 億立方米，同比增長 11%，其售氣量佔集團總售

氣量的 17%，而民用售氣量則同比增長 11%至 14.46 億立方米，佔集團總售氣量的 26%。公司股東

應佔稅後溢利為 7.56 億港元，較去年同期穩健增長達 14%。每股基本盈利為 26.89 港仙，較去年

同期上升 12%。 

 

營業額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內，管道燃氣和相關產品銷售業務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    

19%至 56.19 億港元，主要由於集團積極推廣以天然氣替代煤，並取得理想成果。本期間整體綜合

售氣量達 16.94 億立方米，較 2018 年同期增加 15%。燃氣接駁業務本期間之接駁費收入為 8.93 億

港元，較 2018 年同期增加 4%，同期新增綜合接駁客戶達 20 萬戶。 

 

新項目發展  

 

集團繼續大力推動分布式能源項目的發展進程，於今年內已增加了四個分布式能源項目，項目分別

位於安徽省馬鞍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南區、河北省唐山市灤州經濟開發區化工園區、河南省鄭州市新

密銀基國際旅遊度假區，以及廣東省深圳市。以上項目 5 年後天然氣等值用氣量可達 8,000 萬立方

米，與毗鄰的集團燃氣和分布式能源項目，在市場、氣源及政策等方面具備區域協同效應。連同過

去已成立的 10 個項目，集團現已共擁有 14 個分布式能源項目。 

 

此外，集團亦於年內成立了一間工程建設施工及項目管理公司—卓裕（廣東）工程建設有限公司 

（「卓裕廣東」）。作為集團發展工程施工業務之平台，卓裕廣東將能快速整合集團旗下工程施工公 

司資源，加快項目公司的發展速度，提高集團對工程建設管理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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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主要包括集團在成都燃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燃氣」）

及南京公用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公用」）之投資。成都燃氣及南京公用均以公平值列賬，兩者

之公平值變動於期內確認至其他全面收益。 

 

或有負債 

 

集團於 2019 年 6 月 30 日並無重大或有負債。 

 

財務狀況 

 

集團一直採取審慎的財務資源管理政策，維持適當水平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和充裕的信貸額度，以

應付日常營運及業務發展需要，同時將借貸控制在健康水平。 

 

於 2019 年 6 月 30 日，集團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為 102.17 億港元，其中 38.18 億港元為在一年內

到期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63.81 億港元為期限介乎一年至五年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1,800 萬        

港元為期限超過五年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在利率安排上，其中 56.84 億港元銀行貸款及其他貸

款以定息計息，集團其餘 45.33 億港元借貸以浮息計算。有關借貸年期及利率安排，為集團提供穩

健的財務資源及穩定的利息成本。由於集團業務主要位於中國內地，大部份交易、資產及負債按人

民幣記賬，因此集團之非人民幣存款及借貸會就人民幣之匯率變動承受外匯風險。期內由於人民幣

匯率變動，集團記入匯兌收益 6,800 萬港元。於期末集團之借貸中 78.15 億港元為人民幣借貸，其

餘 24.02 億港元以港幣及美元為主，此等非人民幣借貸均已作人民幣對沖，以減低外匯風險。除上

述借貸外，旗下合資企業向集團提供 1.01 億港元之人民幣定息短期貸款。集團期內持有之多份外

幣掉期合約、外幣期權合約及外幣利率掉期合約為非人民幣銀行貸款對沖匯兌風險，有關的其他財

務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淨變動虧損為 7,600 萬港元。於 2019 年 6 月 30 日，集團並無提供任何資產

抵押。集團於本期末之負債比率（即淨負債相對公司股東應佔權益加淨負債之比率）則為 33.4%。 

 

於 2019 年 6 月 30 日，集團之現金、現金等價物及定期存款合計 20.03 億港元，當中 99%為人民幣

資產，其餘主要為港幣及美元。 

 

於 2019 年 6 月 30 日，集團已取得而未動用信貸額度為 66.57 億港元。 

 

集團營運及資本支出之資金來自業務營運之現金收入、內部流動資金及銀行融資安排。集團持有現

金及現金等價物，加上未動用之銀行信貸額度，因此能夠保持穩健的資金流動性，具有充足的財務

資源以應付履約、營運及業務投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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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評級 

 

穆迪維持港華燃氣之發行人評級為「Baa1」，評級展望為「穩定」。標準普爾亦維持港華燃氣之長

期企業信貸評級在「BBB+」，評級展望為「穩定」。該等評級反映了信貸評級機構對集團穩健業務

及信貸記錄之認同。 

 

中期股息 

 

董事會經考慮公司的股息政策後，於 2019 年 8 月 19 日的董事會會議上決議不派發中期股息 

 （2018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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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 2019 年 6 月 30 日，集團僱用 22,101 名僱員，其中 99%在中國內地工作。集團按員工之個別表

現、工作性質和職責來釐定薪酬，並為員工提供在職培訓及完善福利，包括醫療及退休計劃、年終

獎金及其他獎勵。集團亦鼓勵員工作息有序，工作與生活平衡，並持續優化工作環境，讓員工盡展

所長，為集團作出貢獻。 

 

企業社會責任  

 

2019 年，港華燃氣再度獲選為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成份股，而集團已連續 8 年獲此殊榮，

足證港華燃氣在環境、社會及企業管治三個範疇的表現卓越，克盡企業公民之責任，妥善平衡在環

境、商業，以至社會層面的貢獻與表現。 

 

港華燃氣自去年成立由最高管理層組成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讓各部門協助推動及監察集團在

健康與安全、社區參與、環境保護等範疇之表現。配合集團積極拓展環保項目的策略性方向，港華

燃氣在 2019 年上半年推出以「減塑」為題的公益活動，號召旗下項目公司及員工減少使用吸管、

餐盒等塑膠製成的一次性用品，並舉辦植樹及節能活動，藉此宣揚低碳的生活模式。截至 6 月        

30 日，共有超過 70 家項目公司響應，逾 2,200 名義工參與其中，服務時數達 11,000 小時。 

 

集團的標誌性社會福利計劃──「港華輕風行動」再下一城，將助學理念推廣至四川省巴中市平昌

縣尖山小學，設立「港華愛心書庫」、翻新設施及搭建雨篷，並為師生們添置校服及球鞋等日用品，

藉此改善下一代的學習環境。自「港華輕風行動」於 2013 年創辦以來，集團先後在四川省、江西

省、安徽省、山東省、貴州省、遼寧省、廣東省、福建省及內蒙古自治區展開愛心助學活動。 

 

為傳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構建鄰里和諧關係，逾 70 家項目公司響應由港華燃氣牽頭的第九屆「萬

糉同心為公益」活動，適值端午佳節，號召員工及親友一同裹糉，再送予弱勢社群，而今年有近

1,400 名義工參與活動，包裹及送出的糉子逾 36,700 隻。 

 

港華燃氣響應國家「安全生產月」的號召，在 6 月再度舉辦「HSE Walk 健安環萬里行」，與母公

司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中華煤氣」）動員旗下逾 140 家項目公司，招募超過 14,000 名同事及

親友於全國的業務所在地萬里同行，將集團在健康、安全及環保範疇所訂立的行業規範推而廣之。

今年活動以「強化作業 誠行萬里」為主題，藉著活動重申集團「安全至上」的原則，例如集團旗

下之安全委員會每年會展開兩次大型安全巡查，通過實地考察將業務存在的隱患消除，務求將安全

風險降至最低，同時港華燃氣致力推動「誠信」文化，在公開、公平、公正的前題下，為市民提供

優質服務，在提升社會信譽的里程上踏出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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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經濟環境 

 
2019 年伊始，中國經濟表現平穩，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6.3%。美國政府於 2019 年 5 月        

10 日再次提高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稅率的決定，將為中國經濟增長增添壓力。隨著中美經貿關係

局勢變化，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幅加劇，惟美元利率政策預期有所變化，中國政府亦及時推出穩定

匯率措施，因此預計匯率全年仍能保持在合理區間。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繼續擴大對外開放和對內減費降稅的力度。2019 年 3 月份，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將於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對外商投資全面實

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將於 2019 年 7 月 30 日起實施的《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

措施（負面清單）（2019 年版）》之負面清單條目，已由此前的 48 條減至 40 條；在基礎設施領域，

取消 50 萬人口以上城市燃氣、熱力管網必須由中方控股的限制，對外商開放力度明顯加大。 

 

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海關總署聯合發布《關於深化增值稅改革有關政策

的公告》，決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增值稅稅率原來為 16%的，下調至 13%；原來為 10%的，

下調至 9%。 

 

上述舉措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將逐步展現，推動全年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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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市場化改革新進展 

 

2019 年 3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石油天然氣管網運營機制改革實施意見》，提出

組建以國有大型油氣企業幹線管道為主體的國家管網公司，加快推進實現全國「一張網」的目標，

提升管網營運能力和利用水平。 

 

2019 年 5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國家能源局發布新版《油氣管

網設施公平開放監管辦法》，提出兩年內建立熱值計價體系，加強服務合同監管等具體措施，推動

中游管網、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和地下儲氣庫等設施向第三方公平開放，促進國內天然氣行業全產業

鏈協調發展，緩解國內天然氣區域性和季節性的供需矛盾，形成更為合理的市場化天然氣定價機制。 

 

中國政府於近年一直大力推動內地天然氣之市場化改革，發改委分別於 2017 年公布了《關於加強

配氣價格監管的指導意見》和於 2019 年 6 月發布了《關於規範城鎮燃氣工程安裝收費的指導意見》 

，這些政策分別為城市燃氣企業之配氣業務和工程安裝業務提出了回報率之設定建議，而管道燃氣

終端用戶之銷售氣價和工程安裝費收費標準由當地物價局釐定。未來可能存在集團城市燃氣項目公

司需要根據相關政策調整天然氣銷售氣價和工程安裝費收費標準之風險，對集團之營運及財務將帶

來不明朗之影響。有見及此，管理層正積極關注及評估政策之改變並將採取適當措施應對潛在之   

風險。 

 

有關燃氣工程安裝收費政策可能影響城市燃氣企業的短期收益；但長遠而言有利於在安全管理、品

質保證和優質服務方面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成為客戶優先之選。集團視優化燃氣工程安裝業務流

程、控制安裝成本為關鍵管理課題，長期堅持相關研究部署，有信心在未來的市場競爭中佔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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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燃氣市場前景 

 

201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將污染防治作為政府「三大攻堅戰」之一，提出

要擴大藍天保衛戰成果，開展京津冀及周邊、長三角、汾渭平原大氣污染治理任務，加強工業、燃

煤、機動車三大污染源治理。為期四年的第二輪中央環保督查亦正式啟動。 

 

環保政策的持續和深入，為擴大天然氣利用提供了有利的市場環境。雖然上半年全國天然氣消費的

同比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預期天然氣全年消費量仍能實現雙位數增長。隨著環保政策之推行，各

地天然氣利用之需求和市場亦呈現不同特點。例如江蘇省正在大力推進《江蘇省「兩減六治三提升」

專項行動實施方案》；陝西省西安市對《「鐵腕治霾•保衛藍天」三年行動計劃方案（2018-2020 年）》

進行了修訂，提出 2019 年底前對燃煤集中供熱站進行徹底清潔化改造等。 

 

集團密切關注國內天然氣市場出現的新變化和新機遇，堅持市場深耕策略，通過深入開展綜合能源

服務和分布式能源項目為客戶提供更高效的能源服務。在取消城市燃氣和熱力管網投資控股比例限

制後，外商投資將獲得更多國民待遇，「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等國家發展戰略亦

將帶來更多業務發展機遇，城市燃氣市場將更為活躍和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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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業務展望 

 

集團因應 2019 年國內天然氣市場的形勢，已及早進行策略部署。在上游氣源方面，穩步擴大進口

液化天然氣，充分發揮集團母公司中華煤氣旗下的金壇地下儲氣庫之儲氣能力，補充冬季調峰用氣

和降低氣源成本；在中游環節，積極推進金壇地下儲氣庫建設和集團管網互聯互通，尋找液化天然

氣接收站合作項目；在下游市場，將工商市場開發策略升級為「提供綜合能源服務」策略，為用戶

提供更多樣化的用能服務和更高效率的能源利用方案，集團旗下港華能源投資有限公司與清華大學

於 2019 年 4 月份合作成立「清華—港華區域綜合能源規劃技術聯合研究中心」，將助力集團在綜合

能源服務領域的技術領先地位。 

 

集團的民用市場和延伸業務也在穩健拓展之中。名氣家正在推進對外戰略合作，藉此深入挖掘顧客

價值，擴大延伸業務規模。集團於 2019 年 5 月成立的卓裕廣東，為內外部客戶提供城市燃氣工程

項目等諮詢和顧問服務，拓展相關業務領域。以上策略行動將引領集團把握機遇，迎接挑戰，實現

全年業務之良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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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公司之上市證券 

 

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公司於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 10 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證券之標準守則。

經公司個別作出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於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內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之規定。 

 

審核及風險委員會  

 

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設立一個審核及風險委員會（「審核及風險委員會」），負責檢討和

監察集團之財務匯報程序、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 

 

審核及風險委員會已於 2019 年 8 月 12 日舉行會議，審閱集團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內之

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布之《香港審閱準則》第 2410 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對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內之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審閱。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向集團盡忠職守之全體員工致以衷心感謝。同時，本人亦向一直對集

團予以支持的各位股東及投資者致以由衷謝意。 

 

承董事會命 

         何漢明 

執行董事暨公司秘書 

香港，2019 年 8 月 19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行董事：  

陳永堅（主席）  

黃維義（行政總裁）  

何漢明（公司秘書）  

紀偉毅（營運總裁）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鄭慕智 

李民斌 

關育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