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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所提供的若干統計數據及資料乃摘錄自不同的官方來源及於本節更具體

詳述的其他刊物。儘管董事及保薦人在摘錄及轉載該等統計數據及資料時已合理審

慎地行事，惟並無就任何直接或間接摘錄自官方來源之事實或統計數據進行任何獨

立核實。本公司及保薦人、彼等各自的董事、代理或顧問並無就該等直接或間接摘錄

自官方來源之統計數據及資料的準確性或完整性發表任何聲明或承擔任何責任。

全球能源行業概覽

全球一次能源消耗量

近年，全球經濟發展一日千里，帶動一次能源的消耗量持續增加。根據EIA發表的研

究，預測由二零零三年起至二零二五年，全球一次能源的消耗量將按約2.0%的每年平均

率增長，高於之前14年（一九九零年至二零零三年）約1.5%的增長率。預期二零二五年全

球一次能源的消耗量將約達644.6千萬億Btu，較二零零三年約421.5千萬億Btu增加約

52.9%。下表按不同能源種類載列全球一次能源於一九九零年及二零零三年的消耗量及

預測二零二五年的消耗量：

一次能源 千萬億Btu 份額 (%) 每年平均增長率 (%)

消耗量（記錄 一九九零年至 二零零三年至

及預測） 一九九零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二五年 一九九零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二五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二五年

總計 348.2 421.5 644.6 100 100 100 1.5 2.0

石油 136.0 162.2 243.4 39 38 38 1.4 1.9

天然氣 75.0 99.1 162.1 22 24 25 2.2 2.3

煤 90.5 100.7 156.1 26 24 24 0.8 2.0

核能 20.3 26.5 34.1 6 6 5 2.1 1.2

其他 26.4 32.9 48.9 7 8 8 1.7 1.8

資料來源： 記錄：EIA，2003年國際能源（華盛頓DC，二零零五年五月）；預測：EIA，二零零
五年度能源前膽（華盛頓DC，二零零五年二月）。

全球天然氣市場

天然氣是世界重要的能源，佔二零零三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耗量約24%，在眾多能源

中，天然氣是最為清潔、安全及有用的能源之一。董事認為使用天然氣時排放的污染物遠

較其他不少能源（如煤及原油）所排放的污染物少，天然氣被視為日後普遍使用的環保

能源，取代其他化石燃料。天然氣可應用於發電、住宅、工業及汽車用途上。



行業概覽

– 55 –

近年來，全球暖化及反常天氣令全世界關注空氣污染所引致的環境問題，並就全球

所消耗不同類別的能源進行討論。根據EIA刊發的二零零五年度國際能源前瞻，天然氣消

耗量將會因為發展中國家的持續需求而不斷增長。根據本文件「行業概覽－全球一次能

源消耗量」一節所載之圖表顯示，估計在二零零三年至二零二五年間，天然氣消耗量的升

幅約達63.5%，由二零零三年約99.1千萬億Btu上升至二零二五年約162.1千萬億Btu。

中國能源行業概覽

據國際能源署（「IEA」）表示，中國是全球第二大能源生產國和消耗國，僅次於美國。

以消耗量而言，煤現時為中國最主要之能源來源。普遍認為，倚賴煤及石油作為主要能源，

以及耗用化石燃料所造成的相關環境問題，將會妨礙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儘管中國目

前仍以煤作為發電的主要燃料，然而燒煤卻造成空氣污染及危害環境。中國的二氧化碳

和二氧化硫釋放量分別排行世界第二和第一。此外，中國現有石油供應中，三分之一倚賴

進口所得，這比例一直在提高。下圖展示中國於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四年不同能源的生

產供應組合：

能源總產量及其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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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二零零五年中國統計年鑑。

鑑於中國經濟持續發展，預期中國對能源將有大量需求，故中國政府正加緊其工作，

以確保有效利用能源並找出其他能源來源，以應付任何可能出現之能源短缺問題。根據

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能源業制定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五年的第十個五年計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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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首要目標是透過增加潔淨及高效能能源（包括天然氣、水力及其他潔淨燃料）的供應

產量及調低煤於特定最終用途所佔比重，合理整合國家之能源供應及消耗結構。預期中

國以煤作為一次能源供應的比率將由二零零零年約70%下降至二零三零年約60%。

中國天然氣市場

於二零零二年，中國天然氣生產供應量佔中國總能源供應量約3.2%，其消耗量則佔

中國一次能源總消耗量約2.7%，此天然氣消耗量遠低於約24%的世界平均水平。

根據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十個五年計劃，為合理整合能源供應及消耗結構，

首要任務是提高天然氣佔中國能源供應組合的比重。中國政府的目標是分別在二零一零

年及二零二零年前將天然氣消耗量提升至佔中國一次能源總消耗量約6%及10%。中國主

要天然氣基礎建設包括於廣東興建中國首個LNG進口集散站（預計於二零零六年開始運

作）及全長4,000公里的「西氣東輸管道」（已於二零零四年年底竣工）。中國國家發展與

改革委員會指出，估計中國天然氣行業之投資額將於未來五年達到每年人民幣200億元

至300億元。

下圖顯示二零零五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二零年按行業應用劃分的中

國天然氣需求量及生產供應量：

中國按行業應用劃分的天然氣需求及生產供應量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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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中國能源發展報告(2006)，北京市場經濟發展研究院(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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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天然氣將繼續應用於發電、住宅及工業方面（包括化學工業，例如作為給料及

供汽車使用）。

預期天然氣需求量將於二零二零年前增加至約200 bcm，相比於二零零零年約

22.6 bcm的需求增加約785%。預期在中國於二零二零年對天然氣之總需求中，約37.5%

將應用於發電行業，而約35%將應用於城市燃氣方面（包括NGV）。

中國的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已推行一系列減少空氣污染程度的措施，包括自一九九

九年起透過推行國家清潔汽車行動以提倡使用NGV。

目前，中國逾二十個城市已開始為汽車重新安裝氣體引擎並改裝為NGV。根據國際

天然氣汽車協會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Natural Gas Vehicles)於二零零五

年一月發表之統計數字，中國約有97,200輛NGV；同時為方便車主使用NGV，已興建超過

300個有關加氣站。此外，上海、重慶及海南等多個城市亦已頒佈政策，鼓勵或規定使用環

保汽車（包括NGV）。

北京作為二零零八年奧運的主辦城市，其所有公車已由二零零一年開始改裝為使

用CNG，而計程車及其他交通工具亦將續步轉用CNG。於上海所有新計程車亦將須符合

最低排氣標準。董事預期，將來中國各大城市由CNG推動的公車及計程車將迅速激增。

預期興建天然氣加氣站及其他相關天然氣裝備的需求將會增加。為支持採用NGV，已加

緊趕工興建天然氣加氣站，董事預期此將增加對有關集成業務及燃氣裝備之需求。

中國之天然氣供應

根據(i)國際能源署表示，中國已證明儲備約達1.5萬億立方米天然氣及根據 (ii) 國

家能源領導小組辦公室作出之預測，中國之天然氣儲備估計於二零零六年至二零一零年

期間將錄得每年約400 bcm至450 bcm之增長。

中國政府已於二零零四年年底前完成興建一條全長4,000公里的管道網絡，名為「西

氣東輸管道」項目，將天然氣由新疆西部經管道輸送至上海，管道途經鄂爾多斯盤地，連

同將當地天然氣一併輸送。

另一個天然氣供應來源則為哈薩克斯坦。中哈石油管道項目已於二零零五年竣工，

並正就一項天然氣管道進行磋商，旨在將天然氣從哈薩克斯坦輸往中國，其為主要陸上

跨境管道項目，投資額約達3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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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亦有意初步在中國東南部沿海地區興建LNG進口集散站，以便進口LNG

以供應天然氣至中國東南地區使用。於廣東的中國首個LNG進口集散站興建計劃於二零

零一年三月公佈，有關從澳洲進口LNG的供應合約亦已簽訂。目前預期第一期集散站將

於二零零六年開始運作，為服務廣東省及鄰近地區而設。第二個LNG集散站亦已計劃在

福建省漳州興建。一項有關從印尼進口LNG往福建省之供應協議亦已簽訂。此外，泉州、

寧波、上海、深圳及珠海沿海地帶亦正興建或計劃興建其他LNG集散站。

除上述項目外，尚有其他管道正在興建，將較小型的天然氣藏區連接至客戶。連接

柴達木盤地澀北天然氣田至中國甘肅省蘭州市的輸氣管道已於二零零一年年底竣工。另

一項計劃進行的管道項目將會連接西南部四川省的天然氣藏區至中國湖北及湖南省。

董事認為，以上項目為中國天然氣市場的發展提供所需供應基建。

中國天然氣基礎建設之投資

以往，中國天然氣的消耗一直限於天然氣田附近之地區，主要由於中國缺乏長途管

道輸送天然氣。中國政府已開始計劃建立全國管道天然氣的架構。主要興建管道項目例

子有「西氣東輸管道」項目，已於二零零四年年底完成，並覆蓋九個省份，以及「中哈天然

氣管道」項目，目前正協商把天然氣由哈薩克斯坦輸往中國。此外，中國政府於其第十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中強調其進一步加快興建天然氣管道之承諾及確

認於適當時間建設第二條「西氣東輸管道」之需要。

根據二零零五年中國統計年鑑，中國天然氣管道的長度上升約49.9%，由二零零二

年的47,652公里增至二零零四年的71,411公里，而中國可使用天然氣的人口上升約51.4%，

由二零零二年約37,000,000人增至二零零四年約56,000,000人。中國天然氣的總供應量由

二零零三年約14,160,000,000立方米增至二零零四年約16,930,000,000立方米，以約19.5%

之年增長率上升。中國住宅用天然氣總消耗量為亦上升約 21.1%，由二零零三年的約

3,750,000,000立方米增至二零零四年的約4,540,000,000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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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相信中國大力投資於天然氣基建，將很可能為本集團帶來重大商機，可擴大其

客戶基礎。鑑於中國已確定擁有天然氣儲備，董事認為中國天然氣市場有持續增長的潛

力。

天然氣的供應泛指開採、儲存、輸送及配送。天然氣可儲存於壓力容器或儲氣罐，而

配送天然氣則需利用調壓站、加氣站、壓縮機及管道等基礎建設。至於輸送方面，天然氣

可透過管道、槽車與拖車以及運輸輪輸送。

在中國東南地區的LNG進口集散站，天然氣被轉成LNG後乃以大型運輸輪運送。當

運輸輪靠泊港口／集散站時，LNG將會被收集並儲存於大型絕熱罐，以待按客戶的需要

進一步加工及配送。大型的儲存及加工設施一般於集散站興建。

就已竣工的「西氣東輸管道」項目及目前尚在磋商階段的「中哈天然氣管道」項目

而言，天然氣將從氣田透過沿岸管網輸往需求集中的倉庫。

大型管網、運輸輪及位於進口集散站的大型儲存及加工設施一般用以大體積天然

氣的長途輸配。

就較短途的配送而言，天然氣被轉成LNG或CNG後可透過管網或拖車或槽車輸送。

一般認為，CNG可以便捷及經濟的方式輸往管網尚未妥善建立至最終用戶之地點。

董事預期，鑑於中國政府將致力進一步發展天然氣市場，用作開採、儲存、輸送及配

送天然氣的裝備、機器及管網均屬必需。

中國政府計劃在二零二零年前投資約人民幣2,200億元，以發展天然氣行業，包括興

建長達50,000公里的管道、LNG集散站及LNG運輸設施。中國政府已就更有效開採及使

用天然氣以加強國家能源保障而制定長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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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設計及銷售燃氣裝備之中國規例

中國政府已就特種燃氣產品及裝備之品質及安全監察制定一系列條例，包括但不

限於《鍋爐壓力容器製造監督管理辦法》、《特種設備安全監察條例》、《壓力容器壓力管

道設計單位資格許可與管理規則》、《強制性產品認證管理規定》、《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

管理辦法》、《關於車輛產品目錄管理改革有關問題的通知》、《車輛生產企業及其產品公

告》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壓力容器

質檢局為負責中國所製造及使用特種裝備的安全監督及管理的部門。質檢局的特

種裝備特許辦事處負責處理特種裝備製造商提交的特種裝備牌照申請、進行調查以供質

檢局審閱及編製海外及國內特種裝備製造商的特許資料庫。

為規管於中國製造與銷售鍋爐及壓力容器及確保其達到有關生命及財產的安全性

能水平，質檢局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起實行《鍋爐壓力容器製造監督管理辦法》。三份

支持文件分別為《鍋爐壓力容器製造許可條件》、《鍋爐及壓力容器製造許可工作程序》

及《鍋爐壓力容器產品安全性能監督檢驗規則》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生效。該等規例

主要條款包括：(1)所有在中國境內製造及／或使用之鍋爐及壓力容器產品均須進行註冊

及就安全性能受到強制監察及檢查；(2)製造商須申請特別製造牌照以便在中國銷售其產

品；(3)製造商必須符合特定標準及其產品須通過所需的試產測試以取得牌照；(4)製造商

只可生產牌照所示之產品類別（目前，《壓力容器壓力管道設計單位資格許可與管理規

則》將所有壓力容器分為四類：A、B、C及SAD級別）；(5)製造牌照之有效期為四年，並可

予續期；(6)在製造工序中須檢查鍋爐及壓力容器之安全性能；及(7)倘若製造商之產品出

現嚴重問題或不再符合製造牌照之規定，則製造牌照將被暫時吊銷或遭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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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二年八月，質檢局頒佈《壓力容器壓力管道設計單位資格許可與管理規

則》，該規例列明壓力容器設計機構及製造商必須取得進行壓力容器設計活動的所需資

格。

國務院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一日頒佈《特種裝備的安全監管規例》，以監督鍋爐、

壓力容器、壓力管道等特種燃氣裝備的生產工序（包括設計及製造）、測試及檢驗工序及

相關服務（包括安裝、調配、保養及維修）的安全性能檢驗。

本集團已取得壓力容器製造證、高壓氣體瓶式壓力容器製造註冊證、壓力容器設計

許可證及壓力容器製造批文，以進行其有關壓力容器的製造及設計業務。

根據國家經貿委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二日頒佈的《關於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目

錄管理改革有關問題的通知》，所有汽車製造商及彼等製造之車輛型號必須按生產汽車、

改裝汽車及電單車及相關產品之全國性企業目錄（「批准目錄」）註冊，方可合法地在中

國銷售彼等之產品。汽車製造商及汽車型號須由國家經貿委批准，並以公告方式發佈。本

集團已按發改委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三日公佈之批准目錄第40號之規定取得有關註冊，

以在中國銷售其拖車及槽車產品。

壓縮機

由質檢局於二零零二年四月訂立的《管理工業產品製造牌照的措施》（「措施」）制

定受工業產品系統規限的產品目錄（「目錄」）。根據措施，製造及銷售目錄內之壓縮機產

品均須取得質檢局簽發的國家工業產品製造牌照。

集成業務

燃氣能源業的集成業務為一種新興業務模式，包括提供系統設計、現場安裝及培訓

計劃等增值服務，以及向為CNG加氣站經營商之顧客售賣天然氣壓縮機、壓力容器及

CNG拖車等燃氣裝備，並不涉及製造特種裝備，因此與壓縮機及壓力容器等燃氣裝備相

關之規例於截至最後可行日期並不適用於此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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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所確認，本集團自成立以來經已取得在中國經營業務所需

的有關牌照、許可證及證書，並在各重大方面遵守中國的所有適用法例及法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