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燃氣業務



透過「一站式廚房設計服務」， 
拓展「B2B」業務，向物業發展商之新樓盤
項目售出超過4,000套廚房設備組合

煤氣乾衣機推出 
20周年，累計 
銷售量達154,870台

「愛 • 為生活打氣」及 
「一站式廚房設計服務」同時 
榮獲2015年「HKMA/TVB 
傑出市場策劃獎 — 優秀獎」



住宅及商業市場

受訪港旅客人次下跌影響， 

加上年內天氣較往常温暖， 

全年煤氣銷售量為28,404百萬

兆焦耳，較上一年下降1.5%。 

而截至2015年底，客戶數目 

增至1,839,261戶，較上一年 

增加19,326戶。   

我們於2015年8月將煤氣費 

上調3.5%，以應付日益上漲之

人力成本和營運支出。未來 

10年，47萬個新建住宅單位將

相繼投入市場，我們預期煤氣

銷售量於日後會顯著回升。

我們致力開拓嶄新煤氣應用，

集團於商業市場表現良好， 

並未受訪港旅客人數下跌所 

影響。香港兩大主題公園增加

使用不同能源設備，轉用煤氣

海洋公園「澳洲歷奇」之中央空調 

系統，採用煤氣推動之直燃型 

吸收式機組，以調節室温。

作為香港首家公用事業機構，集團與時並進， 

發揮創新思維，保持業界領導地位。我們一直 

審慎實行創新方案，推動業務持續增長， 

同時始終堅守原則，為客戶供應安全可靠之 

燃氣，並提供高質素之產品和服務。

香港燃氣業務34



驅動之空調及抽濕系統，以及

其他應用設備，有助降低成本

且更為環保可靠，加上園內提供

之餐飲服務，我們於主題公園

之煤氣銷售量因而大增36%。

我們推出專為食肆而設之高效

能產品，故此於餐飲市場之業務

能保持穩定增長。我們引入 

多款創新之自動化煮食爐具，

廣受餐飲業歡迎。這些煤氣 

爐具特設餘熱回收功能，並且

具備自動拋鑊、智能火力及時間

控制，以及預設程式噴射熱風

烤焗功能，不僅節約能源、 

降低營運成本，亦可保持食品

質素，同時有助減低僱員因 

重複烹調動作引致勞損之風險。

年內，我們取得兩個轉用煤氣作

能源之項目，包括屯門一家洗衣

廠，以及灣仔一所由醫院管理局

營運之醫院，有助保護環境。

當中設備由柴油改為雙燃料 

驅動，以便使用煤氣，有關 

改造工程將於2016年完成。

此外，我們將利用堆填區沼氣

發電，減少碳排放之餘，亦可

轉廢為能。新界東北之新發電機

工程完成後，每年可為雅麗氏

何妙齡那打素醫院供應2,000萬

兆焦耳之電力。發電機為熱電 

聯供系統，透過餘熱回收提供

蒸汽及熱水予醫院使用。此全新 

系統將於2016年中投入運作。

我們積極推廣在家煮食，鼓勵

回家吃飯，共享天倫，同時可於

集團住宅項目之間帶動協同效

應，發揮最大效益，亦有助集團

突破傳統公用事業機構之形象。

2015年，「愛 •為生活打氣」及

「一站式廚房設計服務」 項目 

分別推廣在家煮食促進家庭 

和睦及現代優質生活之理念， 

同時榮獲2015年「HKMA/TVB 

傑出市場策劃獎 — 優秀獎」。

Mia Cucina Curva櫥櫃系列，以弧線

設計營造時尚獨特之線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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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數目 
公司（千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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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之風險。前線人員亦可藉

此機會接觸客戶，講解煤氣安

全知識，同時直接處理問題。

我們盡心服務，滿足客戶需要，

於2015年帶來豐碩成果。 

我們連續七年榮獲《星島日報》

「星鑽服務品牌選舉」之「最佳

售後服務大獎」；第五度獲頒 

《東周刊》之「香港服務大獎 —  

公共能源」；並首次奪得《明報

周刊》之「星級公用事業大獎」。

我們之客戶服務熱線中心採用

先進來電管理系統，具備嶄新

功能，有助提高服務水平。我們

更獲香港客戶中心協會頒發 

「神秘客戶撥測大獎 — 金獎」、

「年度最佳呼入客戶中心小組 

2015年，廣受歡迎之煤氣乾衣

機在香港巿場推出20周年。 

我們特別舉辦一系列推廣活動，

慶祝此煤氣產品取得佳績之餘，

亦突顯室內煤氣乾衣之好處和

便利。

提高客戶服務水平

我們矢志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

亦致力確保客戶安全，同時為

他們帶來更舒適便捷之生活 

體驗。年內，我們收到6,766封

嘉許信，足證我們之努力得到

客戶認同。

過去20年，我們每隔18個月便

派員到訪客戶家中進行定期 

煤氣安全檢查，務求減低事故

年內，我們售出之爐具達

255,730台，銷售額較上年度 

上升6.4%。透過「一站式廚房 

設計服務」，我們在高級零售及

物業發展市場拓展「B2B」業務。

我們將Mia Cucina櫥櫃連同

TGC和Scholtès爐具一併銷售，

向零售客戶及大型發展商提供

一站式廚房設備組合。隨着 

市場日漸重視小巧廚房之優雅

設計，本港大型物業發展商對

此類廚房組合方案之需求亦隨

之增多。僅在2015年，我們售

出超過4,000套廚房設備組合。 

最新「隱藏式櫥櫃」亦於年內 

推出，特別適合近年流行之 

開放式單位設計，我們深信此

產品將受香港新一代業主歡迎。

我們與法國廚師會合辦之法國烹飪

藝術文憑課程，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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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 — 金獎」及「年度最佳 

呼入客戶中心（50席以上） —  

銅獎」。

年內，我們革新手機應用程式，

提供更多網上服務、烹飪食譜，

以及環保節能知識。客戶現在

只需出示應用程式內之煤氣賬單

全面革新手機應用程式，

提供一站式網上服務， 

加強與客戶聯繫。

可靠程度

源源不絕之煤氣供應 
（超逾99.99%）

99.992%

因維修或其他工程 
而需暫停煤氣供應 
（3天前預先 
通知客戶）

100%

12小時內恢復 
煤氣供應

100%

處理客戶意見

於3個工作天內 
處理書面建議

100%

兩星期內解決問題 
或告知客戶解決方法 
和所需時間

100%

服務質素

高效率*

8.85

親切、誠懇和 
專業之服務*

8.86

*  根據獨立資料研究公司進行之客戶調查結果計算得分。以10分為滿分，承諾取得8分以上之成績。

安全程度

緊急搶修隊平均到達 
現場時間（於25分鐘內）

平均20.96分鐘

預約服務

於兩個工作天內 
提供維修及安裝服務

平均1.12天

效率和方便程度

客戶服務熱線 
（來電於4聲鈴響內接聽）

93.21%

一個工作天內接駁 
或截斷煤氣供應
（因應客戶要求）

100%

截斷煤氣兩小時後 
客戶中心退回 
開戶按金
（因應客戶要求）

100%

2015煤氣公司  
服務承諾成績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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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碼，即可隨時於便利店繳交

煤氣費，方便快捷。

煤氣基建設施

2015年，我們繼續積極擴展並

提升香港煤氣管道網絡及基建

設施，使煤氣供應更穩定可靠，

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

馬頭角廠房之改建工程已經 

完成。我們以天然氣全面取代

石腦油作為生產煤氣之原料，

不僅減少過程中產生之氧化氮

排放量，亦帶來不少經濟 

效益。我們銳意不斷提高煤氣

安全水平，增加坑道巡查次數、 

加強煤氣測漏，並定期更換 

舊管道。這些措施成效顯著，

第三者損毀事故及管道網絡 

之煤氣洩漏事故數字均創新低。

此外，我們正在更換煤氣管道

網絡內之中壓球墨鐵管，工程

現已進入最後階段。

為確保新界西北地區住宅之 

煤氣供應穩定可靠，我們正沿

青山公路鋪設環形管道，由大

欖站延伸至屯門北站，全長 

9公里，並改建這兩個煤氣站 

以配合增加之產量。管道鋪設 

工程預計於2017年完成。

我們亦開發嶄新技術，進一步

改善檢查及維修程序，確保 

供氣安全穩定。我們使用無線

立管檢查飛行器進行室外立管

檢查及煤氣洩漏檢測，大幅 

提高運作效率。此外，我們 

特別設計小型多功能機械人

逾千名煤氣僱員和承辦商參與

定期安全檢查計劃推出20周年

之慶祝活動，並拼出紀念圖案。

Laparobot，可偵測管道網絡 

內之異常情況並加以修復， 

無須挖掘路面。我們更研發創

新之自動截水裝置Aquashield，

可自動封閉管道，阻隔水流，

保護地下煤氣管道免因鄰近 

水管爆裂而遭水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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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公里街喉客戶數目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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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煤氣管道網絡

大埔廠

馬頭角廠

粉嶺

廣東液化
天然氣站

上水

馬鞍山

沙田

西貢

荃灣

川龍

打棚埔

大蠔
東涌

赤鱲角

大欖角

屯門

元朗
天水圍

凹頭

將軍澳

柴灣黃泥涌

青衣

香港國際
主題公園

觀塘

赤柱

香港島

九龍

新界

大嶼山

深圳

已計劃興建之高壓
或次高壓管道

興建中之高壓或
次高壓管道

已完成之高壓
管道

已完成之次高壓
管道

已完成之廣東液化
天然氣站至大埔廠之
海底管道

計劃中新煤氣
供應區域

現有之煤氣
供應區域

大埔廠

馬頭角廠

粉嶺

廣東液化
天然氣站

上水

馬鞍山

沙田

西貢

荃灣

川龍

打棚埔

大蠔
東涌

赤鱲角

大欖角

屯門

元朗
天水圍

凹頭

將軍澳

柴灣黃泥涌

青衣

香港國際
主題公園

觀塘

赤柱

香港島

九龍

新界

大嶼山

深圳

已計劃興建之高壓
或次高壓管道

興建中之高壓或
次高壓管道

已完成之高壓
管道

已完成之次高壓
管道

已完成之廣東液化
天然氣站至大埔廠之
海底管道

計劃中新煤氣
供應區域

現有之煤氣
供應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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