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質

香港首個利用堆填區沼氣之熱電聯供系統， 

已於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投入運作。 

此乃潔淨能源方面之一大突破，為社會之 

持續發展創造價值，並榮獲獎項。

香港  
燃氣業務



生活方案

煤氣烹飪中心踏入40週年， 

致力提供優質之明火煮食體驗。
Mia Cucina一站式廚房設計服務
廣受歡迎，年內共售出逾5,300套
廚房設備組合，銷售額比去年 

上升了27%。



住宅及商業巿場

年內，客戶數目進一步增長，

較去年增加23,993戶，總客戶

數目達1,883,407戶。本港 

煤氣銷售量較去年上升0.8%，

達29,049百萬兆焦耳。

為應付持續上升之營運及人力

成本，我們於年內調整了煤氣

收費，每兆焦耳標準收費提高

港幣1.1仙，包括標準收費及 

燃料調整費，實際煤氣費增幅為

4.3%。我們承諾，未來兩年將

不會調整標準收費。

香港經濟形勢漸轉明朗，與

2016年2%相比，2017年本地

生產總值增長3.8%。股票與 

物業巿場暢旺，加上訪港旅客 

增加，均有助刺激本地消費，

使商業客戶受惠，年內為煤氣

銷售量帶來2.6%增長。

商業客戶繼續樂於採用我們 

提供之高效及環保能源方案。 

目前，香港兩大主題樂園均 

使用多元化煤氣設備，如煤氣

吸收式冷熱水機組、煤氣抽濕

機等，以取代電力供應系統。

此外，我們將為海洋公園全新

之水上樂園及酒店供應煤氣，

煤氣公司在過去150多年，一直為香港人供應安全、 

可靠及潔淨能源，同時提供創新產品，讓客戶享受更舒適及 

方便之生活。我們對優質產品及服務之堅持，贏得顧客 

支持與信任。今後，我們將繼往開來，成就更光輝之未來。

海洋公園全新水上樂園項目，將採用直燃型 

吸收式冷熱水機組，為室內提供冷暖空調。

香港燃氣業務

應用於熱水系統，以及為園區

內之泳池及水上嘉年華設施提

供空調系統。

本港大型商務洗衣企業雅潔洗

衣，於年內成為我們另一主要

新客戶。該公司因擴充業務 

遷往元朗廠房，我們為其新增

之生產線供氣，推動4台12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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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打素醫院運作順利。系統在

發電同時，能回收廢熱及將能

源效率提升至85%，有助客戶

節省燃料成本及減低碳排放。

此外，新界東南堆填區沼氣轉

化生產廠房已於2017年11月正

式啟用，為區內工商業客戶創

造使用再生能源之條件。

酒店及餐廳業佔我們整體商業

銷售比重甚大。年內，我們持

續支援業界各項活動，以推動

業界發展及鞏固與客戶之關係。

於9月在港舉行「2017世界粵菜

廚皇大賽」期間，我們特別冠名

贊助了「明火小炒王大師演藝 

交流」活動。該活動雲集超過 

100隊來自40個國家及地區之

參賽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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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數目 
公司（千戶）

煤氣蒸氣鍋爐產生高壓蒸氣，

用於洗衣機、乾衣機及壓熨機。

另外，我們亦協助歷史悠久 

之元朗冠珍醬園工廠，把柴油

蒸氣鍋爐轉換成煤氣。

年內，全港首個利用新界東北

堆填區淨化沼氣推動之熱電聯

供系統，於大埔雅麗氏何妙齡

我們推出全新電視廣告，展現 

Mia Cucina之產品設計心思及 

卓越性能。

年內，物業市場暢旺，加上我

們之營銷策略，使住宅業務得

以受惠。2017年，我們共售出

逾275,000台爐具。

2013年，我們推出Mia Cucina

品牌櫥櫃系列，為客戶提供 

「一站式廚房服務」。Mia Cucina 

櫥櫃由意大利和其他優質歐洲物

料和配件製成，較市場上同類型

品牌更具競爭力，加上終身售後

服務，煤氣公司盡佔競爭優勢。

於2017年，我們為品牌新添了

不同廚房電器產品，例如雪櫃和

微波爐。此廚房設備組合，廣受

零售客戶及物業發展商歡迎， 

年內售出超過5,300套。目前，

約有30%新樓盤，裝設了優質

及物有所值之Mia Cucina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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飪名師李家鼎（鼎爺）主持之 

電視節目「阿爺廚房」。我們更

邀請鼎爺主持烹飪課程，作為

壓軸慶祝活動。此外，煤氣 

烹飪中心亦進行擴充，為法國 

美饌烹飪課程增設了Disciples 

Escoffier法國糕餅藝術文憑 

課程。

客戶服務

公用事業機構所提供之服務，

與大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因此切合顧客期望是推動業務

發展之關鍵。年內，我們十分

榮幸收到接近6,000封客戶之 

表揚信，鼓勵我們繼續提供 

親切服務及優質產品。

安全是煤氣服務之重要一環。

除了提供預約維修保養服務

外，我們每18個月會進行定期

安全檢查，確保客戶供氣系統

和爐具產品安全。

年內，我們更新了公司網站及

網上服務平台，為客戶提供更

便捷和靈活之服務。為推廣無

紙化之網上服務，新登記煤氣

電子賬單，並成功設立銀行自

動轉賬之客戶，可獲港幣50元 

正式推出，並榮獲香港品牌 

聯合會頒發「產品創新非凡 

獎項2017」。

新一代簡栢11公升煤氣恆温 

熱水爐，機身小巧，即使顧客

置身於細小空間，亦能享受 

舒適沐浴體驗。我們亦研發了

超薄型煤氣恆温熱水爐，適合

香港各類小型單位。

煤氣烹飪中心早於1977年已提

供各式各樣之烹飪課程，透過

專業廚師講解，讓大眾明白明火

煮食之好處。2017年，我們舉

辦了連串活動，慶祝煤氣烹飪

中心40週年，包括贊助中菜烹

為了令明火煮食更添樂趣，我

們與Sanrio首度合作，推出香

港首套Hello Kitty廚房爐具 —  

TGC X HELLO KITTY嵌入式 

平面爐，更引入一系列HELLO 

KITTY造型鍋具，如砂鍋、玉子

燒方形煎鍋及平底鑊，為烹飪 

過程帶來歡樂。系列推出以來

廣受媒體關注，銷售成績令人

鼓舞。

此外，我們推出了為明火煮食

設計之烤蒸寶。此產品集燒烤、

蒸煮及烘焙功能於一身，外型

小巧，無需佔用額外櫃面空間。

烤蒸寶於「家電．家品．博覽」

為慶祝煤氣烹飪中心40週年，煤氣公司冠名贊助

人氣烹飪電視節目「阿爺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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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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氣費回贈，同時參加每月 

大抽獎，有機會贏取高達港幣

1,000元之煤氣費回贈。

我們連續9年榮獲《星島日報》

頒發「星鑽服務 ─ 優質售後 

服務」獎、連續7年榮獲《東周

刊》頒發「香港服務大獎 ─ 公

共能源」，以及第三年榮獲香港

可靠程度

安全程度

效率和 
方便程度

預約服務

服務質素

高效率*

8.91

親切、誠懇和
專業之服務*

8.87

源源不絕之 
煤氣供應

（超逾99.99%）

9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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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搶修隊平均 
到達現場時間 
（於25分鐘內）

平均 
22.57分鐘

客戶服務熱線（來電 
於4聲鈴響內接聽）

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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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兩個工作天內
提供維修及 
安裝服務

平均 
1.11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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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推出限量版

TGC X HELLO 

KITTY嵌入式平

面爐，為香港 

首個Hello Kitty

主題爐具系列。

 
2017年
煤氣公司 

服務承諾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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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中心協會頒發「神秘客戶 

評審大獎 ─ 金獎」，以表揚我

們對卓越服務之貢獻。此外， 

我們於香港品牌發展局及香港

中華廠商聯合會主辦之「香港 

服務名牌選舉」中獲獎，進一步

彰顯我們在客戶服務方面之 

成就。

氣體基建設施

為緊貼香港基建發展和滿足 

能源需求，我們致力長遠投資

擴建煤氣管道網絡。當中包括

計劃為香港國際機場第三跑道

鋪設逾15公里長之煤氣管道，

為即將落戶在這全新客運樞紐

之餐飲業務作好準備。

171615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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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公里街喉客戶數目 
公司

預計未來10年，於新界約有 

40萬個住宅單位分階段入伙，

我們亦將大幅擴大煤氣管道 

網絡覆蓋範圍，以應付需求。

過去一年，我們在粉嶺北、 

古洞北、洪水橋及東涌東之 

住宅項目之煤氣網絡設計， 

不斷發展，進度良好。

為進一步確保管網供應可靠，

我們正進行多項工程，進度理

想，包括鋪設連接屯門與荃灣

之供應網絡，以加強大埔及 

元朗工業邨，以及香港兩個主

題公園之管網系統。

2017年11月，我們位於將軍澳

新界東南堆填區之沼氣應用項

煤氣公司更新了網站及網

上服務平台，改善客戶之 

上網體驗，令使用量亦 

隨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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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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中煤氣
新供應區域

現有之煤氣
供應區域

目正式啟用，沼氣處理設施為

亞洲同類型之中最大。該設施 

將收集得來之沼氣轉化為合成

天然氣後，再經過12公里長之

管道輸送至井欄樹調壓站，然

後注入煤氣供應網絡。

儘管煤氣管道網絡洩漏率極低，

我們依然尋求方法，偵察極輕

微、甚至精密儀器也不易察覺

之煤氣滲漏。例如我們利用 

敏銳之嗅探犬，於交通繁忙 

 

香港 
煤氣管道網絡

位置及其他惡劣環境偵察煤氣

滲漏，使我們迅速確認洩 

漏位置，加快搶修過程，同時 

減少道路挖掘及對公眾造成 

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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