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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物油脂轉化為

先進生物燃料

易高利用專利技術生產 
氫化植物油，至今已出口 
逾24,000噸至歐洲。

清潔煤化工項目

易高位於內蒙古自治區之 
廠房，現正將合成氣轉化為
優質化學品乙二醇。

以農耕廢物轉化為 
先進生物燃料

易高於河北省唐山市之首個生物質 
利用項目正為試投產作準備，測試我們 
自主研發之技術，將農耕廢物轉化為 
先進生物燃料 — 纖維素乙醇。

新興環保能源及 
多元化業務



易高：環保能源先驅

易高環保投資有限公司（易高）

於2000年在香港成立，為集團

開發新興環保能源之業務平台，

致力將廢置原料轉化為全新潔淨

能源、高階化學品及新材料產

品。易高矢志成為世界級環保業

先驅，為應對氣候變化帶來之挑

戰，提供解決方案。

透過創新創造價值，乃易高業務

之基石。為實踐此策略，我們於

上海巿及江蘇省設立兩個研發中

心。當中，研究員利用生物質及

再生碳為基礎之原料，重點研發

先進生物燃料及環保材料產品。

從液化天然氣到先進 
生物燃料

易高位於山西省之廠房現已 

營運11年，把抽取自鄰近煤礦

之煤層氣，轉化成液化天然氣。

煤層氣若被釋放至大氣中，將成

為強力之温室氣體，因此這個項

目不僅能生產潔淨之液化天然

氣，亦能減少温室氣體排放， 

新興環保能源及多元化業務

新興環保能源業務之核心策略，是透過創新科技，

將低價值原料轉化成高價值產品。隨着易高 

持續研發更多專有技術，我們正為保護環境作出

更大貢獻。

從而有效應對氣候變化，並減少

過度消耗化石燃料。

易高利用自有專利技術生產氫化

植物油（HVO），有助達到歐盟

最新《再生能源指令 II》中可再

生能源之目標，以及落實《巴黎

協定》中減少排放之承諾。

易高於張家港市之廠房已 

成功試投產，現正加快生產

氫化植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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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易高位於江蘇省張家

港市之廠房針對一些技術難題，

進行了工程調整和改動後，進一

步提升HVO之每日生產量。年

內，已有6批合共逾24,000噸

HVO出口至歐洲。

同年，易高亦展開第二期項目之

興建工程，將生產能力提升至年

產量25萬噸，預計於2020年中 

投產。

除了於張家港市擴建HVO廠房

外，易高亦正在東南亞地區為 

另一HVO新廠房物色合適選址。

由於現有生物燃料大多生產自 

食物和飼料，對糧食安全或 

構成威脅，因而引起各界關注。

而易高則利用廢物殘渣，如棕櫚

油廠之廢水及廢食用油等作 

原料生產HVO。同時，我們之 

HVO已獲「國際可持續發展與

碳認證」認可為先進生物燃料。 

因此，我們相信此業務具有極大 

增長潛力。

易高成功研發創新科技，將農耕

廢物分解為纖維素、半纖維素及

木質素三種基本成分。分解出來

之纖維素可被轉化為纖維素乙

醇，並在歐盟《再生能源指令 II》

內被定義為先進生物燃料。易高

之生物質項目將主要取用玉米芯

和農耕秸稈等農耕廢物作原料。

這類農耕廢物，除了小部分用作

還田或發電之外，現時並沒有其

他有效處理方法。易高正實現 

轉廢為寶，利用上述農耕廢物生

產先進生物燃料及高價值化工 

產品。

2019年，易高於河北省唐山市

興建農耕廢物利用廠房。這個 

試點項目將生產纖維紙漿和糠 

醛，並可測試易高自主研發之 

水解技術，預計可於2020年上

半年開始試生產。

另一個位於河北省滄州市之廠房

亦正在建設階段，預計於2020年

底落成。此項目投入運作後， 

將是世界上少數同類型之廠房，

同時生產纖維素乙醇和糠醛。 

這兩種產品分別為先進生物燃料

和環保基礎化學品。

易高利用農耕廢料，

將其轉化成高價值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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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新興環保能源及多元化業務 

從燃料到高價值化學品

易高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

市之潔淨煤化工廠房生產甲醇，

並於2018年起生產乙二醇。 

易高不斷探索新技術，將煤轉化

為高價值化工產品，同時亦能減

低碳排放。為此，易高正研究更 

先進之羰化過程，合成甲醇和 

一氧化碳，以生產碳酸二甲酯。

易高在發展新技術方面從未停

步，我們有信心可進一步改進 

傳統煤化工技術，以達至更大 

環保效益。

香港業務

對香港而言，2019年是充滿挑

戰之一年，縱然面對中美貿易 

磨擦及下半年社會不穩等負面因

素，我們之航空燃油及液化石油

氣加氣站等業務表現，仍然維持

穩定水平。

我們與香港機場管理局簽訂 

40年專營權協議，為位於赤鱲角

之香港國際機場供應航空燃油。

易高於屯門營運8個儲罐，總存

量達264,000立方米之大型油

庫，並設有兩個泊位之碼頭， 

接收航空燃油，再通過兩條海底

管道輸送至香港國際機場。這個

香港主要航空燃料物流基地，全

年供應約600萬噸燃料，為易高 

重要利潤來源之一。

易高旗下共有5個專用加氣站，

為本港約18,000輛石油氣的士

及大部分石油氣小巴提供24小

時服務。這些加氣站每年出售約

65,000噸液化石油氣，佔香港

汽車液化石油氣巿場約30�。

我們亦營運兩個堆填區沼氣應用

項目，利用在新界東北及新界東

南兩個策略性堆填區所收集之 

沼氣。這些項目可減少堆填區之 

温室氣體排放，同時將經處理之

沼氣用作可再生能源，為集團採

用之能源組合一部分。

A L

UE
易高已準備就緒，將廢物 

轉化成高價值產品，如先進

生物燃料及化學品。
V

價
值



名氣通世界級數據中心， 

在香港及內地提供可靠之

定制雲計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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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

集團透過全資附屬公司名氣通電

訊有限公司及其屬下公司（統稱

名氣通），於香港及內地營運電訊

業務。名氣通擁有穩健基建和資

源，為本港、內地及國際電訊供

應商、營運商和企業提供服務。

名氣通於2019年踏入15週年。

我們以一個小型本地數據中心 

為起點，發展至今天，已擁有 

7座世界級數據中心，可提供機

櫃多達16,000個，並連接強大網

絡，為客戶提供先進數據服務，

包括霧與雲端計算服務等。

名氣通利用煤氣管道光纖技術，

將光纖安裝於覆蓋廣泛之煤氣管

道網絡內。此技術較傳統開挖道

路，更具成本效益，對公眾之滋

擾亦較少，因而在香港極具競爭

優勢。有關技術現已應用於內

地，而我們之「燃氣管道穿放光

纖套管技術規程」團體標準，亦

已通過中國城市燃氣協會批核。

年內，名氣通之聯營公司深圳市

互通聯寬帶網絡有限公司，取得

多項「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

證」，於市內提供互聯網及數據中

心等相關服務。名氣通亦與北京

之策略夥伴合作，成立新合資公

司。此次合作可帶來協同效應，

協助名氣通整合現有資源，加速

連接業務部署，達至最大效益。

此外，名氣通亦計劃於台灣成立

銷售團隊，期望在當地市場建立

據點，為現有客戶，包括電訊 

及雲端服務供應商，提供更佳 

服務。

年內，名氣通獲香港通訊業聯會

頒發「2019非凡年獎」之「創新

數據中心 — 金獎」，並在內地 

「第14屆中國 IDC產業年度大典」

上，榮獲「中國 IDC產業優秀 

第三方數據中心獎」。

展望未來，名氣通將繼續在 

香港、內地及海外尋找新商機，

同時將創新技術包括5G推出 

市場，促進業務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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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系統」。山東濟華位於濟

南市，為集團於省內一個主要城

市燃氣合資項目。全新系統屬於

綜合信息系統，能將集團財務、

工程及採購系統與卓銳軟件無縫

連接，包括「港華客服管理系

統」3.0、「網上客戶中心」之電

子商務平台、「港華管理信息系

統」及地理資訊系統等。這些軟

件均有助燃氣公司管理業務運

作，並提高客戶服務水平和生產

力。透過集大成之「港華全面 

信息化系統」，各燃氣公司可更

靈活互通，以及有效善用資源。

此全方位項目已於9月成功 

上線。

土木及屋宇設備工程

卓裕工程有限公司（卓裕）為集

團全資附屬公司，在香港及澳門

提供顧問及工程承辦服務。服務

範圍包括公用設施安裝、基礎設

施建設，以及公私營土木和樓宇

設備工程項目。

年內，卓裕獲得機電工程署之合

約，承建啟德發展區區域供冷系

統。此外，卓裕亦再度取得恒大

集團合約，承辦長沙灣住宅發展

項目之通風和空調安裝工程。 

而另一個新合約是為恒基兆業 

啟德住宅發展項目供應及安裝 

電力工程。

卓裕之優質服務及嚴格安全標

準，備受業界認可。2019年，

卓裕連續第六年榮獲職業安全 

健康局頒發「建造業組別 —  

安全表現大獎」。

製造業務

卓度計量技術有限公司（卓度）

為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主力 

開發和銷售智能燃氣錶。我們 

生產之商用及家用智能燃氣錶，

均應用最新技術，可支援流動 

支付及數據管理，並能精確計算 

燃氣用量。

資訊科技

集團旗下全資附屬公司卓銳 

高科控股有限公司（卓銳），為

集團之城巿燃氣公司提供所需 

之資訊科技服務，支援其客戶 

服務管理。

目前，卓銳主要從事雲軟件開

發、項目實施方案及系統集成等

業務，以助城市燃氣公司有效 

管理其先進客戶服務和燃氣管網

系統。

2019年，卓銳之網上客戶服務

管理平台「港華客服管理系統」，

為集團旗下85�之內地城巿 

燃氣公司提供服務。而當中

85�之公司正使用最新版本 

之雲端服務，以降低營運成本，

並為超過1,600萬終端客戶提供

優質服務。

同年，卓銳與山東濟華燃氣有限

公司（山東濟華）合作，推出全

新資訊科技解決方案「港華全面



卓通之製造廠房設有 

自動化設施，有助提升

生產力和營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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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度於2019年底與內地著名燃

氣錶製造商合作，推出先進家用

窄頻物聯網（NB-IoT）智能錶，

以取代傳統之 IC卡燃氣錶。這

款新型燃氣錶，無縫接合「港華

客服管理系統」和「網上客戶中

心」兩個集團主要資訊科技系

統，而其設計亦能確保數據安

全。此外，它可協助燃氣公司 

分析燃氣用量，通過每日數據 

更新，識別調峰分布點，並為 

客戶提供最新智能計量之功能，

如支援流動支付及燃氣洩漏安全

警報等。

這種智能燃氣錶，深受內地民用

市場歡迎。卓度已計劃為商用 

市場，開發相類似之NB-IoT 

智能錶。

卓通管道系統（中山）有限公司

（卓通），為集團另一間全資附

屬公司，供應優質聚乙烯管材、

管件及相關配套產品。而港華輝

信工程塑料有限公司（港華輝

信）為集團與英國輝信集團合資

之公司，專門生產聚乙烯管件。

在港華輝信支援下，卓通為客戶

提供全面之管道系統產品。

卓通之生產廠房分別位於中山市

和馬鞍山巿，共有8條管材生產

線。年內，卓通於山東省青島市 

新設配送中心，為中國北部地區 

之客戶提供服務，大幅減少了 

物流成本和時間。卓通現計劃 

設立更多配送中心，以切合業務

發展需要。

港華輝信亦正不斷拓展業務， 

於歐洲及亞太地區發掘新商機，

開拓海外巿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