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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重重挑戰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訪港旅客數

目仍維持低水平，但受惠於宅度

假優惠及隔離檢疫安排，酒店房

間入住率於年內增至63%（2020年

比率為46%）。此外，本港疫情

於第四季度逐漸緩和，加上政府

向市民派發消費券，刺激本地消

費，令飲食業業務有所增長，帶

動工商業煤氣銷售上升。然而，

年內本港平均氣温較上年度為

高，影響住宅煤氣銷售量。整體

而言，2021年本港全年煤氣總

銷售量約為27,677百萬兆焦耳，

較上年度輕微下降1%。新客戶數

目則增加21,160戶，總數逾196

萬戶，較2020年底上升1.1%。

推行減碳方案
年內，我們提供先進技術方案，

協助工商業客戶提升服務質素，

以及減少碳排放。

香港燃氣業務

舉例而言，我們之綜合抽濕鮮風

櫃系統（抽濕鮮風櫃）可有效控制

濕度，大大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尖沙咀H Zentre採用配備太陽能

2021年本港疫情持續，加上全年平均氣温較上年度為高，令整體
售氣量受影響。然而，我們尋求創新方案，積極開源節流，並為產品

和服務開拓市場新機遇。

我們於香港康得思酒店已分階段升級及安裝綜合抽濕鮮風櫃

系統連同紫外線殺菌燈，以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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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繼續將柴油蒸氣鍋爐更換

為煤氣蒸氣鍋爐，後者能生產穩

定及優質蒸氣，因而廣受工廠、

醫院、酒店及康樂文娛用戶

歡迎。相比以柴油驅動之蒸氣鍋

爐，煤氣蒸氣鍋爐大幅減少維修

成本及煙垢，排放亦較為潔淨。

熱電聯供系統是另一個極具潛力

之方案，其中一個應用案例是

那打素醫院。2021年，我們將

沼氣發電機冷卻水之廢熱，輸送

至醫院之供暖系統。目前醫院能

更有效控制温度和濕度，同時

每年額外節省5.18太焦耳能源

消耗及減少336噸碳排放。北區

醫院亦計劃於2026年啟用全新之

1.0兆瓦沼氣熱電聯供系統。

海洋公園水上樂園於2021年開幕

後，我們全力協助這個主要旅遊

景點，成為亞洲首個全天候全年

開放之水上樂園。為此，我們為

其安裝高效能源應用設施，如燃

氣空調機組，以便於夏天為所

有室內範圍提供冷氣，並於冬天

為室內游泳池供應暖氣。此外，

我們亦安裝了熱水抽濕系統，以

維持舒適之室內濕度。

集熱器之新型號抽濕鮮風櫃，相

比傳統供暖通風及空調系統抽濕

方法，能減少7%至10%用作製冷

之能源消耗，並因善用太陽能額

外節省5%能源，有助客戶節省能

源支出及減少碳排放。H Zentre

項目於2021年亦榮獲美國能源

工程師學會頒發國際獎項「年度

全球創新能源項目獎」。

除醫療中心外，抽濕鮮風櫃亦可

應用於機場、主題公園和酒店，

尤其是醫院，正配合政府未來之

醫院發展計劃。

最近開幕之水上樂園安裝之

煤氣冷凝熱回收型空調機組，

在運作時同時製冷和製熱，

不但減少燃氣消耗量，亦提

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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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爐具及櫥櫃
公司旗下品牌之爐具品質卓越、

可靠，並具備智能功能，備受 

本港客戶信賴。年內爐具總銷售

量較上年度上升8.8%，部分原因

是政府推行港幣5,000元消費券

計劃，因而刺激消費，加上疫情

放緩令新居入伙數目增加。

2021年，我們推出 IoT智能防乾

燒嵌入式平面爐，提醒外出用戶

其家中爐具仍然運作，並讓他們

透過手機遙距關掉爐具。年內推

出之智能報錶裝置，既可自動傳

送煤氣錶度數，亦可探測用戶

單位有否出現過高之煤氣流量，

如發現相關情況，系統便會截

斷煤氣供應並通知維修團隊。

年內，我們之Mia Cucina高級 

櫥櫃系列銷售持續表現理想，

合共售出逾4,200套櫥櫃。

香港燃氣業務

我們積極配合政府「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 

之減碳策略，研究於煤氣管內適量提取煤氣成份中佔49%之氫氣， 

供本地巴士公司之氫燃料電池車使用。我們具備處理氫氣之專業知識和

經驗，並於全港廣泛鋪設輸配網絡，深信集團有望成為此綠色能源之

重要供應商。

協助香港發展 
環保巴士

我們之 IoT智能防乾燒煮食
爐，可透過手機應用程式，

讓客戶隨時隨地監察爐具運作

及遙距關火，帶來全新煮食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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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分以上之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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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服務
於兩個工作天內

提供維修及安裝服務

平均1.16天

服務質素
高效率*

8.99
親切、誠懇和專業之服務*

8.99

安全程度
緊急搶修隊平均 
到達現場時間 
（於25分鐘內） 

平均21.39分鐘

效率和方便程度
客戶服務熱線

（來電於4聲鈴響內接聽）

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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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2%

可靠程度
源源不絕之煤氣供應

（超逾99.99%）

9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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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煤氣公司服務承諾成績

39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年報

高效市場推廣策略
為宣傳Mia Cucina廚房用品， 

我們於銅鑼灣陳列室展示嶄新

廚房設計，並推出優惠套餐。

Mia Cucina首創「模擬自選廚房

設計」網站，讓客戶在翻新廚房

前，嘗試採用不同質料和顏色

組合，設計其理想廚房。

本地電視頻道及社交媒體之烹飪

節目繼續大行其道，因此我們

通過《煮場爭霸》及《男神廚房》

等電視節目，以及煤氣教煑

YouTube頻道，推廣明火煮食。

我們邀請網紅及星級大廚於煤氣

教煑YouTube頻道主持一系列

烹飪節目。該頻道自2020年

開播以來累計觀看次數超過

1,100萬，大受好評。

我們於2020年推出「好氣Fun」

會員計劃，有助公司提升客戶

忠誠度。截至2021年年底，

「好氣Fun」透過提供迎新獎勵

及積分換取公司產品，成功吸引

16萬名會員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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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持續獲得肯定。除此以外，

Mia Cucina 24小時尊貴客戶

服務熱線，亦獲香港客戶中心

協會頒發「神秘客戶評審 

提供卓越服務
為使客戶享受更佳服務體驗，

我們於年內更新煤氣公司手機應

用程式，提供升級版網上服務，

讓客戶輕鬆管理煤氣賬戶及繳交

煤氣費。為鼓勵用戶使用網上

服務，我們於年內推出一系列

推廣活動，包括舉行大抽獎，

以及聯同繳費靈推出優惠，

讓客戶使用手機應用程式繳交

煤氣費時獲取回贈。

我們第13年榮獲《星島日報》

頒發「星鑽服務大獎 — 優質售後

服務大獎」，以及第11年獲頒

《東周刊》之「香港服務大獎 —  

公共能源」，足證我們之卓越

大獎 — 公共服務及公用事業組別

金獎」。

除上述獎項外，我們於年內收到

6,170封讚賞信，表揚我們之優

質服務水平。

擴展供氣網絡
年內，我們持續擴展供氣網絡，

確保其高度穩定可靠。我們於

新界鋪設環形輸氣網絡，這項影

響深遠之計劃於2021年順利

竣工，當中連接屯門和荃灣最後

一段9公里之輸氣管道已投入

運作。通過這個環形輸氣系統，

我們現可進一步保障新界包括

香港燃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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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受歡迎之會員計劃「好氣Fun」，
有助提高客戶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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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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嶼山

九龍

新界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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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之高壓
管道

現有之次高壓
管道

現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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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嶼山之供氣可靠程度。此外，

我們亦完成香港海洋公園之管網

加强工程，確保園區供氣穩定，

特別是其新開幕之水上樂園。

年內，政府宣布佔地約300平方

公里之北部都會區計劃。當建議

發展項目落實時，預計當區人口

將由現時之96萬增至250萬。為

應付新發展區之長遠供氣需求，

我們於2021年開始計劃新工程

項目，包括鋪設新管道及改建

調壓站。

大埔煤氣生產廠房亦於年內啟用

首座氣熱式轉化爐，將其中一個

生產機組之產能增加20%。這種

增產方法不但符合成本效益，

亦有助應付預期未來數年持續增

長之煤氣需求。

煤氣公司香港管道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