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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
業務 獨家為香港島及南丫島生產及分銷電力
總裝機容量 3,736兆瓦
用戶 56萬3千名
長江基建所佔權益 38.87%

金灣電廠一期項目
中國廣東
地點 廣東省珠海市
總裝機容量 1,200兆瓦
合營合同日期 2005
合營企業屆滿日期 2035
項目總成本 港幣五十七億四千一百萬元
長江基建投資金額 港幣六億五千萬元
長江基建佔合營企業之權益 45%

珠海發電廠
中國廣東
地點 廣東省珠海市
總裝機容量 1,400兆瓦
合營合同日期 1995
合營企業屆滿日期 2019
項目總成本 港幣九十四億九千三百萬元
長江基建投資金額 港幣十二億八千四百萬元
長江基建佔合營企業之權益 45%

四平熱電廠
中國吉林
地點 吉林省四平市
總裝機容量 200兆瓦
合營合同日期 1997
合營企業屆滿日期 2019
項目總成本 港幣十六億一千萬元
長江基建投資金額 港幣七億二千五百萬元
長江基建佔合營企業之權益 45%

投資於

港燈

內地
基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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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江沙公路
中國廣東
地點 廣東省江門市
公路類別 一級公路
長度 21公里
行車線數目 雙向兩線
合營合同日期 1996
合營企業屆滿日期 2026
項目總成本 港幣二億零七百萬元
長江基建投資金額 港幣一億零三百萬元
長江基建佔合營企業之權益 50%

107國道駐馬店路段
中國河南
地點 河南省駐馬店市
公路類別 二級公路
長度 114公里
行車線數目 雙向兩線
合營合同日期 1997
合營企業屆滿日期 2024
項目總成本 港幣四億六千一百萬元
長江基建投資金額 港幣三億零四百萬元
長江基建佔合營企業之權益 66%

江門潮連橋
中國廣東
地點 廣東省江門市
公路類別 橋樑
長度 2公里
行車線數目 雙向兩線
合營合同日期 1997
合營企業屆滿日期 2027
項目總成本 港幣一億三千萬元
長江基建投資金額 港幣六千五百萬元
長江基建佔合營企業之權益 50%

長沙湘江伍家嶺橋、五一路橋
中國湖南
地點 湖南省長沙市
公路類別 橋樑
長度 5公里
行車線數目 雙向兩線
合營合同日期 1997
合營企業屆滿日期 2022
項目總成本 港幣四億六千五百萬元
長江基建投資金額 港幣二億零六百萬元
長江基建佔合營企業之權益 44.2%

內地
基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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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

深汕高速公路（東段）
中國廣東
地點 廣東省陸豐市／汕頭市
公路類別 高速公路
長度 140公里
行車線數目 雙向兩線
合營合同日期 1993
合營企業屆滿日期 2028
項目總成本 港幣二十六億一千九百萬元
長江基建投資金額 港幣八億七千七百萬元
長江基建佔合營企業之權益 33.5%

唐山唐樂公路
中國河北
地點 河北省唐山市
公路類別 二級公路
長度 100公里
行車線數目 雙向單線
合營合同日期 1997
合營企業屆滿日期 2019
項目總成本 港幣一億八千七百萬元
長江基建投資金額 港幣九千五百萬元
長江基建佔合營企業之權益 51%

汕頭海灣大橋
中國廣東
地點 廣東省汕頭市
公路類別 橋樑
長度 6公里
行車線數目 雙向三線
合營合同日期 1993
合營企業屆滿日期 2028
項目總成本 港幣六億六千五百萬元
長江基建投資金額 港幣二億元
長江基建佔合營企業之權益 30%

番禺北斗大橋
中國廣東
地點 廣東省番禺市
公路類別 橋樑
長度 3公里
行車線數目 雙向三線
合營合同日期 1999
合營企業屆滿日期 2024
項目總成本 港幣一億六千四百萬元
長江基建投資金額 港幣六千六百萬元
長江基建佔合營企業之權益 40%

內地
基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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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A UTILITIES
澳洲南澳洲省
業務 經營澳洲南澳洲省之電力配電網業務
電力配電網 86,276公里
用戶 80萬3千名
長江基建所佔權益 23.07%（另外27.93%由港燈持有）

ENVESTRA LIMITED
澳洲
業務 澳洲最大的天然氣配氣商
天然氣配氣網 21,000公里
用戶 100萬名
長江基建所佔權益 18.5%

CITIPOWER I PTY LTD.
澳洲維多利亞省
業務 為分佈於墨爾本市中心及市郊一帶地區

的客戶提供配電服務
電力配電網 6,445公里
用戶 30萬1千名
長江基建所佔權益 23.07%（另外27.93%由港燈持有）

澳洲
基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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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

AQUATOWER PTY LIMITED
澳洲維多利亞省
業務 為澳洲維多利亞省內四個城鎮之獨家

（至2027年止）飲用水供應商
用戶 為25,000人口服務
長江基建所佔權益 49%

斯柏赫基建集團
澳洲
業務 於澳洲上市之基建基金，上市

時資產包括CitiPower，ETSA Utilities及
Powercor之49%權益

管理人 長江基建佔管理人公司50%權益
長江基建所佔權益 8.7%

POWERCOR AUSTRALIA LIMITED
澳洲維多利亞省
業務 經營澳洲維多利亞省超過

15萬平方公里地域之電力配電網業務
電力配電網 82,653公里
用戶 68萬3千名
長江基建所佔權益 23.07%（另外27.93%由港燈持有）

威靈頓配電網絡
新西蘭威靈頓
業務 為分佈於威靈頓市中心及市郊

一帶地區的客戶提供配電服務
電力配電網 4,592 公里
用戶 約16 萬 1 千名
長江基建所佔權益 50%（另外 50%由港燈持有）

澳洲
基建投資

新西蘭
基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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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WATER PLC
英國劍橋郡
業務 為英國南劍橋郡約1,175平方公里

地區供應飲用水
輸水網絡 包括七個儲水庫、十座水塔及長達

2,200公里的水管
用戶 為30萬人口服務
長江基建所佔權益 100%

NORTHERN GAS NETWORKS LIMITED
英國
業務 為英國八大主要氣體分銷網絡之一
天然氣配氣網 36,000公里
用戶 250萬名
長江基建所佔權益 40%（另外35.1%由港燈持有）

SOUTHERN WATER
英國
業務 為英國南部提供自來水及污水處理服務
主水管及污水管長度 主水管：13,600 公里

污水管：21,500 公里
用戶 服務人口：自來水供應 – 230 萬

     污水處理 – 430 萬
長江基建所佔權益 4.75%

STANLEY POWER INC. 
加拿大
業務 持有TransAlta Cogeneration 49.99%

股權，於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阿爾伯達
省及薩斯喀徹溫省經營電廠

總裝機容量 六座發電廠總裝機容量為 1,362 兆瓦
長江基建所佔權益 50% （另外 50% 由港燈持有）

英國
基建投資

加拿大
基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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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

廣東廣信青洲水泥有限公司
中國廣東
地點 廣東省雲浮市
業務 水泥產品製造
生產能力 水泥熟料 – 每年80萬噸

粉磿水泥 – 每年150萬噸
長江基建所佔權益 67%

青洲英坭
香港
業務 香港唯一整體水泥產品製造商，佔香港

市場約55%
生產能力 水泥熟料 – 每年150萬噸

粉磨水泥 – 每年250萬噸
長江基建所佔權益 100%

安達臣瀝青
香港
業務 香港最大的瀝青製造商、路面承建商及

循環再造商之一
生產能力 瀝青 – 每年100萬噸

再生瀝青材料 – 每年50萬噸
長江基建所佔權益 100%

友盟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香港
混凝土部
業務 全港最大之混凝土生產商
生產能力 每年400萬立方米
長江基建所佔權益 50%

石礦部
業務 三個礦場位於香港，兩個礦場位於內地
生產能力（石料） 每年400萬噸
長江基建所佔權益 50%

投資於

基建有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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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QUIJOR LIMESTONE QUARRY
菲律賓
地點 菲律賓錫基霍爾省
業務 石灰石礦開採
生產能力 每年200萬噸
長江基建所佔權益 40%

投資於

基建有關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