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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記黃埔有限公司（「集團」）是一家銳意創新發展、善
於運用新科技的大型跨國企業，在全球五十二個國家
經營多元化業務，僱員人數達二十五萬。集團致力維
持最高水平的企業管治、透明度與問責制度，並在這
方面獲得不少國際獎項與表揚。和黃六項核心業務包
括港口及相關服務、地產及酒店、零售、基建、能源
和電訊。

 百佳超級市場推出結合超市及百
貨公司的全新生活概念店「SU-PA-

DE-PA」，為顧客提供嶄新的真正一
站式購物體驗。

 3愛爾蘭與愛爾蘭Vodafone合組
50/50 的合資企業，共同享用雙
方在愛爾蘭全國各地超過二千個
地點的基站網絡與基礎設施。

 3英國從 Everything Everywhere購入
1,800兆赫無線電頻帶中的兩段
15 兆赫頻譜。

 長江基建與電能實業拓展澳洲可
再生能源輸電業務。高壓輸電網
絡工程於二○一三年底完成以
後，將會把Mt Mercer 風力發電場
生產的可再生能源輸送至維多利
亞省的電網。

 和記黃埔港口慶祝集團首個半自
動化深水碼頭 -巴塞南歐碼頭正
式開幕。

 赫斯基能源位於薩斯喀徹溫省南
陡坡和天堂山的兩個新重油熱採
計劃開始投產，並迅速超越預計
產油量。

七月至十二月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和電香港」）與 Vodafone 於香港
開展策略性合作，落實與Conexus

流動通訊聯盟所訂立的協議內容。

 和電香港在香港電訊管理局的
2.3 吉赫無線電頻帶拍賣中，投
得當中一組30 兆赫頻譜的使用權。

 和記黃埔港口集團（「和記黃埔港
口」）推出 StellarTrak平台，按客戶
要求提供實時追蹤貨物和資產的
服務，讓客戶能掌握每批貨物的
安全狀況。

 菲力斯杜港舉行動土儀式，啟動
其北鐵路終站新項目。

 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聯同
阿姆斯特丹互聯網交換中心 

（「AMS-IX」）宣佈，於香港啟動
AMS-IX Hong Kong互聯網交換平
台，藉以帶動區內的互聯網流
量，促使香港成為區內主要的
互聯網交換樞紐。

 3奧地利宣佈收購Orange Austria，
合併當地第三及第四大流動電訊
供應商；收購於二○一三年一月
完成。

 和電香港於五月在香港推出數據
速度高達100兆字節的4G (LTE)流
動通訊服務，覆蓋全港超過九成
的主要區域。

 3 瑞典於四月推出4G (LTE) 流動通
訊服務。

 和記電訊亞洲於四月在斯里蘭卡
推出3G 流動通訊服務。

 赫斯基能源在勞埃德明斯特展開
二氧化碳收集與液化項目，提高
現有油藏的原油收採率，並同時
減低乙醇廠二氧化碳的排放。

 赫斯基能源繼續改革其重油及加
拿大西部基地，集中加強開發重
油熱採項目和資源勘探。

 赫斯基能源利馬煉油廠的煤油加
氫裝置工程進展良好，日產量將
達二萬桶，可提升航空煤油產量
和加強產品可塑度。

一月至六月

電訊
和黃是領導全球流動電訊與數據服
務的營運商，也是流動寬頻科技的先
驅。和黃持有並營運香港主要的光纖固
網網絡，服務接通內地以至全球其他地
區。集團提供的電訊服務包括4G長期演進
技術（LTE）、3G多媒體流動電訊、第二代
流動電訊和固網，並透過光纖與流動
通訊網絡提供互聯網及寬頻等國際

通訊服務。

能源
集團的能源投資主要分佈在加拿大、美
國、內地、格陵蘭及印尼。赫斯基能源公
司（「赫斯基能源」）是在加拿大上市的綜

合能源與能源相關公司。

零售
和黃的零售業務屈臣氏集團（「屈臣
氏」）是世界最大的保健及美容產品零售
集團之一，在全球三十三個市場設有超過
一萬零八百間零售店舖。屈臣氏經營多元
化的零售業務，包括保健及美容產品、高
級香水及化妝品、超級市場、消費電子
及電器產品以及機場特許零售店等，
並在香港與內地製造與分銷瓶裝

水與飲品。

地產及酒店
和黃發展與投資各類型優質地產項
目，有地標級的辦公大樓，也有豪華住
宅物業。集團持有約一千四百一十萬平
方呎出租物業組合，主要位於香港，包括
辦公樓、商業、工業與住宅物業。集團
又在中國內地與特選的海外市場持有多
項合資發展項目的權益。此外，集團
在香港、內地與巴哈馬群島持有
共十一家高級酒店的擁有權。

港口及相關服務
和黃是全球最大的私營貨櫃碼頭經營商之
一，在二十六個國家五十二個港口擁有共
二百七十六個營運中泊位之權益，所持有的
貨櫃碼頭權益包括全球十個最繁忙港口中的
五個。於二○一二年，和黃之港口所處理的
總吞吐量達七千六百八十萬個二十呎標準
貨櫃（「標準貨櫃」）。集團同時參與中流
作業、內河碼頭與郵輪碼頭業務，並

提供港口相關的物流服務。

企業簡介業務概要 目錄

基建
集團的基建業務主要在香港、英國、內
地、澳洲、新西蘭及加拿大等地經營。
在香港上市的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長
江基建」）是領導全球基建業界的投資
者，多元化的投資包括能源、運輸、

水務與其他基建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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