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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中電和港燈宣布明年元
旦起加電費。中電加幅達5.9%，高於本港通脹率之餘，
每度電更首次衝破1元水平；港燈則加2.9%。兩電加
價，首當其衝的是高電量用戶，以港燈為例，用電超過
5萬度的「超級用戶」
，電費有機會上升3.2%。不過，兩
電均指有措施協助高電量用戶節能。至於用電量低的住
宅及中小企，在是次加價方案下受惠較多，兩電均推
出多項優惠措施（見另稿）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表示，今年當局已要求兩電提早提交加價協
議，以便雙方可就加幅商討，
達到市民接受的方案。黃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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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電元旦加費
借節能賺到盡
中電加5.9%超通脹
中電加5.9%超通脹 每度電首破1元
每度電首破1元

星承認，兩電已賺盡利潤
管制協議中9.99%的利潤
回報上限。

不同用電量客戶電價實際調整
中電

住宅客戶
每2個月用電(度)
0-400度
401-800度
800度以上
非住宅客戶
每2個月用電(度)
0-400度
401度-2,000度
2,000度以上

電費調整(每月)
不變/減最多3元
加不多於23元
加超過23元

所佔客戶(數量)
35%(70萬名)
35%(70萬名)
30%(60萬名)

電費調整(每月)
不變/減最多6元
加不多於116元
加超過116元

所佔客戶(數量)
44%(13萬名)
33%(10萬名)
23%(7萬名)

港燈

學
者
倡
檢
討
利
潤
管
制
協
議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文
森

根據現時政府
與兩電的利潤管制
協議，電力公司的
 准許回報率是
9.99%，但影響基
഼
本電價的准許利
潤，要視乎電力
公司的固定資產
平均淨值，換言之，電
力公司投資愈多，令資
產額上升，准許利潤亦
會愈高。有學者及環保
團體認為港府應該盡快
檢討協議內容。

百億脫硫
僅用8年不合理

中為5.9%和2.9%。為新界和九龍供電的中電，明年平

電和港燈昨日公布明年電費水平，淨電價加幅分別

均「基本電費」保持不變，每度電維持84.2仙，但「燃料
價條款收費」由今年17.8仙增加至22.4仙，上升4.6仙。但
中電向用戶提供「地租及差餉特別回扣」，金額即由今年
的3.3仙減至明年的2.1仙，令平均淨電價由今年98.7仙增至
104.5仙，增加5.8仙，令中電每度平均電價首次超過1元水
平。

港燈加2.9% 仍較中電貴
而為香港島和南丫島供電的港燈調升「基本電費」，由
現時94.1仙提高至明年的94.7仙，而「燃料價條款收費」則
由37仙增至40.2仙，令每度電淨電價由131.1仙增至134.9
仙。雖然港燈明年淨電價加幅較中電的為低，但港燈每度
電價格依然較中電貴30.4仙。
兩電代表昨日出席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解釋
加價理由。中電策劃及發展總監蔣東強表示，淨電價上升
由燃料成本上升所帶動。中電早在1973年簽訂的崖城天然
氣，每單位僅需6美元，但由於崖城天然氣開始枯竭，中
電早前已從南中國海引入短期的天然氣供應，每單位價
格已升至14美元；未來從「西氣東輸二線」引入的天
然氣價格將按現時的國際天然氣價格訂定，而現
價格已升至18元至21元，更為崖城的3倍。

為「賺盡」利潤，兩電
每年投資鉅額以增加溢利，
港燈在2009年至2011年，每
年新增投資20多億元，其准許
溢利由2009年的46億5千萬元，
增加至2011年的48億2千萬元。
而中電在同一時期，每年投資80億
元到90億元，其准許溢利就增加近8
億元至89億3千萬元。
經濟學者林本利認為，中電為煤機組配
備脫硫裝置，令准許溢利提高，但本港未來
用煤發電的比率會大幅下降，質疑該項投資是
否值得。他指出，中電投資逾100億元在脫硫裝置
上，令該公司每年可以多賺10億元，但根據政府政
策，到2020年用煤發電的比重會下調到只有7%，他認為
100億元的投資只用到七八年不到並不合理。

住宅客戶
每月用電(度)
電費調整(每月)
所佔客戶
100度或以下
減4.7元
10%
101度-150度
不變
8%
150度-275度
加3元
23%
276度-500度
加13.2元
28%
非住宅客戶
每月用電(度)
電費調整(每月)
所佔客戶
500度或以下
不變
44%
稱燃料成本漲 非加不可
500度-700度
加8元
7%
701度-1,700度
加49.2元
19%
蔣東強補充，當局不斷收緊對發電廠的排放上限，亦對
資料來源：兩電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繼盛
他們的成本構成壓力，又預告「地租及差餉特別回扣」將
於明年派光，意味後年電價調整時，用戶不能再享有相關
回扣。
2012年
2013年
港燈董事總經理曹棨森則稱，受到物料價格、工程合約
收費(仙/度電)
中電
港燈
中電
港燈
及其他成本上漲影響，港燈需要上調電費，但明年「基本
基本電費
84.2仙 94.1仙 84.2仙 94.7仙
電價」仍較2008年水平低19%。他又認為今次電費加幅溫
燃料價條款收費
17.8仙 37.0仙 22.4仙 40.2仙
和，較通脹為低，相信會得到市民接受。他又預計，明年
地租及差餉特別回扣 -3.3仙
-2.1仙
燃料價格仍在高位徘徊，燃料開支亦會較今年輕微上升，
淨電價
98.7仙 131.1仙 104.5仙 134.9仙
故需上調燃料價格條款收費。他預計，燃料價格調整條款
(+5.9%) (+2.9%)
賬的負結餘明年底會下降至約5億元，強調港燈不會因此
資料來源：兩電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繼盛
而增加利潤。
黃錦星在會上表示，當局已在現有利潤管制協議下，盡
港府指把好關爭取降加幅
力做好把關工作，兩電現時的加幅已較初時提出的申請為
雖然兩電為用電量低用戶提供節能優惠，但高電量用戶 低。他又承認今次兩電已賺盡利潤管制協議中9.99%的利
卻首當其衝。中電稱，一直有專責客戶服務經理，為較大 潤回報上限，但認為加價水平低於其他地區，加幅可以理
量用電客戶提供個別的節能措施。例如機管局過去2年的 解。
客運和航班升降量增長逾10%，二號客運大樓又有新增商
另外，香港總商會發表聲明，指在整體經濟前景不明朗
舖，但用電量只輕微上升0.7%；港鐵早前有多條路線通 下，希望電力公司能更適當地考慮本地企業和市民的困
車，但過去4年用電量僅上升3%；亦有大型商場增加零售 境。至於有意見提出，商業用戶的電費採用累進的收費模
面積和延長開放時間，但用電反下降7.8%。
式，總商會認為應經由社會廣泛討論。

兩電新收費

市民感無奈 用電慳得就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晨）兩電宣布明年加
電費，有市民認為，電力公司每年盈利，加價
不合理，面對加價無可奈何只能盡可能減少
用電，同時希望政府可以推出更多措
施，幫助市民的日常用電支出。餐飲
業則擔心電費加幅將會反映在餐飲
價格上，但對電力公司針對用電
海上風力發電造價昂貴
量大用戶的節能計劃表示歡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就將中電有意在清水灣以東海面發展的海上
迎。另有燈飾經營商表示，
風力發電，與內地及外國同類項目比較，雖然技術較為先進，但預算造價卻昂貴
近年已將銷售貨品轉為慳
許多。他表示，中電在果洲群島的海上風力發電場總發電量是200兆瓦，造價高達50
電膽及LED節能燈。
億元至70億元，其他地方例如江蘇，201兆瓦的海上風力發電場，造價只是26億元。
居於新界的李小姐
不過， 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卻認為，政府已盡最大努力爭取合理加幅，
表示，電力公司每年
認為審批已詳細考慮利潤管制協議、能源價格及能源供應穩定性等因素，認為電力市場
均有巨額盈利，但
與通脹未必有大掛 ，部分低用量用戶，電費開支有望減少，已是一個進步。
仍然每年加電
費 ， 實 感 無

批未盡社責 議員促引競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兩間電力公司昨日
提出明年加價幅度，並向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提
交報告，多名議員狠批兩間電力公司「賺到盡」，
沒有盡企業的社會責任，認為政府應該開放電力市
場，引入競爭，又質疑政府無法監管電力公司年年
加價。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明年與電力公司中
期檢討利潤管制協議時，會一併檢討開放電力市場
的可能性。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比喻兩電為「蛇」，可
以隨時吃掉市民，又指出中電埋下3個炸彈，包括
明年將派畢「地租及差餉特別回扣」、來自南中國
海的每單位14美元短期天然氣亦快將完畢，以及發
電能源比例中天然氣將由20%提升至50%，關注政
府可如何把關。工聯會王國興亦批評中電加幅高於
通脹不合理，要求中電將加幅減至不高於通脹。

籲向低收入家庭退按金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回應稱，現時在利潤管制協議
的框架下運作，但明年政府將與兩電進行中期檢
討，若現時協議中有不完善的地方，可於屆時處
理。環境局副秘書長劉利群強調，在現有的框架協

議下，政府有盡力做好把關工作，與電力公司
盡力爭取降低加幅，又透露現時的加幅已低於
兩電原先申請的幅度。
另外，十多名工聯會成員，昨
日在立法會外抗議兩電年年加
價，幅度過高，增加
市民生活負擔，要
求政府及兩電檢討
電費時，向商業用
戶採用累進制計
算電費，並向低
收入家庭，退還
按金、提供折
扣及資助購買
節能電器。
■黃錦星表示，對
於兩電提出明年加
價，政府已盡力做
好把關工作。
劉雅艷 攝

奈，但表示如果市民遊行反對都未必會有用，因此
只能平時盡可能減少用電。在商場派傳單的羅女士
表示，每個月平均用電都要上千元，通脹高，百物
騰貴，不得不選擇出來工作幫補家用，她希望政府
能推出更多措施，幫助市民減少電費支出。

■有市民認
為兩電應為
基層市民提
供 電 費 優
惠，紓解市
民壓力。
梁祖彝 攝

加幅料轉嫁消費者
現代飲食專業協會會長胡珠表示，業界普遍對加
價表示嘩然，他表示酒樓的烹調、樓面照明、冷氣均
需要用電，1家中型酒樓每月電費已需要萬餘元，每
年的加價令許多酒樓都難以經營，他坦承電費的加幅
將反映於單價之中，消費者依然是最終受害者，但他
對電力公司為大用電客戶制定節能計劃的舉措表示歡
迎。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則表示，加電費可能會
引發連鎖反映，在目前本港經濟環境不明朗的情況
下，希望當局能加大對中小企的幫助。

改用慳電膽省電費
灣仔1間燈飾行的負責人黃先生表示，近年電費加
幅大，許多市民已養成使用慳電膽及LED節能燈的
習慣，傳統鎢絲燈已幾乎絕跡；而1間售賣潛水用品
的店舖，現時每月繳交8千多元電費，老闆對面臨加
電費都感到無奈，他表示，店舖已經全部改用慳電
膽，減省電費開支。

低用量戶可獲回扣優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兩
電宣布明年電費加價幅度的同
時，亦分別為低用量住宅用戶以
及低收入家庭提供電費優惠。中
電將推出「節能回扣」計劃，協
助低用量客戶及鼓勵節能，70萬
住宅用戶來年不必加電費。港燈
就會推出「最惜節能優惠」計
劃，為每月用電100度或以下的住
宅客戶提供95折電費優惠。世界
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歡迎兩電
的優惠措施，認為不但可以減輕基
層經濟壓力，在鼓勵節能上亦有
一定作用。

向基層提供一次性津貼
明年元旦兩間電力公司將同步加
價，中電加幅是5.9%，港燈則為
2.9%，加價的同時，兩電亦為低電

量用戶推出一系列電費優惠措施。
中電將推出「節能回扣」計劃，協
助低用量客戶及鼓勵節能。在此計
劃下，35%即約70萬住宅客戶，以
及44%即約13萬小型商業客戶，他
們的電費不會增加，或甚至可以享
有2至3元的輕微減幅；而每兩個月
使用400度電或以下的住宅客戶，及
每個月使用400度電或以下的小型商
業客戶將可享有電費回扣。「地租
及差餉特別回扣」亦維持不變，每
度電會扣減2.1仙。
另外，中電亦會推出一次性津貼
計劃，明年最多為3萬個基層家庭，
提供300元電費津貼，計劃總資助上
限為1,000萬元。

每月用電100度電費95折
至於港燈就會推出新的「最惜節

能優惠」計劃，採取折扣方式為用
戶提供優惠。每月用電100度或以下
的住宅客戶會獲95折電費優惠，目
前港燈住宅客戶總數約達45萬，當
中約10%每月用電量在100度以下。
另外，每月用電量超過100度但不多
於150度的住宅客戶，明年電費開支
不變。這兩批客戶的累計數目約佔
住宅客戶總數18%，現時電費為
139.95元。至於4類綜援人士，包括
長者、單親家庭、殘疾人士，以及
失業人士將繼續獲得首200度電4折
的優惠。
另一方面，港燈將進一步優化非
住宅客戶的電費結構，新增每月用
電量不多於500度的電價級別，該等
客戶明年亦獲凍費，他們約佔非住
宅客戶總數44%，現時電費為658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