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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研減排電源 倡買內地電
兩方案諮詢公眾：從南網購電 增港天然氣發電比例

聯網供電價低於自產

煤機退役改善減排 重整燃料組合
根據2012年燃料組合，現時煤仍是本港發電的主要燃料
(53%)，從內地大亞灣核電站輸入的核電佔23%，天然氣佔
22%，燃油及可再生能源則共佔2%。但隨本港燃煤發電
機組將於2017年起陸續退役，加上需滿足預計用電需求，
同時又要達到當局早前訂立的減排目標，政府昨就本港未
來發電燃料組合，展開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以在未來
10年就所需基建進行規劃。
環境局就2023年後的燃料組合提出2個方案，方案一是
「網電方案」，即從內地南方電網購買的網電約佔30%，
從大亞灣核電站輸入核電的比例維持約20%，令從內地輸
港的電力佔本港電力需求約一半；而天然氣比例則增至
40%，燃煤及可再生能源則佔約10%。方案二則為「本地
發電方案」，天然氣發電比例將大幅提高至60%，燃煤及
可再生能源發電則約佔20%，來自大亞灣的核電則維持
20%。

黃錦星：成本上漲勢所難免
黃錦星昨出席能源諮詢委員會會議後向傳媒表示，由於
現有燃煤發電機組將陸續退役，本港需要有新的發電機組
或興建跨境輸電網絡，「本港亦需使用較多的天然氣發電
以改善環境，但多年前訂立較便宜的天然氣合約即將屆
滿，發電成本上漲勢所難免。」
局方在文件中指，初步估算兩個方案的單位成本相差不
大，但相對2008年至2012年間的平均發電成本，增幅約1
倍。環境局發言人補充，發電成本只佔整體成本一部分，
其他成本增幅未必達1倍，實際電價仍需其再確認，現階
段不能評估對電費的實際影響。對於2個方案成本具體金
額，發言人以影響日後可能與南方電網洽談購電，及恐公
眾混淆為由，拒絕透露。

建設施需時 能源比睇價錢
環境局發言人稱，興建新燃氣機組需時4年至5年，建造

新跨境輸電設施則需8年至10年，均需要長時間規劃，今
次檢討規劃期為10年。而未來的燃料方案會為將來電力基
建提供規劃基礎，並配合燃煤發電機組退役時間表，但確
實運作時的能源比例，仍要視乎當時能源價格，不排除若
天然氣價格下跌，相關發電比例有可能提高。

購電增兩電聯繫 開放易引入競爭
發言人又比較過2個方案的利弊，指電網購電方案可增
強中電與港燈兩個電網的聯繫，並可在2018年以後可能開
放電力市場時，有更多空間在發電層面上引入競爭；反之
若增加天然氣發電比例，一旦有新供電商時會受土地限
制，並有可能增加兩地已作投資的擱淺成本。不過，他強
調即使採納購電方案，也不一定會開放電力市場。
黃錦星指，當局會以本港能源政策4大目標，即安全、
可靠、合理價格及環保，以及對2018年以後電力市場的影
響、多元化、增加未來供應的靈活性等因素分析，現時對2
個方案持開放態度。局方將就方案諮詢公眾3個月至6月18
日，並期望於今年下半年作出決定，以就所需基建作規
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港府昨日宣

布，就本港未來發電燃料組合，展開為期3個月

的公眾諮詢，並提出2個能源組合方案，包括從

內地南方電網購電，以及在港增加天然氣發電比

例。環境局指2個方案的成本大致相若，但新組

合的發電成本將較過去5年增加約1倍。環境局

局長黃錦星承認，發電成本上漲「勢所難免」，

但會否因而大幅加電費，環境局則指現階段未能

評估。當局期望今年下半年就採取哪一個方案作

出決定，以就相關所需基建作長遠規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特區政府首次
提出以「網對網」方式輸入電力，但在美加、歐
洲以至毗鄰的澳門早已實行。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指，香港未來若從南方電網輸電，也只佔南方電
網發電量不足2%，不會影響供電穩定性。他又
指，而輸港電價會以不超過，甚至低於香港自行
產電成本作基礎。

澳門購電成本每度8毫
根據2012年數據，南方電網的年發電量為

8,250億度電，總裝機容量約20.2萬兆瓦，當中
非化石燃料及化石燃料分佔44%與56%。而發電
燃料組合中，62%為化石原料，水電佔31%，6%
為核電，風能則為1%。而現時澳門達90%的電
力需求，均由南方電網從廣東珠海輸入，購電成
本為每度0.8元。

聯網可靠靈活 評估南網有剩電

黃錦星表示，在美加、歐洲，以至澳門等地區
都有「網對網」供電模式，並有相當長時間的經
驗，作為香港參考之用。他又指，現時澳門購電
時都沒有指定輸入甚麼電力來源，即使不同來源
的電力，上網後已不能分辨。他指出，「網對
網」是最大彈性、可靠性及靈活的做法。
面對內地經濟快速增加，用電需求日增，有意

見擔心一旦從內地輸電會影響本港供電穩定性，
黃錦星指，若從南方電網輸入30%電量，相對現
時南方電網發電量僅不足2%，而南方電網過去
每年發電量增長都較該比率為多，當局評估現時
南網供電後仍會有剩餘供電量。

南網增潔淨能源 改善區域空氣
至於有指向內地購買可能會將發電產生的污染

轉移至內地，黃錦星稱現時南方電網水電及風電
等可再生能源佔供電量約33%，南方電網未來增

加發電量時，也會傾向增加潔淨能源，例如水電
等。而香港與內地相關政府及企業，都會透過發
電燃料組合等不同方法，改善區域空氣，相信內
地供電方案不會影響整體空氣質素。他強調，香
港無論在歷史及地理上，均與內地能源環環相
扣，而天然氣絕大部分來自內地，故不論最終採
納哪一個方案，本港與內地能源政策及關係仍非
常緊密。

環局：網電成本評估澳門供電價格
環境局發言人指，網電成本評估是參考現時南

方電網向澳門供電價格、建造由內地連接香港的
海底電纜、及萬一出狀況時運行的後備發電機
組，成本與提升天然氣發電方案相若，但特區政
府在洽談購電價時，會以輸港電價不超過，甚至
低於香港自行產電成本作為基礎，期望可給予公
眾信心。

民記試電動車促增充電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電動車在本港

已推廣多年，但使用率一直偏低，至今路面只有
432架。雖然今年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均有提
出要推動電動車發展，但當中的改善措施似乎只
是「舊酒新瓶」，去年承諾增加1,000個慢速充
電站，以及今年承諾增加100個中速充電站都未
有兌現。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新社聯理事
長陳勇及沙田區議員招文亮，將聯合進行一項為
期4個月的電動車測試計劃，並會根據測試結果
撰寫報告書，向「推動使用電動車輛督導委員
會」及環境局提出建議。

陳克勤日駕5小時
是次電動車測試計劃，會從3款不同類型電動
車的駕駛體驗中收集數據，了解電動車使用者面
對的難處。陳克勤已率先於本月1日開始使用三
菱iMiEV，平均每天駕駛4小時至5小時，主要往

返寓所與立法會。他表示，過去3星期試駕電動
車行駛了約1,000公里，認為電動車安全、舒
適、可靠，充電費更只是油費的10%。他說，電
動車唯一不便是要先規劃好行程，否則電動車可
能因無電而中途「跪低」，認為政府要盡快兌現
增加充電站的承諾，令電動車可以更普及。

中電：按普及增充電點
現時標準充電需時6小時至8小時，充滿電可
以自動波行駛約80公里。若以快速充電，20分鐘
則能充至八成滿。中電技術服務副總監吳子堅表
示，中電現時共有145個電動車充電點，會因應
電動車的普及程度增加。被問到能源組合諮詢文
件建議的兩個方案，均會令未來電費有增加壓
力，會否影響市民使用電動車的意慾，吳子堅未
有正面回應，只強調電動車較環保，會繼續推
動。

西灣村全面封村 擅闖追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西貢西灣村的居民，不滿
當局早前將西灣村納入郊野公園範圍，於去年年底開始首
階段封村行動，只在周六、日及法定公眾假期對外開放。
自高院日前駁回村民司法覆核申請許可後，西灣村村民發
通告，指已由本月15日起，全年每天24小時封閉村落，其
間任何人士包括所有公職人員，在未得到村民同意下擅自
入村，會被法律追究。

通告稱向公眾政府宣示主權
村民在通告上強調，過去一年多時間內，曾到各部門提

出反對、請願及抗議，甚至司法覆核，但政府完全漠視村
民要求，在別無選擇下，只好採取全面圍封西灣村，以向
公眾及政府宣示主權。
通告又指：「這是官迫民反的必然結果」，批評政府一意
孤行，部分議員不顧公義，不理會鄉事委員會、區議會及鄉
議局的反對，踐踏私有產權，又指「以人多欺人少、大石壓
死蟹」的行徑，最終令政府蒙上不公義施政的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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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無論香港未來採用哪一個燃料
組合方案，均會影響兩電的發電模式及經營情況。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陳婉嫻擔心，一旦從內地電網輸入電力，即會減少本地
發電比例，擔心本地員工生計會受影響。中電指現時發電燃料
組合一直行之有效，各界必須全面分析並理解文件提及的組合
方案所帶來的後果與影響。有學者認為市民無可避免需接受加
電費，「不可能要求有清潔能源，同時又有便宜的電費」。

蘇偉文：聯網買電成本效益佳
能源諮詢委員會主席蘇偉文表示，兩個能源組合方案都會令

電力單位價格增加一倍，市民無可避免需要接受加電費。然
而，由於電費受很多因素影響，例如國際能源價格、燃料組合
等，現時難以預計電費加幅。他又指，從澳門經驗而言，本港
若向南方聯網買電力，其穩定性應與現時差不多，成本效益上
亦將有優勢。

中電：靈活多燃料方案最可靠
中電對當局就2023年能源組合方案進行公眾諮詢表示歡迎，
認為選擇未來的發電燃料必須考慮多項不同因素，而長遠若能
靈活地採用多個燃料方案，達致最可靠及最具經濟效益的能源
組合，將可帶來最大保障。
中電又指，現時的發電燃料組合一直行之有效，各界必須全

面分析方案帶來的後果與影響，才能作出穩健與可持續的燃料
組合決定。中電表亦，稍後會就方案提供的參考資料提交意見
書，並會全面配合日後決定採納的發電燃料組合。

港燈：制定長遠燃料組合重要
港燈亦指，制定一套長遠而清晰的燃料組合政策至為重要，稍後會詳

細研究文件的內容及建議，並向政府提交回應。港燈亦會與各持份者保
持緊密溝通，並與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共同合作、尋求共識，以應對全
球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減低碳排放以及進一步改善本港空氣質素。
世界綠色組織亦歡迎改變發電燃料組合，認為有助進一步改善本地及

區域空氣質素。組織認為兩個方案在價格及環保方面相差不遠，但論穩
定性則以「本地發電」方案較高。組織又指，在現行利潤管制協議下，
兩電增建燃氣機組或會導致電費上升，政府需考慮相關因素，盡力減輕
市民電費負擔。

2023年燃料方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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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環境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繼盛

方案1：從內地電網購電

不會對港構成特別的安全風險

香港未曾試過，但美加、歐洲、澳門均
在實行

本港需求只佔南網發電量不足2%

方案可行，會以後備發電應付緊急情況

南網有多個供電源，具強大網絡支援

輸電成本較自行發電低

可達較高環保目標

或可增強本港兩電電網聯繫，有更多空
間在發電層引入競爭

可引入以往未有的清潔能源，如水電

較能靈活應付未來需求

方案2：增加天然氣

紀錄一直非常優良

高度依賴天然氣，易受價格
波動影響

作進一步改善空間有限

如引入新供電商會受土地限
制，現有電力公司投資或增
擱淺成本

增加依賴天然氣的風險

應付未來用電量上升的彈性
較少

2023年燃料組合方案比例
燃料組合

現時(2012年)

方案1：從內地電網購電

方案2：增加天然氣

資料來源：環境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繼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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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特區政府今次向市民提供內地電網及天
然氣兩個選擇，反之從大亞灣核電廠供電的比例則變動不大，繼續維持
約20%，但已較2010年政府提出核電佔50%大幅降低。環境局局長黃錦
星承認，現時社會大家都對核電持審慎態度。綠色和平讚揚當局沒有增
加核電，並希望政府避免透過聯網輸入核電。

福島核災陰霾 核電比例略減
特區政府於2010年就2020年能源組合進行諮詢時，曾提出2020年將
核能發電比例提升至50%，再配以40%天然氣、少於10%煤、3%至4%
可再生能源。不過，隨諮詢期後日本大地震引發福島核電站危機，令
核電比例提高的方案暫時擱置。
政府昨日提出的2個建議方案中，核電比例均維持在20%，較現時

23%的比例有所下降。黃錦星昨日承認，現時社會大家都對核電持審慎
態度。不過，方案一提出從南方電網輸入電力。而根據南方電網於2012
年的數據，核電為南方電網發電量的6%。

環團讚好 倡推再生能源
一直反對核電的綠色和平資深項目主任古偉牧讚揚當局在文件中沒有

增加核電，並指當局亦承認新增核電價格並不便宜。他期望特區政府可
推動區域可再生能源合作政策，為將來帶來更高的減排效果和改善區域
整體的環境，並避免透過聯網輸入核電。

黃錦星：大眾對核電抱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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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克勤、陳勇將會進行一項為期4個月的電動車測試計劃，
並會根據測試結果撰寫報告書，向政府提出建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陳婉嫻擔
心，減少本
地 發 電 比
例，本地員
工生計會受
影響。
資料圖片

■政府對核電比例提高的方
案暫時擱置。圖為大亞灣核
電廠。 資料圖片

■黃錦星指，香港未來若從南方電網輸電，輸港電價會以不超過，甚至
低於香港自行產電成本作基礎。 資料圖片

■黃錦星發表本港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文件，提出從內地南方電網購電，以及在港增加天
然氣發電比例共2個方案，諮詢公眾3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