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 電 電 費 變 化 比 較
電價組成部分 現價 變化 新價

中電 港燈 中電 港燈 中電 港燈

基本電費率 94.5 109.1 -3.5 -7.8 91.0 101.3

燃料價條款收費 22.0 23.4 +5.8 0 27.8 23.4

地租及差餉特別回扣* -1.1 -4.0 0 +1.7 -1.1 -2.3

燃料費特別回扣 － -16.0 － +13.7 － -2.3

淨電費率 115.4 112.5 +2.3 +7.6 117.7 120.1
(+2.0%) (＋6.8%)

註：單位為仙/每度電。中電新價由2018年10月1日起，地租及差餉特別回扣退款
預計最快在2018年10月用盡，之後淨電價將由117.7仙增至118.8仙（較現價
增加2.9%）。港燈新價由2019年元旦起。

資料來源：中電、港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兩 電 電 費 預 測
電價組成部分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中電 港燈 中電 港燈 中電 港燈 中電 港燈

基本電費率 93.4 105.3 96.5 110.2 99.1 114.8 101.9 115.7

燃料價條款收費 32.4 25.8 36.2 27.5 37.4 29.8 37.4 36.2

特別回扣 － -0.3 － － － － － －

淨電費率 125.8 130.8 132.7 137.7 136.5 144.6 139.3 151.9

註：單位為仙/每度電 資料來源：環境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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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電減排 加價五年
公帑補貼公帑補貼 每月五十每月五十

興建燃氣發電機組 壓倒准許利潤下調

政府與中電及港燈於去年4月簽訂最
新一份《管制計劃協議》，將分

別於今年10月1日及明年1月1日生
效。根據協議，准許回報率將由現時的
9.99%下調至8%。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曾
表示，兩電回報率下調後，假設其他因
素不變，估計未來電費可減少達5%。

港燈明年加價6.8%
惟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昨日批准
兩電的新發展計劃，未來的電費不減反
加。黃錦星昨日在記者會上解釋，雖然
兩電准許回報率下降1.99%，中電及港
燈的基本電費率亦分別減少3.7%及
7.1%，惟自去年4月簽訂協議起，油價
上漲近40%，令中電的平均淨電費率
在今年10月起將上調2%，至每度電
118.8仙（回扣前）及每度電117.7仙
（回扣後）。
港燈方面，平均淨電費率（回扣
前）雖由今年每度電132.5仙下調至明
年124.7仙，惟因明年的特殊地租及差
餉與燃料費特別回扣大幅減少，故明年
起的回扣後淨電費率將是每度電120.1
仙，加幅6.8%。
為達至減排目標，黃錦星表示，兩
電的整體天然氣發電將增加，由現時中
電約26%及港燈約34%，上調至2020
年時約50%，在2023年更進一步增加
至中電逾50%及港燈約70%，因此需
興建兩台新燃氣發電機組，將分別於
2022年及2023年投產，以取代運作逾
30年的燃煤機組。

擬共建海上液化站
他續指，兩電計劃共同在香港水域
興建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令兩電的
天然氣供應來源多樣化，可以更有競爭
力價格選購天然氣。其他主要項目還包

括中電強化與南方電網和大亞灣核電站
連接的清潔能源輸電系統，當項目於
2025年完成後，可讓本港選用更多來
自內地的「零碳能源」以調整本地燃料
組合，從而提早最多約5年達到2030
年的減排目標，即碳強度由2005年的
基年水平減少65%至70%。
由於要作出投資，他指出，在未來5

年新發展計劃期內，預測中電及港燈的
平均基本電費率，分別會每年上調1.4%
及1.2%；而預測兩電的回扣前平均淨電
費率，則分別每年上調3.5%及2.8%。
他舉例說，一個每月用電量為275度

電的三人家庭，在2023年的預測淨電
費，中電及港燈分別約為每度電1.36元
及1.04元，仍較其他主要城市如倫敦、
紐約和悉尼的現行電費低約30%。
惟他強調，2020年至2023年的預測
基本電費率水平，只是估算數字，向用
戶收取的實際電費，將會在考慮各種因
素尤其是屆時的實際燃料成本後，於相
應周年電費檢討中訂定。

政府申請撥款87億
他又指，政府明白市民關注改變發

電燃料組合所帶來難以避免的電費上
調，為減低對住戶之影響，政府建議在
新協議生效時，即中電及港燈用戶分別
自今年10月1日及明年1月1日起，政
府向每個電力住宅用戶提供3,000元津
貼，分60個月發放，即每月50元。
他表示，預期款項可抵消全港約一半

住宅用戶在這5年期間預計的累計電費
升幅。政府的目標是在夏季休會前向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約87億元撥款。
他又指，是次紓緩措施是前所未有，

未來會否再提供同類補貼則言之過早，
他會與立法會議員溝通，希望獲得議員
的理解和支持，令利民措施盡快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高俊威高俊威））中電及港燈最新一份中電及港燈最新一份《《管制計劃協議管制計劃協議》》即將生效即將生效，，雖然准許回報率下調雖然准許回報率下調，，但但

電費卻不減反加電費卻不減反加，，中電於今年中電於今年1010月月11日起將加價日起將加價22%%，，港燈明年港燈明年11月月11日更會加價日更會加價66..88%%。。預測兩電未來預測兩電未來55年的年的

回扣前平均淨電費率回扣前平均淨電費率，，將分別每年上調將分別每年上調33..55%%及及22..88%%。。為紓緩電費上升壓力為紓緩電費上升壓力，，政府計劃向立法會申請政府計劃向立法會申請8787億元億元

撥款撥款，，向每個住宅用戶提供向每個住宅用戶提供33,,000000元津貼元津貼，，分分6060個月發放個月發放，，每月每月5050元元，，期望於新電費實施時發放期望於新電費實施時發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
中電及港燈分別於今年10月及明
年1月起加電費，政府建議向每個
住宅用戶戶口分60個月合共發放
3,000元補貼。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陸頌雄表示，原本期望電費可以下
調，現時不減反加，港燈的加幅更
高達6.8%，大大加重了港島市民
的用電負擔。
他又說，政府擬每月僅向每個

住宅用戶發放50元電費補貼，未
能抵消全部電費升幅，尤其對劏房
住戶而言，將進一步增加他們的經
濟壓力，「我們正約晤環境局局長
黃錦星商討立法禁止轉售電力圖
利，徹底杜絕劏房戶被濫收電費的
問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批評

政府突然公佈兩電加價及批准新發

展計劃《管制計劃協議》，做法倉
卒，且日後電費或再度上調，並同
時擔心87億元的補貼並不足夠，
基層市民將百上加斤。
「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

辰表示，由於將來會調整燃料組
合，使用更多天然氣，電費必然會
進一步上調，期望政府提供的電費
補貼可抵消全港一半住戶於2018
年至2023年間的電費升幅，讓他
們「慳得一蚊得一蚊」。

學者恐電費隨成本再加
香港城市大學能源與環境政策

研究中心總監鍾兆偉表示，兩電新
的淨電費為每度電117.7仙及120.1
仙，憂慮日後進一步增加天然氣發
電比例，電價會隨着發電成本進一
步上升。

議員：補貼未抵消全部加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
威）中電及港燈對行政會議通過
兩公司未來5年發展計劃表示歡
迎。中電稱，計劃總投資達529
億元，向增加天然氣發電和支持
香港發展智慧城市的方向進發。
港燈亦表示，將投入資本開支
266億元，確保香港繼續享有高
度可靠的電力供應及優質服務。
中華電力總裁蔣東強指出，約38%總資本投資

投放於維持供電可靠度，30%應用於減低排放項
目，24%用以滿足新發展區及基建發展的電力需
求，8%則用作配合建設智慧城市和數碼科技。

中電推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
當中重點項目包括，在龍鼓灘發電廠增建一台燃
氣發電機組，為現時連接香港及內地的高壓架空輸

電專線系統進行提升工程，與港
燈合作興建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
站等。他提到，中電推出了可再
生能源上網電價、綠適樓宇基
金、社區節能基金等，關顧社會
上有需要人士。
港燈董事總經理尹志田承

諾，公司會全力配合政府政
策，將投放162億元在與發電相

關項目，當中絕大部分用於興建新燃氣機組及相
關設施，91億元將投放於輸配電系統，如增添
輸電設施、更換電纜等，餘下13億元用於顧客
及企業服務發展。
他表示，公司亦設有多個關顧社群項目如智惜

用電關懷基金，資助長者或劏房戶等安裝獨立電
表，如未能安裝，也可資助他們更換損耗電力家
具，以節省能源。

政府准許投資近800億

■尹志田■蔣東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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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黃錦星指兩電興建兩台新
燃氣發電機組，將分別於
2022年及2023年投產。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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