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員促「泵水」補貼電費加幅
憂每月50元無助紓困 兩電資助劏房戶每年50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中

電及港燈分別在最新一份《管制

計劃協議》生效後增加電費，中

電於今年10月1日起加2%，港燈

於明年1月起加6.8%。政府計劃

於5年內向每個住宅用戶發放共

3,000 元津貼以紓緩加幅，每月

50元，總額達87億元。在昨日舉

行的立法會會議上，有議員形容

每月50元補助只是杯水車薪、聊

勝於無，如電費未來再大幅上

升，質疑政府將如何紓緩加幅；

也有議員關注劏房戶難以受惠於

政府補貼，兩電就回應指將特別

為劏房戶提供每年500元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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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曾先生：兩電賺到盡
兩電加價並不應

該，公司都是要賺到
盡。就算政府作出補
貼亦沒有太大作用，
因款項不多，就好像
港鐵一樣，加價後給
回小小優惠，大家仍
要乘搭，它不是仍有
賺？

黃小姐：電費照畀多
港燈加價 6.8%實

在太多了，並不合
理，也不明白為何
協議已下調准許回
報率，但電費仍要
加。政府補貼的作
用也不大，只是數
字遊戲，住戶仍要
多付電費。

吳小姐：幫補聊勝無
我在港島區居住，

每月需付 600 元至
800元電費，雖然加
價後政府每月會有
50 元補貼，但數目
實在太少，只是比沒
有好，如果每月有
150元就較為合理。

廖先生：經濟負擔重
現在百物騰貴，很

多日常生活必須品都
加價，現在連電費也
要加，會對不少家庭
造成很大經濟負擔，
因此當然不加就最
好。政府的補助應該
愈多愈好。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市民嘆補貼少
150元最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嚴杏意）中電由今年10月
1日起加價2%、港燈明年起加價6.8%，政府計劃向每
個住宅用戶提供3,000元電費補貼，紓緩電費加幅。有
環團認為，應該因應住戶的用電量提供補貼，用電愈少
的市民應獲得更多補貼，才可以幫助最有需要的基層家
庭，並可鼓勵節約用電。

古偉牧：有效「派錢」援基層
環團「350香港」聯絡主任古偉牧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
表示， 3,000元電費補貼的做法是「借屍還魂」，因環境
局局長黃錦星上任之初取消電費補貼，當時解釋指為鼓勵
市民節省用電，但現在又提供補貼，質疑是否即鼓勵市民
多用電。
他並建議，要因應住戶的用電量提供補貼，並非統一提
供，用電愈少的市民應獲得更多補貼，向有真正需要的人「派
錢」，才可以補助最有需要的基層家庭，鼓勵節約用電。
古偉牧並建議當局可使用該87億元作更換智能電錶用
途，避免兩電增加資產。
對於中電前日指，將提升現時與南方電網連接的清潔能
源輸電系統，讓香港能更靈活地選用「零碳能源」，古偉
牧稱局方早前表明，與內地聯網連接不容易處理且造價
貴，並質疑是否值得。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在同一個節目上表示，
兩電要淘汰燃煤機組，增加天然氣供應至五成，以達至
減排目標，加上油價上升等因素，故加價屬意料之內。

余遠騁倡補貼購天然氣
余遠騁提出，政府可參考外國電費補貼情況，設立穩

定基金並注資數十億元，以補貼購置天然氣時的差額，
避免行政費用和電費變動大，讓市民慢慢習慣用綠色能
源，再逐漸加回價格。至於「派錢」措施則需待觀察有
否副作用，例如市民的用電行為有否受影響。
有聽眾表示，天氣炎熱，不開冷氣無法入睡，希望每

月每戶補貼增至100元，以減輕市民電費負擔。有聽眾
則建議政府把87億元改為協助市民購買和安裝節能電
器，包括節能冷氣機和有自動開關功能的燈具等，並加
強公眾教育。

環團倡「少用多貼」鼓勵慳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有
劏房和基層住屋關注團體認為，兩
電向每個劏房戶每年發放500元資助
只屬小數目，形容是「好過乜都
無」，建議政府強制資助每戶劏房
戶安裝獨立電錶，並加強宣傳和教
育業主，讓他們認識到另外向住戶
收取電費屬違法行為。

免遭業主濫收電費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組織幹事陳穎

彤表示，相比業主濫收電費的金

額，每年500元的電費補貼只屬小數
目，有業主向劏房戶收取每度電兩
元的電費，較電力公司的1.1元多逾
八成，加上住宅用戶的電價以累進
方式計算，在共享電錶之下，劏房
戶的電費更貴。她認為，協助劏房
戶的最佳方法，是政府強制資助每
戶劏房戶安裝獨立電錶。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組織幹事任真表

示，不反對兩電提出向每戶合資格劏
房戶發放500元資助。
她認為，劏房戶長期被業主濫收電費

的問題持續，根據組織統計，劏房戶首
400度用電每度電費可由1.5元至2元不
等，濫收嚴重者更可高達每度3元，
500元的資助只是「好過乜都無」。
任真並說，欣賞中電承諾協助劏

房戶安裝分錶，考慮到要先經業主
同意，建議中電加強宣傳。
她解釋，部分劏房戶業主從上手

接管經營，未必清楚另外向住戶收
取電費屬違法行為，認為兩電應加
強教育，倘發現違法收取電費行為
時，應作出警告。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前日批准兩電的
新發展計劃，但未來電費將不減反

加，除明年鐵定加價外，預測直至2023
年，中電及港燈的平均基本電費率，將分
別每年上調1.4%及1.2%；預測兩電的回
扣前平均淨電費率，更分別每年上調3.5%
及2.8%。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出席立法會經濟
發展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時指出，由於將
來會大幅增加使用較潔淨及昂費的天然氣
發電，故未來電費有明顯上升壓力。為紓
緩住戶受電費上漲影響，政府計劃向每個
電力住宅用戶提供3,000元補助，分60個
月發放，每個月50元。惟有議員質疑補助
未能有效減輕市民負擔。

周浩鼎憂成本轉嫁市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指出，天然氣
的成本比燒煤昂貴很多，貴達兩三倍，擔
心羊毛出自羊身上，增加的成本將全部轉
嫁到市民身上。而現時政府提供的87億元
補助，除開每戶只有50元，只是杯水車
薪、聊勝於無。他質疑若未來電費再大幅
上升，將如何紓緩市民負擔。

陳克勤促兩電承擔減排責任
另一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在會後亦
表示，政府申請87億元撥款作為津貼，對
市民是好事，但數額等同於每月發放50
元，實在太少。他又認為減排責任不只在
於市民和政府，電力公司亦需承擔，形容

「政府俾電力公司搵笨」，若電力公司
「一毫子都唔畀」是不公道。

環境局料補助額足彌補升幅
環境局副秘書長劉明光回應指，估計在

初期補助款額足以彌補電費升幅，而在整
個5年發展計劃期間，假設一個3人家
庭，預料3,000元足夠應付這5年間的電費
加幅。
黃錦星表示，今次補貼的做法與以往不

同，金額是用以抵消累計升幅，並非如過
往補貼用戶的電費成本。而政府已盡力處
理電力相關議題，令有關措施盡快出台。
在會議上，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

峰表態支持電費津貼，但擔心劏房戶沒有
獨立電錶，將無法受惠。黃錦星回應指，

政府與兩電簽訂協議時，已明白社會關注
劏房戶，已盡量要求兩電為劏房戶安裝智
能電錶。是次推出的電費紓緩措施是較簡
單方法，只要有電錶就可受惠。
兩電管理層在會議上表示，會向合資

格劏房戶提供500元現金津貼。兩電將
聯同社福機構推出計劃，其中中電將於
明年1月1日接受申請，詳情於今年稍後
公佈。
中電總裁蔣東強表示，中電成立的社區

節能基金，將利用全心傳電計劃及協助劏
房戶支援計劃，向4萬戶合資格家庭提供
每戶500元資助。
中電並會協助劏房戶重拉電線、安裝分

錶，若得到業主同意，可安裝智能電錶，
並為劏房戶更換節能電器。

中電發言人透露，中電正與不同社福機
構討論有關細節。計劃將於明年1月1日起
接受申請，今年第四季公佈申請詳情。
港燈董事總經理尹志田亦表示，港燈會

為每個合資格劏房戶提供每年500元資
助。若獲得業主允許，港燈會為劏房戶安
裝獨立電錶。
此外，港燈亦會為劏房戶更換節能效益

較高的家庭電器，以節省電費開支。
港燈發言人補充，港燈將於明年推出智

惜用電關懷基金，向沒有獨立電錶的合資
格劏房戶，在未來5年，每年每戶提供500
元現金津貼，以減輕電費開支。
港燈將與社福機構合作，訂定申請資格

及其他具體細節，並於今年稍後公佈詳情
及接受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長官
質詢時間答問，工聯會黃國健指
香港為符合減廢要求，政府提出
電費補貼，但劏房戶就未能受惠
於電費補貼。林鄭月娥回應指，
政府會繼續研究如何讓沒有獨立
電錶分隔的劏房戶受惠於電費補
貼，同時呼籲其他議員提出更好
的建議。
行政會議日前批准兩間電力公

司的新發展計劃，其中中電發展
計劃由今年 10 月 1 日起加價
2%，港燈明年 1 月 1 日起加價
6.8%，政府擬向住宅用戶提供
3,000元電費紓緩。
在昨日行政長官質詢時間答問

時，黃國健指香港為符合減廢要
求，因發電改用石油氣而使成本
上升，雖政府有提出電費補貼，
紓緩市民在短時間內電費上升的
壓力，但沒有電錶的劏房戶就未
能受惠。
林鄭月娥指，環境局局長公佈

的兩電未來5年發展計劃，可以
說是近年來最環保的一套計劃，
能夠大刀闊斧達至減排，但無可
避免地帶來一個資本開支而需要
加電費。

指補貼足緩五年加幅
她續說，政府這次提出 3,000

元補貼計劃，基本上可以滿足到
香港一半住戶，可以有效紓緩未
來五年內因今次加電費而帶來的
累積升幅。
林鄭月娥坦言，政府現階段未

有方法能幫助沒有獨立電錶分隔
的劏房戶，又指即使從關愛基金
給現金劏房戶，可能又使租金馬
上飆升。
不過，她強調政府會繼續研究

其他解決方法，幫助這些劏房
戶，同時呼籲其他議員提出更好
的建議，又重申現時劏房戶面對
最大的其實是住房問題，土地房
屋問題始終是問題的根源。

特
首
：
續
研
策
助
劏
房
戶
「
補
電
」

■周浩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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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建議強制「一劏房戶一電錶」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舉行特別會議，討論「兩間電力公司2018年至2023年發展計劃和2019年電費檢討」。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關注團體建議政府強制資助每戶劏房戶安裝獨立電錶。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