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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暖香江
九龍工作部 黃偉航
一種尊稱）。他雖然年事已高，但是對於
一年一次的盂蘭勝會，他卻一點都不含
糊，不僅出資助力，而且許多事情都親力
親為，從會場佈置、演出安排到節日文化
宣傳，他都要親自把關。有一次我問他：
「老叔，您年紀這麼大了，有些事情可以
交給年輕人去做，您在後面指教就好，為
什麼還要這麼辛苦來做這件事？」他說：
「香港舉辦盂蘭節活動已經有一百多年的
歷史，主要目的是為了祈福香港風調雨
順，祈福香港人能夠安居樂業，同時也宣
揚孝敬父母、善待家人的傳統美德。我十
幾歲來到香港，人生地不熟，靠着堅強的
意志拚搏事業，許多年都沒時間回家鄉，
但是每年的盂蘭勝會，我都會到這裡來拜
祭祖先，來這裡感受家鄉的氣息，緩解我
的思鄉之愁。自從九龍城有了第一屆盂蘭
勝會，我就來這裡幫忙，這一幫就是 50
年。我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在我有生之

2015 年，我懷揣期盼來到香港工作，轉
眼已經三年。來香港之前，香港給我印象
最深的，便是《我來自潮州》這部電視
劇，裡面講述了潮汕人在香港奮鬥的故
事；現實中也有許多具有傳奇性色彩的人
物，比如已故的愛國銀行家莊世平先生、
白手起家的著名企業家李嘉誠先生等等，
他們都是潮汕人在香港的傑出代表。
在香港的工作生活中，我經常與潮汕鄉
親打交道，在他們的身上，我看到了許多
香港潮汕人共同的特點。除了拚搏、團結
之外，還有一份愛鄉的情懷。說到這裡，
我一定要說一說九龍城潮僑盂蘭勝會的主
席陳統金老先生。陳老先生 50 年來對盂蘭
勝會的堅持、執着和付出，讓我深有感
觸。老先生今年已經 80 歲高齡，我每次見
到他都會稱呼他為老叔（潮汕人對長輩的

年，繼續把潮汕的傳統美德傳播出去，讓
更多的香港新生代潮汕人能夠更加了解中
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更加了解自己的家
鄉，讓他們繼續把善待家人、愛家鄉、講
團結的精神傳承下去。」聽了陳老先生的
話，我的心情是複雜的，也是感動的。盂
蘭節，道出了海外遊子多少的故鄉夢，道
出了潮汕子民多少的家鄉情。
俗話說，有潮汕人的地方，就有潮汕的
工夫茶。一杯工夫茶，不僅泡出了潮汕人
的熱情好客，更是泡出了潮汕人的敬老尊
賢。記得有一次去參加柯創盛議員的活
動，現場來了很多老人家。就在這個時
候，柯議員的一個舉動令我印象非常深
刻。他半跪着為一位坐着輪椅的老人家端
茶。事後我與他聊到這個舉動，他解釋
道：「這些老人家很多都是獨自居住，孤
單寂寞，所以我想盡可能地去關心他們，
這小小的一杯熱茶，可以讓他們感受生活

的溫暖，感受社會對他們的關愛，他們自
然也會開心點。」這是一位香港潮汕人對
社會最簡單、最樸實的付出，卻讓我的心
溫暖了許久。
除了感人的事蹟，香港也讓我感受到了
濃濃的潮汕氣息。去年年底，我有幸參加
了「九龍西潮汕文化節」的活動。一到現
場，那種熟悉的景象馬上就映入我的眼
簾，彷彿有一種回家的感覺。現場的很多
街坊用潮汕話在交流，你一言我一語，特
■潮汕文化節濃濃的家鄉氣息。
別是聽到「自己人」這三個字的時候，讓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我感到異常親切。那天我不僅品嚐了很多
潮汕美食，觀賞了潮汕工藝品展覽，還欣 人欽佩。
香港，對我來說已經有着熟悉而又親切
賞了潮劇表演，就如小時候拉着媽媽的手
參加廟會般的溫馨。後來我才得知，為了 的感覺。這裡還有許多香港潮汕人的故事
舉辦這次活動，九龍潮州公會、九龍西潮 感動着我、激勵着我，讓我相信，江水隔
人聯會、九龍東潮人聯會三大團體精心策 不斷鄉情。潮汕人的精神永遠都是堅強、
劃，耗費了大量心血，有關團體首長及鄉 拚搏、團結，讓人感到溫馨、和諧，真的
親們這種大力弘揚潮汕文化的善舉確實令 稱得上是潮暖香江！

「四電一腦」除舊 無縫交接遇難
法例未定明限期 環署倡市民自提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廢電器電子
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將於下月 1 日實施，銷售
商由當日起必須為購買「四電一腦」的消費者安
排免費除舊服務，但法例未有定明收集商最遲要
在市民購買新電器後多久上門收走舊電器，環境
保護署建議市民可主動要求銷售商安排送遞新貨
和除舊服務在同一日進行，以做到無縫交接。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將於下月
1日實施。
影片截圖

電一腦」即是冷氣機、雪櫃、洗衣機、電視、電
「四腦、顯示器、掃描器及打印機，電器入口商在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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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起要向政府繳交介乎15元至165元的循環再造徵費。
法例並規定銷售商要為消費者安排免費上門回收服務，而
銷售商亦須在 8 月 1 日前將其公司就以後有關回收服務的安
排交環境保護署審批。

問：除舊服務是否需要收費？

「歐綠保」最快收單3天後除舊

▲購買「四電一
腦」要留意。
資料圖片

對於市民可能擔心送貨與回收時間未必能夠配合，環境保
護署副署長吳文傑昨日向傳媒表示，消費者有權主動要求銷
售商安排同日送貨和回收舊機，而絕大部分銷售商選用的收
集者「歐綠保」承諾最快在收到訂單的 3 個工作天後上門收
舊電器，舉例指市民如在星期一光顧選用「歐綠保」回收的
銷售商，最快可要求安排在星期四上門回收舊機，並在當日
送貨。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廢物管理政策）林淑儀補充，環保
署審批銷售商提交的除舊服務方案時要求銷售商提交 1 個預
定收集者及最多 4 個後備收集者名單，銷售商如果未能安排
預定收集者在消費者要求的日子上門回收舊機，可以安排其
他後備收集者，甚至自行上門回收。

◀舊電器經處理
後，可變成有
鐵、銅、鋁及塑
膠等有用原料。
資料圖片

3工作天前收 或額外付費
不過，如果該名市民要求銷售商在 3 個工作天前上門回收
舊電器，服務則不屬法定除舊服務範圍，銷售商有權將服務
視作「升級服務」，要求消費者額外付費。
林淑儀又表示，消費者現時購買新電器亦需時安排送貨，
新電器一般要等 3 天至 4 天才能送到市民家中，相信如果銷
售商日後可以安排在 3 個工作天後上門回收舊機，市民家中
同時要放置新機和舊機的機會不大。
另外，法例亦未有規定銷售商最遲在什麼時候安排回收日
子，消費者可以自行與銷售商協商。

除舊商有權要求付拆解費
除舊服務雖然是免費，但服務只限將舊電器搬走，搬走冷
氣機及洗衣機等電器時涉及拆解，環境保護署指收集者有權
要求市民支付拆解費。
對於有意見質疑現時為最主要舊電器收集者的「歐綠保」
上門回收時間太短，吳文傑指「歐綠保」的回收時間為星期
一至六的上午8時至晚上7時，已經較一般銷售商只於早上9
時至傍晚6時送貨的時間長。

擬下游管制 3公司獲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
傑）全港每年製造約 7 萬噸電子
廢物，環保署除徵收循環再造費
及要求銷售商提供除舊服務外，
亦會在今年 12 月 31 日起就廢電
器電子產品作下游管制，包括要
求循環再造的公司領牌等，政府
透露至今已有 3 間公司獲發相關
牌照，有信心香港日後具能力處
理所有受今次計劃規管的棄置電
器和電子產品。
由歐綠保營運的廢電器電子產
品 處 理 及 回 收 設 施 WEEE．
PARK 每年的最高處理量只得 3

生促局擬建碳排放交易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香港的大廈
將來實施省電措施減少碳排放，也能拿到網
上賣錢，獲得資金進一步響應綠化環保。香
港生產力促進局（HKPC）正籌建香港首個
本地碳排放交易平台，只要通過 HKPC 認
證的減碳數量 ，就可放在平台上出售 。
HKPC環境管理總經理方湛樑表示，本港一
些巨型企業每年都會向外國購買數百萬噸減
碳指標，建立交易平台後，就可購買本港減
碳指標，進而鼓勵本港減碳事業發展，相得
益彰。他希望今年能確定碳排放交易平台的

具體落成日期。
方湛樑介紹，繼京都協議（《聯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的京都議定書》）後，全球致
力減少碳排放，並鼓勵交易碳排放量，將減
少碳排放金融化，有助促進減碳經濟發展。
即高排放機構向其他成功減碳的機構購買所
減碳放量，當地政府就會承認高排放機構碳
排放量達標。
他表示，碳排放交易在外國和內地均已開
始，交易額數以億港元計。由於本港沒有碳
排放認證機構，因此本港減碳數量並不能進

萬噸，不足香港每年電子廢物總
重量一半。

正處理9宗申牌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吳文傑表
示，除歐綠保外，香港亦會有其
他公司共同將舊電器循環再造，
透露包括歐綠保在內，署方已經
發出共 3 個相關牌照，並正處理
另外9宗申請。
吳文傑並指，即將實施的「廢
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
所規管的「四電一腦」只佔總電
子廢物重量85%，即使沒有其他

行買賣，需要購買減碳指標的本港巨企，只
能在外國購買經過認證的減碳數量。

盼2025年前能源強度減40%
方湛樑續說，本港年均碳排放量約四千萬
噸，人均排放量約六噸，當中約 70%是大廈
耗電引至，而每耗電 2,000 度約導致一噸炭
排放。目前特區政府鼓勵省電減少碳排放，
所有建築進行裝修工程時均需遵守「建築物
能源效益守則」，既有的建築需通過「強制
性能源審核」，新建的建築亦須確保建築物
於設計階段已符合能源效益要求，以求達至
2025年前把能源強度減少40%的目標。
他指出，在政府推行、各界響應下，各種

公司參與將舊電器「轉廢為材」
的工作，歐綠保亦有能力處理全
香港的舊「四電一腦」。

現有「收買佬」或須再領牌
除循環再造商外，在今年底實
施的第二階段「廢電器電子產品
生產者責任計劃」亦會對舊電器
貯存、處理、再加工及進出口作
規管，現有的「收買佬」亦有可
能要向環境保護署申請牌照。
另外，受規管的廢電器在 12
月 31 日起亦不能再棄置於堆填
區。

除舊服務為免費，市民即使居於離島等
偏遠地點，銷售商亦一定要安排回收，
但拆走舊機則不屬免費除舊服務範圍。
問：銷售商會否安排送貨及回收在同一日進
行？
絕大部分銷售商承諾在 3 個工作天後提
供除舊服務，舉例消費者在星期一落
單，可要求銷售商在星期四或之後同日
送貨及回收舊電器，但如果要在之前回
收就可能要加錢購買「升級服務」。
問：市民在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
實施後是否必須將舊電器交予回收商循
環再造？

不是，市民即使將舊電器棄置於垃圾站
亦沒有刑責，但環保署並不鼓勵有關做
法，舊電器在 12 月 31 日起亦會被禁止棄
置於堆填區。
問：沒有購買新電器可否獲安排除舊服務？

可以，市民有舊電器需要棄置可致電廢
舊電器回收熱線 2676 8888 預約上門回
收。
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省電減碳的措施已在本港普及。一幢大廈每
年減少耗電10%並非不可能，比如更換電梯
或冷氣系統，已能達至不錯的減排效果。而
全港逾三萬幢私人大廈，每年減少碳排放達
數百萬噸，若能出售這些指標，有助鼓勵全
港大廈進一步推行省電減排措施。

類似買賣股票方式進行
HKPC資訊科技總經理黃家偉介紹，這個
交易平台的技術已基本成形，具備低成本、
自動化快速交易、可追蹤所有交易或協議、
對各界別均透明公開、去中心化系統等特
點。要買賣碳排放的雙方，在平台交易以類
似買賣股票方式進行，可以一個買家同時與

■(左起)方湛樑和黃家偉。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許多賣家買賣，由電腦自動化處理。目前
HKPC碳排放的認證系統，及在平台上交易
所需的各種法定程序，正在進行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