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盧女士：製造垃圾就
應該負上責任，我支
持政府落實垃圾徵
費。政府提出的垃圾
收費水平合理，大部

分市民都可以負擔，即使現時未有
收費，我亦有分類（垃圾方便）回
收的習慣，會將廢紙、金屬及塑膠
等送到回收箱。如果日後要收費，
希望政府可以擴大回收計劃，增設
更多可以回收電芯等不同物品的回
收箱。

街坊有讚有彈
冀增回收箱

高同學（圖
右）：現時
要找回收
設施不算
太方便，

所以家中沒有將垃圾分類回收的習
慣。我認為垃圾徵費會加重市民
經濟負擔，所以並不支持計劃，
但我也認同措施有助推動環保。
如果新措施正式實施，我應該會
開始分類，減少製造垃圾。

杜伯伯：政府提出
的垃圾徵費水平不
是高，市民有能力
負擔，但每月多數
十元開支一定感到

「肉赤」，政府有大量盈餘是否
有需要向市民開刀？一般長者製
造的垃圾量不多，期望政府日
後可以免費為我們提供垃圾膠
袋，我認為垃圾徵費的目標應
該為商界。

盧同學：香港的浪
費問題嚴重，很多
被送到堆填區的物
件其實仍然可以使
用，所以我支持政

府落實垃圾徵費，相信措施有助推
動更多市民將垃圾分類回收，改善
浪費情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 森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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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措施
■環保署設立外展隊，為市民提供
協助，實踐減廢回收和落實都市
固體廢物收費

■為社區回收中心提供常規化撥款

■視乎將推出的先導計劃經驗及香
港發展廚餘處理回收中心的進程
而最終在全港為非工商業廢塑膠
及各界別廚餘提供免費收集服務

■推行應用逆向自動售貨機（回收
機）先導計劃以評估其推動回收
廢塑膠飲料容器的成效

實施時間
刊登憲報：11月2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11月14日

恢復二讀辯論、
委員會審議階段和三讀：未定

政策實施：最早為2020年底

檢討：政策實施後3年

香港的都市固體廢物棄置率在2011年至2016
年間上升11%，環境局即將向立法會提交

《2018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
訂）條例草案》，期望透過經濟手段改變市民習
慣，落實源頭減廢及乾淨回收，從而減少整體廢
物棄置量，當局指草案會在本月14日進行首讀
及開始二讀，預計最快2020年底實施。

超市油站郵局賣垃圾袋
環境局建議，垃圾徵費以「污染者自付」為原

則，市民日後要購買指定垃圾膠袋棄置家居垃
圾，垃圾袋的收費定為每公升0.11元，以一個三
人家庭為例，假設一家人每日使用一個最常用的
10公升或15公升的指定垃圾袋，每天便須繳付
約1.1元或1.7元，每月開支為33元至51元。
另外，當局又會額外為綜援受助人提供每人每

月10元的標準金額作為垃圾徵費援助。
指定垃圾袋預料會在超市、便利店、油站和郵

政局等地方出售，部分鄉郊地區和垃圾收集站附
近更可能會設置自動售賣機，環境局並會邀請超
市和便利店售賣指定垃圾袋，以代替塑膠購物
袋。至於無法以指定垃圾袋包妥的大型廢物棄置
前貼上指定標籤，每件劃一收費11元，當局計
劃在政策實施3年後進行檢討。
如果有市民在垃圾徵費實施後用非指定垃圾袋

棄置垃圾，食環署將會拒收，物業管理公司要自
行用指定膠袋包裝再棄置。

罰款1500元相當3年費用
環境局指，當局除了會以攝影機監管外，亦會

開發流動應用程式，供公眾舉報違規個案，執法
人員會到「違法黑點」採取巡查及執法行動，違
例者會被罰款1,500元，但政策實施首半年會有
「適應期」。
黃錦星承認推行和落實垃圾徵費具挑戰性，但

認為1,500元的罰款足夠一般家庭支付數年的垃
圾徵費，指罰則具阻嚇性，認為問題可以透過公
眾教育和宣傳解決，「我們會利用額外資源加強
支援減廢和回收工作，當中包括在環保署下設立
外展隊，為市民提供在地協助，以實踐減廢回收
和落實收費。」
就有市民指香港現有的回收配套不足，黃錦

星指香港的配套已經較鄰近的台北及韓國推出
同類政策時好，形容垃圾徵費可以成為「火車
頭」，推動社會改善相關配套。
他又指，政府日後會推行應用逆向自動售貨

（回收）機先導計劃（即投入空飲料瓶可獲取
現金），及提供非工商業廢塑膠和工商業廚餘
免費收集服務，並視乎發展廚餘處理回收中心
的進程最終將廚餘回服務擴展至全港各界。

垃圾徵費 立法啟動
月中交議 每升毫一 兩年後實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討論多年，環境局昨日公佈，政府本月中將向立

法會提交《2018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市民日後要購買指定垃

圾袋棄置家居垃圾，否則會被罰款1,500元。垃圾袋收費為每公升0.11元，估計一個三人家庭每

天或須繳付約1.1元至1.7 元，每月開支為33元至51元。新政策預計最快可於2020年底實施。環

境局局長黃錦星相信，垃圾徵費可以成為「火車頭」，推動其他回收配套「與時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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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標籤收費
收費：每件劃一收費11元

適用垃圾：無法以指定垃圾袋包妥
的大型廢物

指定垃圾袋
垃圾袋分9種：3、5、10、15、
20、35、50、75、100(公升)

收費：0.11元(每公升)

垃圾袋出售點：超市、便利店、油
站和郵政局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都市固體廢
物收費預計最快在2020年底實施，多個環
保團體發表聯合立場書，指香港在垃圾徵
費工作較鄰近地區落後，歡迎政府終於提
出有關立法建議，期望政策可以早日落
實，以減少固體廢物量。多個政黨雖然認
同減廢減碳方向及「用者自付」原則，但
關注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否切實可行。
綠領行動、綠色力量、綠惜地球、長春

社、環保觸覺、香港地球之友及綠色和平
發出聯合立場書，指現時被送到堆填區的
垃圾中有不少是可避免、可減少、可重用
和可回收，認為垃圾徵費有助推動源頭減
廢。

指政策落後冀盡快通過
環保團體批評香港的垃圾徵費工作較鄰

近地區經落後至少10年，期望立法會議員

可盡快審議及通過法例，認為以「專款專
用」處理垃圾徵費所得款項的做法可以擺
脫市民一直感覺垃圾徵費就是向市民「打
荷包」的錯誤信息，令社會可以向2022年
都市固體廢物減少40%的目標進發。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雖然表示認同

減廢、減碳的大方向，亦相信社會支持污
者自付的原則，但關注政府能否解決非法
棄置廢物構成環境污染及衛生問題，以及

回收配套不足的問題，擔心新收費計劃會
引致大量廚餘棄置情況，造成衛生問題，
並質疑在回收再造配套未齊全令市民未能
將廢物回收下推出徵費對市民不公道。
民主黨亦歡迎政府落實垃圾廢物徵費，

認為立法規管有助改變市民的行為習慣，
但亦指出政府應先做好社區回收工作，擔
心如果承辦商未能做到乾淨回收，只會浪
費市民的工夫。

七環團歡迎 政黨關注回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部分來自工
商業處所的大型垃圾未必可以放入垃圾袋，
政府在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實施後會以按重量
收費，環境局建議政策實施初期的收費為每
公噸365元或395 元。
大型金屬物品及木板等主要來自工商業

處所的垃圾，往往因為體積龐大或形狀不規
則，不便於放進指定垃圾袋而需由夾斗車、
勾斗車及卸斗車等無配備壓縮系統的廢物收
集車輛收集，並送往垃圾堆填區或廢物轉運

站棄置，環境局建議日後按有關垃圾重量徵
收入閘費。
私營收集商現時用市區的廢物轉運站棄

置有關廢物，需就每公噸垃圾繳付30元費
用，而用堆填區棄置則毋須繳費，環境局認
為日後應維持兩種廢物處置設施的收費差距
在30元水平，建議四個市區廢物轉運站和
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棄置的都市固體廢物日
後收取每公噸395元，而其他廢物轉運站及
堆填區的收費則為每公噸365元。

3公升
$0.33

大型廢物每噸收費365元

5公升
$0.55

10公升
$1.1

15公升
$1.65

20公升
$2.2

35公升
$3.85

50公升
$5.5

75公升
$8.25

100公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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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星認為都巿固體廢物收費的罰則具阻
嚇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垃圾徵費實施後垃圾徵費實施後，，如市民用非指定垃圾袋棄置如市民用非指定垃圾袋棄置
垃圾垃圾，，執法人員會採取執法行動執法人員會採取執法行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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