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5年空氣質素
○污染物（微克/立方米）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可吸入懸浮粒子 （一般） 43 39 34 35 33

（路邊） 50 45 38 39 39

○細微懸粒子 （一般） 29 25 22 22 20

（路邊） 32 30 26 26 25

○二氧化氮 （一般） 49 49 47 40 39

（路邊） 102 99 82 86 82

○二氧化硫 （一般） 11 10 9 8 6

（路邊） 9 8 7 7 7

○臭氧 （一般） 46 42 39 51 52

（路邊） 21 19 19 23 24

資料來源：環保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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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現有16個空氣質素監測站，包括13個
一般監測站和3個路邊監測站。各監測站均

會監測本港主要空氣污染物，包括可吸入懸浮粒
子、微細懸浮粒子、臭氧、二氧化氮及氮氧化
物，及二氧化硫。去年監測站錄得空氣污染物平
均水平為：可吸入懸浮粒子33微克/立方米，微
細懸浮粒子20微克/立方米，臭氧24微克/立方
米，二氧化氮及氮氧化物39微克/立方米，二氧
化硫6微克/立方米。
而相關污染物濃度在路邊的平均水平均有明顯
提升，尤其二氣化氮濃度達82微克/立方米。唯
路邊臭氧濃度較一般地點低，只有24微克/立方
米。
何德賢解釋這由於臭氧會與汽車尾氣中的一氧
化氮結合成二氧化氮，從而消耗掉部分臭氧。這
並非意味着路邊空氣污染減少，因為增多的二氧
化氮對人體傷害更大。

健康風險高時數持續下降
環保署資料顯示，去年本港空氣污染健康風險
高的小時值只有2.1%，路邊亦只有2.8%，反映
空氣質素頗佳。環保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空氣
科學）鄭茵茵表示，去年錄得較多空氣污染小時
數的監測站集中在香港西部，包括元朗、屯門和
東涌，但也較過去幾年逐漸減少，而與此同時這
三個監測站也錄得最多空氣最佳小時數，整體平
均水平與其他地區相似；這主要由於香港東風多
的地理因素導致。
環保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空氣科學）梁啟明

表示，臭氧具有較
強遠程傳輸特性，
受整個區域影響大
於地區影響。
臭氧是氮氧化物和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在
陽光照射下形成光化
學煙霧時產生，因此
主要是颱風來臨前日
光強烈、無風情況下
產生。

區域合力減排 臭氧自然減少
本港氮氧化物排放持續下降，臭氧濃度卻微

升，是由於周邊地區臭氧「補充」進來引致。臭
氧對人體呼吸系統有即時刺激作用，會引致呼吸
系統疾病發作，但沒有別的污染物對人體的長遠
危害大。
要減少臭氧污染，只有全區域合作減少空氣污

染，要與廣東省甚至更大範圍地區合作。只要區
域內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都下降
了，臭氧濃度就會隨之下降。
何德賢說，本港空氣污染源主要是水上運輸、

公用發電和道路運輸。由於道路運輸靠近民居，
因為道路運輸造成的空氣污染對市民影響最大。
由1999年至2018年空氣質素曲線來看，包括
懸浮粒子、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排放都在下降，
但受氣象條件影響，個別年份會有起伏，這並不
代表本港空氣污染突然增加。

環保署助理署長
（空氣質素政策）何
德賢昨日在記者會上
介紹本港繼續推行減
排策略及措施，包括

提升天然氣發電比例，繼續淘汰歐4
標準前的柴油商業車，分階段收緊新
登記車輛需具歐6排放標準等。未來
會檢討「綠色運輸試驗基金」的資助
範圍，進一步收緊發電廠的排放限
額，及推進區域合作，共同減少及監
測空氣污染物排放。

出招針對3大空污源
何德賢說，政府2014年4月1日起

規定本地船舶及遠洋船舶靠近本港
時，都必須使用低硫燃油，有效降

低本港最大空氣污染源。今年7月批
准本港兩間電力公司新的5年發展計
劃，將興建兩台新的燃氣發電機，
連同現在正興建的三台燃氣發電
機，兩間電力公司整體天然氣發電
量佔比將由現在的26%至34%，增
至2023年的50%至70%。

增天然氣發電 淘汰舊柴油車
何德賢指出，本港第三大空氣污染

源是車輛排放。政府自2014年3月起
分階段淘汰82,000多輛歐4標準前的柴
油商業車，現已淘汰了約66,800輛，
將繼續淘汰餘下的老舊柴油車。
自2014年9月起以遙測技術管制

汽油和石油氣車的廢氣排放，不合
格的要求立即檢修。多種措施之

下，2014年至2018年本港排放過量
廢氣的汽油車由約10%減至5%，排
放過量廢氣的石油氣車由約80%降
至20%。
何德賢說，政府已資助約1,000部
歐2標準和歐3標準的專營巴士加裝
選擇性催化還原器，將排放水平提
升至歐4或以上。
自2015年底開始，政府於中環、銅

鑼灣及旺角等繁忙路段設立專營巴士
低排放區，只有低排放專營巴士（歐
4或以上標準）才可於區內行駛。
何德賢續說，2017年7月1日起，

政府分階段按車輛類型收緊新登記
車輛的排放標準至歐6標準。與歐5
相比，歐6重型柴油車減少排放約
80%的氮氧化物及50%的可吸入懸浮
粒子。而歐6輕型柴油車則減少排放
約55%氮氧化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擬收緊發電廠排放限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環保署昨日公佈去年空氣質素，顯示本港自2013

年實施「清新空氣藍圖計劃」逐步淘汰歐四標準以下柴油商業車後，空氣質素持

續改善，去年主要空氣污染物濃度較2013年下降28%至54%。惟對呼吸系統有

較強刺激性的臭氧濃度則持續輕微上升，並創下19年新高。環保署助理署長（空

氣質素政策）何德賢表示，臭氧濃度增加主要受外地遠程傳輸影響，將與廣東省

合作共同降低空氣污染。

■■空氣質素持續改善空氣質素持續改善，，去年主要空氣污染物濃度較去年主要空氣污染物濃度較20132013年下降年下降2828%%
至至5454%%。。圖為維港水域圖為維港水域。。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運輸署公佈2019年空
氣質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對呼吸系統有較強刺激性的臭氧濃度則持續輕微上
升。圖為市民掩鼻。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減排見效減排見效 空污大減空污大減
臭氧含量微升臭氧含量微升 環保署環保署：：將與粵全區域合作將與粵全區域合作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昨通過，將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每小時34.5元增
至每小時37.5元，如獲立法會通過，
將於 5 月 1 日實施。此次法定最低工
資增幅8.7%為歷來最高，看似加幅很
大，實則只有3元，最無議價能力的
基層打工仔得益並不多。因此各方應
體恤基層貧苦，有必要檢討最低工資
的調整機制，增加打工仔的薪酬，政
府更要帶頭督責外判公司，切實保障
外判工人的權益，促進社會和諧。

本港法定最低工資於 2011 年 5 月 1
日開始實施，定為時薪28元，每兩年
作一次檢討和調整，2013 年、2015
年、2017 年分別調升至 30 元、32.5
元、34.5元。此前最低工資加幅多落
後於通脹。此次勞方最初建議最少加
至38元，但資方還價至36元。經過艱
辛拉鋸後，確定為37.5元，與勞方要
求的「僅差」5毫子，加幅略高於通脹。

本港法定最低工資，即使加至每小
時37.5元，仍屬於偏低水平。目前其
地國家或地區的最低工資，以港元
計，台灣約38.8元、韓國59.5元、日
本約63.5元。全球第一個設定最低工
資的新西蘭約88.6港元，今年4月1日
新西蘭法定最低工資將調至約 94 港
元。

去年底，本港民間團體樂施會倡
議，推出生活工資每小時 54.7元，讓
僱員的工資可養活家庭、保障基本的
生活水平。時薪 54.7 元看似叫價很
高，但換算成一人住戶月薪也只有

1.1 萬元，但這一偏低的生活工資水
平，仍是此次增加3元後最低工資的
1.46倍。可見，本港最低工資水準，
在讓工人用勞力賺取有尊嚴的生活，
有相當差距。

一向以來，對增加最低工資，資方
總認為會加重經營壓力，更指稱增加
最低工資實施將引發逐級加工資的

「漣漪效應」，最終無奈要向消費者轉
嫁。

事實上，本港自落實最低工資以
來，並無發生企業因此而倒閉、經濟
衰退的情況，相反，經濟連年增長，
本港2017年實質經濟增長3.8%，2018
年預計全年經濟增長3.2%，2018年頭
9個月通脹為2.5%，市民收入在扣除
通脹後，普遍有實質增幅。更要看到
的是，落實最低工資後，失業率基本
保持在 3%的低水平，幾乎全民就
業。因此，提升最低工資有利基層勞
工，也有利經濟、社會穩定，各界應
更多地正面看待。

目前保安、飲食等行業需要用起碼
高於最低工資一成的薪酬才能請到
人，各行各業都有人手不足的現象，
現時領取最低工資的勞工，相當部分
是政府外判服務的工人，約有 2 至 3
萬名，他們是人力市場上最無競爭力
的一群，也是最需要保障的一群。因
此，政府要承擔責任，嚴格督促外判
公司，相應調高外判工的薪酬，防止
損害最底層勞工的權益。

提高最低工資加幅 切實保障基層權益
長實前主席李嘉誠昨表示，今年世界經濟環境複

雜，可能很多國家都要面對低增長，呼籲市民置業
要小心；另一方面，中原三大樓價指數亦由升轉
跌。環球政經形勢存在諸多不明因素，中美貿易戰
風波持續，各項負面影響疊加，本港作為外向型經
濟體，今年經濟增長恐怕不容樂觀。特區政府既要
保持樓市平穩發展，不傳遞錯誤信息，更要積極應
對經濟下行的挑戰，達到「撐企業、保就業、穩經
濟」的目標和效果。

本港樓市不僅滿足居住，更具重要的投資功能，
樓市走勢備受關注，這也是港人一向愛追問李嘉誠
的焦點話題。有「超人」之稱的李嘉誠縱橫商界數
十載，即使退居二線，但判斷政經形勢的眼光依然
銳利。李嘉誠昨日在回應傳媒提問時坦言，今年世
界經濟情況複雜，重申港人買樓自住「無問題」，
但不宜炒賣，這是在提醒港人，今年經濟風高浪
急，必須「扣緊安全帶」，切記量力而為。李嘉誠
的忠告，符合當前市場預期。

中美貿易戰的效應逐漸浮現，作為經濟風向標的
環球股市反覆向下，近期連美股亦大幅下挫，蒸發
全年升幅，已經預示今年經濟好極有限。國基會和
世界銀行分別下調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皆因美
國、中國和歐元區三大經濟體經濟齊齊放緩，全球
經濟難有表現。不少意見認同，香港受外圍情況持
續轉弱的影響，今年本地經濟增長肯定會遠遜於
2018年。

ACCA（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最近進
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該會會員對香港今年經濟表現
的看法，較去年顯著悲觀，只有13%受訪者認為今
年經濟表現好或非常好，遠低於去年的32%；預期
經濟表現差或非常差的則由去年的8%大增至39%，

反映受訪者對經濟前景的看法並不正
面，不少會員更憂

慮，中美貿易戰會令香港和內地經濟陷入衰退。
經濟疲軟，樓市失去最重要支撐，自然拾級以

下。中原地產公佈最新三大樓價指數，包括中原城
市大型屋苑領先指數、中小型單位指數、大型單位
指數全部告跌，而且由連跌轉為反覆下跌。

中原集團主席兼總裁施永青較早前表示，香港樓
價回落，不是樓市本身出現問題，而是國際宏觀大
環境出現變化。面對經濟前景不明朗，投資者比較
審慎，樓市調整情況將會持續一段長時間，預計二
手樓市將會下跌10%至15%，並在明年第一季找到
支持位。他認為本港樓市或會下跌3年，止跌回升
需待內地經濟重新找到增長動力。

本港樓價持續上升多年，至今仍是全球最貴的城
市之一，樓價與置業者的負擔能力相差甚遠，目前
樓市只是隨經濟逆轉由高位下調，並非大跌。日前
特首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時指出，本港整
體樓價較去年7月的高峰期累跌7.2%，屬於健康調
整，近期一手樓價已有回落跡象，但以全年計，樓
價依然呈現上升。因此，林鄭月娥認為，在當前情
況下，樓市「辣招」有管理需求的作用，一定不會
「減辣」、「撤辣」。的確，如今談論應否「減
辣」言之尚早，尤其要避免向市場發放錯誤信息，
令部分心急置業的市民以為有政府「托市」，可以
趁低入市，結果隨時「接火棒」。

事實上，保持經濟穩定較之穩定樓市更重要，只
要經濟好，樓市差不到哪裡去。內地持續優化經濟
結構，側重向高質量發展，預期國家經濟可穩步增
長，持續健康發展。本港經濟基調良好，財政充
裕，政府應抓緊國家進一步改革開放、「一帶一
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機遇，鞏固香港固有優
勢，大力發展創新產業，提升經濟抗逆力，市民工
作、收入有保障，自然會減少樓市大起大落的風
險。

既要保樓市平穩 更要應對經濟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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