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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要聞A1 ■責任編輯：郝 原 ■版面設計：余天麟

兩電逆境加價
吞食政府補貼

中電加2.5% 港燈加5.2% 下月生效

■豁免約7萬名低用量非
住宅客戶明年首6個月
電費加幅

■非住宅客戶添置節能設
備可獲五折資助，按實
際設備需要，上限5萬
元至15萬元

■獲邀請的合資格商戶可
申請延遲2個月繳交12
月及1月電費

■向基層家庭派發每戶
500元現金券在中小企
食肆使用，令基層家
庭受惠，並提升食肆
生意額

■資助社福機構活動，向
每間機構提供6萬元津
貼，為基層人士安排餐
飲活動

■「齊飲齊食齊加油」餐飲
券計劃，資助共10萬個
長者、劏房戶和低收入家
庭外出用膳，耗資2,000
萬元

■為未能受惠政府電費補貼
的劏房住戶提供電費資
助，預計資助1萬個劏房
家庭，每戶600元，耗資
700萬元

■「全心傳電」計劃，為有需
要家庭，包括長者、低收
入家庭及殘疾人士提供電
費資助，耗資2,500萬元

■資助職專院校貧困學生進
修，耗資1,000萬元

■分3年捐贈節能電器給予
過渡性房屋家庭，其中明
年撥款 200 萬元，讓
2,000個家庭受惠

兩電紓困措施

+2.5%
兩電電費變化(港仙/度)

現價 91

新價(變化) 92.2(⬆1.2)

現價 101.3

新價(變化) 102(⬆0.7)

現價 27.8

新價(變化) 30.8(⬆3)

現價 23.4

新價(變化) 24.8(⬆1.4)

現價 1.1

新價(變化) 1.2(⬆0.1)

現價 2.3

新價(變化) 0.4(⬇1.9)

現價 118.8

新價(變化) 121.8

(⬆2.5%)

現價 120.1

新價(變化) 126.4

(⬆5.2%)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費小燁費小燁））香港經濟明顯轉差香港經濟明顯轉差，，特區政府特區政府

更預計更預計1515年以來首次出現財赤年以來首次出現財赤，，但兩電仍決定於來年加電費但兩電仍決定於來年加電費。。

港燈及中電昨日分別宣佈港燈及中電昨日分別宣佈，，下月下月11日起加價日起加價55..22%%及及22..55%%，，但會但會

推出一系列豁免電費及補貼等措施推出一系列豁免電費及補貼等措施，，包括為中小企客戶提供補貼及為包括為中小企客戶提供補貼及為

基層家庭派發現金飲食券等基層家庭派發現金飲食券等；；連同政府早前宣佈的電費補貼計劃連同政府早前宣佈的電費補貼計劃，，港港

燈幾乎全部客戶明年電費支出比今年低燈幾乎全部客戶明年電費支出比今年低。。有立法會議員批評兩電加價有立法會議員批評兩電加價

再由政府為用戶支付部分電費再由政府為用戶支付部分電費，，變相是用公帑補貼兩電變相是用公帑補貼兩電「「賺到盡賺到盡」。」。

基本電費

++22..55%%

燃料調整費

地租及差餉特別回扣

計入特別回扣後之淨電費

■資料來源：中電、港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環境處於
水深火熱之中，但中電與港燈
仍計劃加價，令商戶和市民的
生活百上加斤。有學者指

出，特區政府與兩電簽訂的《管制計劃協
議》，未有引入社會經濟因素，以致兩電
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仍能按協議加價
「賺到盡」。有專家認為，協議到期時，
政府應與兩電就電費調整機制，加入社會經
濟因素，以反映市民的負擔力。短期內則依
靠紓困措施，協助市民應對電費加價，長遠
需監管兩電尋找較便宜的天然氣來源。

回報率下調至8%仍太高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客座教授冼日明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在經濟下行的
時期加價，定會為商戶和市民帶來經濟負
擔，但因政府早已與兩電簽訂《管制計劃
協議》，將兩電的准許回報率由9.99%下調
至8%，並已於去年批准兩電的5年發展計
劃，且已實行，故政府現階段難以推翻有
關協議。

他指出，兩電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仍可按
協議加價，正顯示准許回報率雖已下調，但

8%的上限仍然太高，「相信現在實在沒有其
他行業可享有如此高的准許回報率！」他認
為，准許回報率仍有下調空間，政府日後就
協議進行檢討時，可考慮將社會經濟因素的
影響也計算在內。

倡設油庫儲備穩定電費
他又認為，現時政府以提供電費補貼減

輕市民財政負擔的方向正確，當日後若有
更大的電費加幅，仍有需要提供相應紓困
措施，以解民困。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接受傳媒訪

問時表示，全球均需應對氣候變化並減少排
放，本港發電轉用更多天然氣，定會令成
本增加，但要在環保及電費加幅上取得平
衡，除了有賴政府提供電費補貼，長遠還
需要監管兩電尋找較便宜的天然氣來源。

他提到，數年前曾向政府建議，參考外
國設立戰略油庫儲備的做法，設立儲備基
金用作抵消國際間天然氣價格的升幅，以
穩定本港的電費，政府應認真考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

未引入社會經濟因素 管制協議縱賺到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由於
不少劏房戶並沒有獨立
電錶，一般由業主自行
計算租戶的用電量及電
價，每度電動輒 2、3
元，較兩電標準電價高
兩三倍，而政府的電費
補貼也只會「益咗」業
主，劏房戶不能受惠。
如今兩電宣佈加價，雖
然中電撥出700萬元，
為劏房住戶提供電費資
助，但預計只有1萬個
劏房家庭受惠，可謂杯
水車薪，多數劏房戶
「硬食」電費加幅。

住戶無獨立電錶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社

區組織幹事范啟妍直
言，中電對劏房戶的電
費資助只是有好過無，
因沒有獨立電錶，不少
劏房戶遭業主濫收電
費，劏房戶的經濟壓力
百上加斤。
對中電表示會協助劏

房戶安裝獨立電錶，范
啟妍表示受惠個案甚
少，因改裝不單要有業
主的同意，也要通過業
主立案法團，她冀政府
盡快推出能源補貼，直
接幫助劏房戶。

業主收數倍電費
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成員姚冬梅

亦質疑，政府一直無心解決問題，
劏房業主濫收電費已不是新鮮事，
惟多年並無改善，她得悉多個劏房
戶被濫收每度電3元。「中電資助
劏房安裝獨立電錶的計劃推行已
久，我接觸的個案中，只有一名業
主主動提出安裝獨立電錶。」
兩電加價也引起其他市民不滿和

失望，「就算政府每月給全港住戶
的電費補貼約200元，都完全無幫
助，根本係益咗兩電。」有住戶批
評兩電加電費，同時政府又補貼電
費，表面上是抵消，實際是「數字
遊戲」。
針對電力公司宣佈商戶可以延遲

交電費，在深水埗開茶餐廳的食店
負責人鄧先生認為作用不大，「遲
啲交，唔係唔使交，無補於事，我
們近期的生意已經少咗近兩成，兩
電仲好意思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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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昨日開會
討論來年電費檢討及非住宅用戶電

費補貼。中電表示，明年每度電的基本
電費將上調1.2仙至92.2仙，但同時會向
所有客戶全年發放每度電1.2仙「地租及
差餉特別回扣」，兩者抵消後，基本電
價不變，但由於要配合政府環保政策，
明年起大幅增加使用價格較高的天然
氣，因此每度電的燃料調整費上調 3
仙，達至30.8仙。經調整後，每度電的
平均淨電價為121.8仙，加幅約2.5%。

中電推2億紓緩計劃扶弱勢
中電總裁蔣東強表示，鑑於香港正面

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中電將推出逾2億元
的紓緩計劃，與市民、中小企業及弱勢社
群共渡時艱，包括為所有中小企客戶
（即非住宅用電價目類別）提供補貼，
它們明年首6個月原需繳付的燃料調整
費增幅將獲補貼抵消，約32萬中小企客
戶受惠。其他措施包括撥出2,000萬元
推出為期4個月的「齊飲齊食齊加油」
餐飲券計劃，資助10萬個長者、劏房戶
和低收入家庭外出用膳等(見表)。

港燈派飲食券助基層家庭
而港燈方面，明年起每度電的基本電

費將上調0.7仙，新的基本電費為102
仙。港燈董事總經理尹志田指出，港燈於
過去 3年一直提供兩項大額「特別回
扣」，向客戶退回政府多收港燈的差餉地
租，及積存的燃料費結餘，但由於有關結
餘已所餘無幾，明年回扣大減，連同燃料
調整費，每度淨電費上調6.3仙，新價為
126.4仙，加幅為5.2%。
他續指，考慮到當前社會事件的衝擊

後，港燈決定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豁免
部分客戶首6個月的電費加幅，及為基層家
庭派發現金飲食券等（見表）。他預計有
關措施連同政府提出的電費補貼計劃，將

令幾乎全部港燈客戶明年的電費支出較今
年為低；逾30%住宅客戶無須繳交電費。
雖然兩電俱加價，但香港特區政府於

今年1月起向每個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提供
共3,000元的紓緩金額，分60個月發放，
即每戶每月可獲50元補貼；今年8月再向
每戶提供2,000元的電費補貼；本月再宣
佈為非住宅用戶戶口提供電費補貼，按其
用電量支付應繳電費的75%，上限為每
月5,000元，為期4個月，有關措施估計
可抵消明年電費加幅外，更可額外扣減電
費開支。
假設港燈住宅客戶每月用電量少於230

度，抵消政府補貼後，明年毋須交電費；
如果每月用電量是1,000度，明年每月需
付1,013.2元電費。

議員斥變相公帑補貼加費
多名立法會議員批評，有關情況變相

是用公帑補貼加電費。工聯會議員陸頌雄
指出，雖然兩電的准許回報率為8%，但
就質疑兩電是否要「非賺到盡不可」。金
融界議員陳振英建議增設分層評估，全額
補貼用電量少的貿易及網上銷售等企業。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在回應時指出，非住

宅用戶要共同承擔電費，以減低浪費電力
的可能性，相信政府提供電費補貼較簡單
快捷，能盡快為飲食業提供具體支援，又
指這幾年是環保轉型的關鍵時刻，透過公
帑支援住宅用戶是合適安排。
他續說，由於需為投資可再生能源提

供足夠經濟誘因，同時亦要顧及上網電價
對電費的整體影響，政府決定明年的上網
電價維持每度電3元至5元。

+5.2%++55..22%%

■■香港經濟明顯轉差之際香港經濟明顯轉差之際，，兩電昨日仍宣佈加價兩電昨日仍宣佈加價。。港燈加港燈加
幅為幅為55..22%%，，中電加幅為中電加幅為22..55%%，，下月下月11日生效日生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超過半年的社會動盪，令香港百業蕭
條。圖為示威者經過銅鑼灣一家餐館，店
內無一食客，店員滿面惆悵。 資料圖片

中電 港燈

中電 港燈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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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年十一月十六 廿七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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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三大致天晴 日間乾燥

氣溫16-23℃ 濕度35-70%

本疊內容：文匯要聞 香港新聞 文匯論壇 社團新聞 中國新聞 文匯副刊 國際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