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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美借錢消費2.5萬億十年新高

丘小姐： 「每
個市民都有責任
，不應只由工商
界 『埋單』 ，收
費像台灣那樣，
每月每戶四十五
元是可接受，一
百元就太多。社
會製造太多電子
垃圾和膠袋，這
兩種應設更高收
費，能循環再造
的紙張，收費應
低一點。」

【本報訊】檢測業作為香港
六大新興產業之一，隨着近年本
港大型基建相繼展開，加上市民
對環保越來越關注，令負責環評
工作的環保測試實驗室生意興旺
，而香港的環保測試亦領先周邊
地區，已達到國際水平。不過，現
時內地官方仍未認可香港的檢測
業，故有香港檢測公司希望政府
大力推動香港與內地的檢測合作
，協助香港檢測業打入內地市場。

曾參與政府多個項目、主要
從 事 食 品 及 環 保 檢 測 的 ALS
Technichem 公司表示，他們從
事的環保檢測項目主要與海床底
泥的質量評估，公司會根據化學
測試如重金屬分析和生物測試來
評估因基建挖海床對環境的影響
。ALS大中華及香港區總經理馮
念慈表示，市場對檢測業的需求
大，除了由於基建上馬外，市民
對環保關注亦是主因之一： 「其
實環評對於基建十分重要，我們
不是因為環評而延誤工程發展，
而是透過環評可以令工程進展得
順暢及放心。」馮念慈強調過往

曾經驗出舊啟德機場附近的泥土受機油污
染，導致整個發展項目要叫停推遲十年再
開工，但並非因環評而推遲，而是本身啟
德有改善環境的需要才進行發展，反映環
評工作的重要，他重申環保測試佔整個工
程的建築成本僅為整體的百分之一至二，
對基建成本不會構成太大影響。

雖然政府將檢測及認證業，定為本港
六大優勢產業，但內地仍未承認香港公司
的化驗報告，馮念慈希望政府能夠爭取開
放內地市場： 「本港的環保化驗技術領先
周邊地區，但內地仍然未承認香港的檢測
報告，令我們只能在香港進行這些檢測工
作。」馮念慈希望政府加大力度支持檢測
及認證業，並讓內地與香港的檢測業接軌
，令本地檢測業發展更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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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近似量收費
好處：容易收費及管理，

更可推展至其他
公共方案

壞處：對耗水較高的行
業較為不公

定額收費
好處：容易收費及管理

壞處：無助減少廢物

局部收費
好處：靈活性高。待減

廢成果顯現，再
推廣至全面收費

壞處：商住樓宇林立，
難界定家居或工
商業廢物

市民心聲

王先生： 「市
民負擔越來越大
，應由工商界付
費，但擔心財團
會將成本轉嫁市
民。若公司生產
膠袋等難分解的
垃圾，收費應高
一點，紙能循環
再用，收費可少
一點，另外環保
工業應可獲豁免
。」

李婆婆： 「市
民付費好公司付
費都好，收費就
好。現時新一代
很浪費，未用壞
未用爛就丟棄，
我的孩子孫兒，
衣服穿年多兩年
便丟走。我們那
個時代，一件衣
服穿上數十年，
我身上的衣服，
都穿上超過五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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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小姐： 「市
民的食物、民生
支出已夠大，應
由工商界負擔，
但要小心會否將
成本轉嫁市民，
政府要跟團體磋
商，訂出最好收
費計算方法，我
贊成累進制。市
民平日應做好垃
圾分類出一分力
。」

舉報非法傾倒有獎金
政府參考全球多個城市的垃圾徵費措

施及成效，推出四個不同垃圾徵費方案，
包括：按量收費、按近似量收費、定額收
費及局部收費。環保署助理署長黎耀基稱
，按量收費是參照台北及首爾等城市，即
是徵費與棄置垃圾量掛鈎，日後市民若棄
置垃圾，需用當局指定的垃圾袋盛載，再
由指定的垃圾回收商負責回收，若有關的
垃圾袋不合乎規則，回收商有權拒絕回收
。為免有市民非法傾倒垃圾，當局會參照
台北市做法，收起大部分於市區的垃圾桶
及垃圾回收箱，亦會以獎金作誘因鼓勵鄰
里間舉報非法傾倒的個案。

環保署副署長林啟忠稱，雖然收起市
面大部分的回收箱對遊客造成不便，但以
台北市為例，計劃成效顯著，亦同時鼓勵
旅客將垃圾帶回酒店棄置。以台灣的垃圾
徵費為例，垃圾每公升收費約一毫二仙，
若計劃於香港實施，估計市民每戶每月需
繳交四十五元的垃圾處理費。

研按用水量參考收費
黎耀基續指，第二個方案是徵費按近

似量收費，即以每戶的用水量作徵費參考
標準，較為容易實施及管理，但他指用水
量及廢物的棄置量並不一定成正比，有關
耗水量較高的行業，如：洗衣店、髮廊等
商舖的用水量甚高，但並不一定產生大量
廢物。第三個方案則是定額收費，即是每
戶無論產生多少廢物，均須繳付相同金額
的徵費。但黎耀基指，有關方案只會旨在
收回垃圾處理的成本，無助減少廢物。

至於第四個方案局部收費，則
是向工商業界進行垃圾徵費方案，
於個別行業率先推行收費，倘若減
廢成果顯現，再推展至全港各區，
靈活性較大。不過，他指，全港共
有逾一萬一千幢商住大廈，家居廢
物及工商廢物混雜，若率先向工商
單位實施局部收費，執行時較為困
難，會對部分用戶較為不公。

文件詳列方案優缺點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稱，廢物處

理的問題迫在眉睫，認為社會有必
要討論垃圾應否徵費，強調政府對垃
圾應否徵費並無既定立場，又指政府
於諮詢文件中已交代四項收費模式的優
點及缺點，亦引用世界各個城市的經驗，
希望議題有助市民討論。他說： 「應否採
取廢物徵費方式去減少廢物製造，呢個是
一個大議題，我哋需要公眾深入討論，我
哋亦列舉不同地方、城市用什麼方式，是
按量、還是定額或是分階段，呢啲問題先
要去討論，獲取共識，先至釐訂日後徵費
嘅水平。」

林啟忠補充指，垃圾徵費計劃的目的
不單是收費，而是希望改變市民處理家居
廢物的方式，透過經濟誘因，鼓勵減廢及
循環再造。他又指有關的方案可以混合推
出，政府對公眾的意見持開放態度。

黎耀基則表示，前年本港的固體廢物
垃圾回收率達百分之五十二，但若按照現
行的垃圾減廢措施，若不實施垃圾徵費計
劃，較難達致今年固體廢物垃圾回收率百
分之五十五的目標。

【本報訊】地球之友及綠領行動均認
為，按量收費方案最公平，並最具經濟誘
因減廢。地球之友指，若當局做好廚餘回
收、公眾做好垃圾分類的話，每月垃圾費
只需幾元，台北市的平均垃圾費是三十八
港元（下同），現在大幅跌至十二元，跌
幅近七成。綠領行動預計，按量收費能減
少五成垃圾，又指當局協助市民做好回收
和減少垃圾量，才可準確預計應興建幾多
個焚化爐。

地球之友發言人表示，台北和韓國自
實施按量收費後，垃圾棄置量分別減少六

成和四成四，相信香港效法的話，將大大
延長堆填區的壽命，香港亦不需興建更多
的焚化爐。他建議當局在實施初期，向家
庭免費派發一定數量的專用垃圾袋。

地球之友舉出多個鄰近國家地方的實
施垃圾收費情況。台北和韓國的市民要用
專用垃圾袋，除獲派發基本數量垃圾袋外
，住在焚化爐和堆填區附近居民可獲補助
，廢物回收量達標的產品製造商，可免除
垃圾費用。日本不同城市用不同方案，有
用專用垃圾袋和家庭人口定額收費，每個
垃圾袋收費一至三元，每月收費介乎三十

一至五十八元，每年每戶獲贈一百個垃圾
袋。新加坡行定額收費方案，每戶每月付
二十四至四十八元，商業用戶則每月一百
零五至八百元；東莞則按用水量徵收每立
方米用水一毫七仙的垃圾處理費。

綠領行動建議每個三點五公斤（十七
公升）容量的垃圾袋售價為三元。除按量
收費外，綠領建議當局擴充源頭分類計劃
，將廚餘、玻璃、充電池、慳電膽和光管
納入計劃，方便市民回收，為回收業界帶
來商機。該團體又促請當局在路邊減少垃
圾桶數量以防濫用，並採用具回收和收集
垃圾功能於一身的垃圾桶。處理大型傢具
方面，建議當局設立回收系統和回收點，
向棄置傢具市民收費，同時讓市民購買二
手傢具。另外，綠領又建議當局向非法棄
置垃圾和不用專用垃圾袋的市民，施以定
額罰款。

【本報訊】為更有效減
廢，政府昨拋出四個都市固
體廢物徵費方案諮詢公眾三
個月，包括：棄置垃圾量與
徵費掛鈎的 「按量收費」 、
參考用水量多寡徵費的 「近
似按量收費」 、劃一定額徵
費的 「定額收費」 、及分階
段先向工商業界徵費的 「局
部收費」 ，但有關的具體收
費水平則未有定案。若計劃
於香港實施，估計市民每戶
每月需繳交四十五元的垃圾
處理費。

按量收費
好處：有直接經濟誘因鼓

勵減廢。市民拋棄較
少垃圾，所繳費用自
然減少

壞處：將減少公共垃圾
桶數量，對市民及
遊客造成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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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徵費方案四徵費方案

環團贊成按量徵費
倡擴源頭分類計劃

每月$45可接受 浪費嚴重應徵費 憂成本轉嫁市民 環保工業應豁免

【本報訊】環諮會成員、餐飲業聯業
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一般食肆一日棄置
廢物平均約一百公斤，若一公斤收費一元
一毫計算，每月便須額外增加超過三千元
開支，加重食肆經濟負擔，故業界對建議
有保留。他希望當局在落實收費時，提供
鼓勵措施，例如減牌費或減稅等，以紓緩
壓力，他又擔心未來數年經濟會有波動，
促請當局考慮推行的時間表。

中小型企業聯合會主席劉達邦表示，
若當局採取第四個方案，要由工商界付費
，大企業能將成本轉嫁客戶，維持利潤，
但中小企要 「自己啃」和 「硬食」： 「要
花錢請人計算，嚇怕中小企。」

對於有市民指，製造難分解的電子和
膠袋的行業，收費應高一點，劉達邦說，
電子和玩具等產物的運輸過程中，必須要
有很多包裝去保護產品，額外徵費的話會
造成不公： 「沒包裝就不能保護了。」

議員倡貧困戶免徵費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克勤指

，建議當局研究豁免向貧困長者和綜援戶
等徵費，以減輕其負擔。他又指，按垃圾
量收費，較每戶劃一收費可取，更符合公

平原則，至於具體的收費模式及水平，可
由公眾再作討論。當局若落實收費，必須
考慮本港的實際環境，避免有人將垃圾棄
置於公共地方，逃避徵費。他又建議當局
以循序漸進形式，讓市民適應，例如考慮
在實施徵費的首數年，向市民提供一定數
目的免費膠袋，之後才自費購買額外膠袋。

責任編輯：梁景堯
美術編輯：劉國光

餐飲業盼增誘因餐飲業盼增誘因
減食肆經濟負擔減食肆經濟負擔

▲餐飲業建議當局提供鼓勵措施，
紓緩食肆壓力

▲

邱騰華強調，廢物
處理的問題迫在眉睫
，認為社會有必要討
論垃圾應否徵費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