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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管局昨日公布機場三跑道環評新進展
，在碳排放量評估方面，引入國際機場協會
在歐洲推出的 「機場碳排放認可計劃」 ，來
衡量對社會和環境影響，並爭取達到 「優化
」 級別認可（第二最高級別），成為亞太區
獲評級最高的機場。新增的碳排放量化評估
，反映機管局有誠意達到外界的環保訴求。

實習記者 盧穗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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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國及印度等亞太區國家經濟高速發展，
區內富豪大幅增加，亞太區富豪人數繼去年超過歐
洲後，今年更首次超越北美。但加拿大皇家銀行
（RBC）財富管理的 2012 年亞太財富報告指出，
於 2010 至 2011 年間，香港及印度的富豪數目逆勢
大跌，分析估計部分人因股票投資失利而跌出 「富
豪圈」。分析又指出，新加坡及香港有望成為國際
級境外財富中心，但新加坡比香港略為優勝，而兩
者同樣面對人才缺乏的問題。

股市下滑資產大縮水
報告顯示，2011年亞太區百萬富翁（擁有至少

100 萬美元可用作投資的人）比 2010 年增加 1.6%至
337萬人，增速比全球平均水平快一倍，總人數首次
超越北美。亞太區百萬富翁數量持續增長但分布不
均，2011 年 76.1%的富豪位於日本、中國及澳洲，
雖然泰國及印尼錄得分別 12.8%及 8.2%的高增長，
跑贏亞太區其他國家，但合共實際人數只佔該區不
足3%。其中香港及印度的百萬富翁數目逆勢分別大
跌 17.4%及 18%，分別跌至 8.4 萬及 12.6 萬人，估計
部分人因股票投資失利而跌出 「富豪圈」。

RBC財富管理董事長吳道衡解釋，香港的百萬
富翁人數及其所持資產於 2011 年大跌分別 17.4%及
20%，主要因為香港富豪的資產集中於股票市場，
而 2011 年股市下滑令不少富豪資產縮水，更有 1.6
萬人跌出 「富豪圈」，令其所持財富不計算在報告
內。他表示，現時預測明年數據言之尚早，第三輪
量化寬鬆措施（QE3）推出後，股票、商品市場反
應正面，但仍需時觀察政策會否帶來長期增長。他
估計，QE3對香港未來富豪人數及其所持資產影響
正面。

報告提到，2011年亞太區（日本除外，下同）
GDP增長達6.5%，遠高於全球的2.7%，展望中印兩
國經濟高速發展，力保 2012 年亞太區 GDP 增長
6.1%，2013 年則為 6.6%，高於全球 2012 年 2.4%及
2013年2.8%的預測。吳道衡表示，亞太區GDP增長
預測比全球的超出一倍以上，前景樂觀，估計該區
百萬富翁人數及其所持資產會持續上升。

星港崛起惟專才不足
瑞士及盧森堡等地一直是熱門境外財富中心，

報告指，隨着亞太區內富豪勁增，對財富管理的需
求相應增加，新加坡及香港正迅速崛起，有望成為
國際級境外財富中心。他表示，中國GDP快速增長
，有利財富管理行業，而香港靠近中國，並非常熟
悉內地語言、文化及投資取向，加上香港擁有完善
法律機制及高透明度監管機構，作為境外財富中心
有一定優勢。但該行認為，總體而言新加坡稍勝香
港，香港的監管機構及業界需致力推動市場發展。
他補充，新加坡的主要客戶是東南亞國家，而香港
以內地客戶為多，兩者是互補關係。報告又指，兩
地同時面對人才不足的問題，缺乏精通財富管理的
專才吸引客戶，建議各企業提供額外培訓，滿足客
戶需求，從而吸引更多資產。

星港可望躋身國際級境外財富中心星港可望躋身國際級境外財富中心
港富翁急跌17%至8.4萬

▶加拿大皇家
銀行與藍灣資
產管理一眾高
層發布亞太區
富豪研究報告

機管局介紹，國際機場協會於 2009 年在歐洲推出
「機場碳排放認可計劃」，是目前唯一獲得機構認可的

機場碳排放管理認證標準，並從去年起推展至亞太地區
。該計劃獨立評估及確認各機場再管理及減少碳排放方
面的成果，從高至低分為 「碳中和、優化、減少及計算
」4個級別。目前歐洲共64個機場獲該計劃認可，其中
20個獲 「優化」級別或以上；而亞太區僅有5個機場獲
認可，但全部僅屬較低的 「計算」或 「減少」級別。

機管局建築工程副總監潘嘉宏表示，香港國際機場
的目標是達到第二最高級別的 「優化」級，成為亞太區
獲評級最高的機場。他強調，碳排放量評估不包含在現
行法定環境影響評估要求內，是機管局 「多走一步」額
外加入的環評要求。

碳排放評估範圍將擴闊
根據該項評級指引，機場的碳排放評估範圍將擴闊

，把飛機起飛／降落周期的碳排放、旅客和員工往來機
場的地面交通、員工前往外地公幹引致的碳排放都納入
考量範圍。潘嘉宏稱，要獲 「優化」評級並不容易，需
要機場內航空公司、地勤、飲食服務機構和旅客共同合
作。

在已計劃的碳排放研究工作中，除引入國際機場協
會的 「機場碳排放認可」指標以外，機管局又提出計劃
量化本港未來的飛機碳排放量，量化包括飛機滑行、降
落及起飛周期的所有碳排放，即飛機在 3000 呎（約
1000米）以下的碳排放。

談及評估第三跑道的環境影響，潘嘉宏指，將按照
碳管理措施估計其排放量，包括其未來航空交通預測、
未來機隊與引擎組合、未來飛機排放的改善範疇，將之
與 2011 年的基準碳排放量作比較，得出第三跑道的環
評結果。

機管局曾在 2010 年承諾，2015 年前將機場每工作
量單位的碳排放量減少 25%。他表示，機場從 2008 年
起每年為設施進行碳審計，目前已推行超過400項減碳
措施，並成功將 2011 年碳強度減少 10%，即減少了
3780公頃的二氧化碳排放。

補充提交8頁環評資料
機管局今年5月份向環保署提交興建第三跑道工程

項目簡介，又呈交環境影響評估框架。其後多個環保團
體批評機管局提交的資料太粗疏，又批評其對第三跑道

引起的社會、環境及健康影響轉移視線。6月份機管局
順應環保署要求，補充提交8頁資料，但依然受環團批
評沒有加入碳排放評估，多個環團又要求機管局進行第
三跑道的社會投資回報研究。

8月份機管局終獲環保署發出的第三跑道環評概要
，機管局行政總裁許漢忠表示，環評正式展開，預計整
個程序將耗時兩年。潘嘉宏強調，新增的碳排放量化評
估，反映機管局以認真嚴肅態度考慮環保團體的批評，
有誠意達到外界的環保訴求。

機管局已計劃的碳排放研究
1.參與國際機場協會的機場碳排放認可計劃

●國際機場協會於2009年在歐洲推出 「機場碳
排放認可計劃」 ，這個計劃最近推展至亞太區

●是唯一獲機構認可的機場碳排放管理認證標準

●這個計劃獨立評估及確認各機場在管理及減少
碳排放方面的努力，分為四個級別：計算、減
少、優化及碳中和

●機管局計劃獲取優化級別認可（第二最高級別）

●優化級別是現時亞太區內機場獲取的最高級別

●將會量化未來飛機滑行及降落／起飛的碳排放
量

2.機場未來運作

●採取相關碳管理措施後，估計未來機場運作的
排放量

◆包括機場擁有和控制的所有設施、服務及器
材

●量化本港未來的飛機碳排放量，包括下列各項

◆降落／起飛周期的排放量（符合國際機場協
會的認可要求）

◆三跑道系統的未來航空交通預測

◆未來機隊與引擎組合

◆未來飛機排放的改善範疇

●以2011年的基準碳排放量與未來機場的排放
量作比較

三跑道環評新進展
成員

第一次會議

社區聯絡小組

五區

成員

第一次會議

環評以外的工作

將評估日後的碳排放量及衡量三跑道系統計劃的
社會和環境影響，這些並不是現行法定環境影響評估
規定的工作

相關專家及專業人士

2012年9月底／10月初

離島、葵青、荃灣、屯門及沙田

區議會議員及社區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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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百萬富翁人口調查
2010年
2011年

中國大陸 中國香港 中國台灣 新加坡 印度 泰國 日本

+5.2%

53 .5
56 .2 10 .1

8. 4

9. 4
8. 9

9. 9
9. 1

15 .3
12 .6 5. 8
6. 5

17 3. 9
18 2. 2

-17.4% -5.4% -7.8%
-18%

+12.8%

+4.8%

2011年亞太區百萬富翁增1.6%至337萬人

億
美
元

亞太區百萬富翁資產總值
2010年
2011年

中國大陸 中國香港 中國台灣 新加坡 印度 泰國 日本

2.66

萬

2 .7

萬

+1.8%

5 110
4 08 0

3 02 0
2 79 0

4 53 0
4 39 0

5 82 0
4 77 0

2 72 0
2 98 0

4 .14

萬

4 .23

萬

-20.1%
-7.8%

-3.1% -18%
+9.3%

+2.3%

股市下滑去年香港1.6萬人
跌出 「富豪圈」

國際機場協會認可機場
歐 洲：64個機場（20個獲優化級別或以上）

亞太區：5個機場（全部僅屬計算或減少級別）

◆阿布扎比國際機場

◆班加羅爾國際機場

◆新加坡樟宜機場

◆英迪拉．甘地國際機場

◆賈特拉帕蒂．希瓦吉國際機場

港機場減碳排放港機場減碳排放
增量化評估計劃增量化評估計劃

爭取進入世界最高評級

量化機場三跑道系統的
未來飛機排放(降落/起飛周期)

機場第三跑道環評工作自展開以來，環保爭
議一直不斷。不少環保團體批評機管局在法定環
評要求以外 「多做一步都不願意」，認為其拖延
回應是否進行第三跑道的社會投資回報研究，更
拒絕出席機管局昨日召開的環評進展彙報會議。
機管局企業發展執行總監馮永業表示，第三跑道
確定會進行社會投資回報研究，對環保團體拒絕
出席會議感到遺憾，希望對方能感受到機管局的
誠意，又稱 「重回磋商的大門永遠敞開」。

馮永業對環保團體重點關注的社會投資回報
研究進行回應，指機管局並非拖延回應，而是需
要一段時間進行研究方法的評估，希望外界耐心
等待，他說： 「我們需要時間對現有的社會投資
回報研究個案進行分析，以進一步了解其他地方
普遍如何評估社會及環境成本和效益，希望能制
定一套適合香港、適合第三跑道的可行評估方法
。」他又強調，社會投資回報研究的方法仍在不
斷演變，缺乏獲廣泛採納的評估標準，並且由於
其本身是一套主要用於小型社區或慈善項目的影
響評估方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強制規定採用
來評估大型基建項目的，希望外界給予耐心。

對於該研究的具體操作，馮永業稱，現階段
仍在發展階段，整個研究計劃將爭取與環評同步

完成，但由於有些數據需要環評統計提供，因此可能會略遲
於環評完成。對於環保團體以擔心被利用向外界宣稱已通過
環保團體意見為由，拒絕加入機管局設立的 「技術研討小組
」，機管局建築工程副總監潘嘉宏回應，機管局非常歡迎環
保團體參加技術研討小組，目前仍在等待環保團體答覆，希
望對方能有積極回應。他又指出，第三跑道除了成立技術研
討小組，還成立了社區聯絡小組，環評工作雖然目前受到挑
戰，但會繼續努力達成進展。

◀◀馮永業（右）馮永業（右）
本報攝本報攝

▶▶潘嘉宏潘嘉宏
本報攝本報攝

▲港機場公布環評新進展，將額外加入碳排量化評
估

▲香港背靠內地，有望成為國際級境外財富中心

◀新加坡
在財富管
理方面優
勢稍勝本
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