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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電加價幅度下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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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李家祺報道：香港品質保證局調查
發現，本港工廈及商場的平均碳排放量為住宅樓宇的
10 倍，期望研究可改善樓宇，優化保養及管理，長遠
地提升樓宇的質素及價值。

香港品質保證局昨日舉行的「香港品質保證局專題
研討會 2012」上，公布於今年進行的全港「樓宇可持續
發展指標」研究結果。初步結果顯示，本港的工廈及商場
的平均碳排放量為住宅樓宇的10倍，當中超過30年樓
齡的工廈及商場，碳排放量明顯高於 30 年樓齡以內同
類型大廈；相反超過 30 年樓齡的住宅樓宇，碳排放量
則明顯低於 30 年以內樓齡的樓宇。調查又發現，位於
港島區的住宅樓宇，平均碳排放量低於九龍及新界區。

調查亦發現，住宅樓宇所使用的環保物料比工商業
大廈多，平均使用多於3種，如可生物降解物料、再生
物源、本地生產物料等。同時，商場於制訂緊急應變計
劃的表現，較工商業大廈稍佳。具體的研究報告，預計
將於明年初公布，期望結果將可供樓宇住戶及管理者，
將其樓宇的表現與全港性的指標作出比對，從而了解其
需要改善的地方，優化保養及管理，長遠地提升樓宇的
質素和價值。

房屋署是 「樓宇可持續發展指數」先行者計劃的首
批參與者之一，並已為十多幢公共房屋取得有關標誌。

水資源及供水水質事務諮委會一行
12人包括主席、委員及5名水務署人員
，日前展開為期三日兩夜的東江水水質
視察活動，曾到東江水的源頭河源市及
東江水的支流流域惠州、東莞市及深圳
市等，參觀當地的水庫、污水處理廠、
水泵站。

儀器實時監察取水口
水資源及供水水質事務諮詢委員

會主席陳漢輝昨日視察完畢返港後表
示，曾參觀華南區最大的水庫新豐江
水庫，儲水量達 140 億立方米，約本
港水庫總容量的 25 倍，又指曾到惠州
市的東江流域管理局參觀，該局早於
2007 年成立，一直致力監察東江水的
水質及水流。

他續指，局方於近年開始手設置
新的衛星實時監測水質及水流系統，監
察東江流域 55 個取水口的情況，利用
流動器及傳感器，將水質及水流的資料
實時傳遞到局方分析，一旦發現水質或
水流有任何異動，會即時調配人手改善
。工程現已完成70%至80%，預計明年

底投入服務。他又指，惠州市政府近年
亦將當地東江河附近民居遷走，並於附
近建立公園，成為當地著名的 「惠州綠
道」，泥土充當東江河天然的過濾器，
既可改善附近的水質，亦可美化當地的
環境。

美化環境確保水質
水諮會委員湯寶珍補充稱， 「惠

州綠道」與本港沙田的城門河不同之
處，是當中沙田城門河利用石屎圍封
河畔，予人一種 「硬梆梆」的感覺，
相反 「惠州綠道」利用花草樹木美化
附近的環境，泥土亦可將東江河的沉

積物過濾。
陳漢輝又指，近年來東江水的水質

不斷改善，他當日視察的水質亦變得較
為清澈，即使近年惹人詬病的石門河，
東莞市內的工廠將污水排入東江河，令
水質受到污染，但市政府近年展開石門
河調污工程，區內所有工廠需要設備污
水處理設施，而未能分解的污水亦會將
之排到就近的珠江口。他坦言，東江水
流域，廣東省政府一直致力改善水質問
題，如於太園泵站至深圳水庫設立一條
密封的管道，輸送東江水，故東江水受
污染的風險已大大減低，水質已符合與
本港協議的水質標準。

【本報訊】記者李盛芝報道：環境局重申，大埔
龍尾泳灘工程將如期在今年底展開，但有立法會議員
及環保團體均擔心泳灘水質未能達標，影響附近一帶
的生物及不適宜游泳。當局表示，下月中旬會約見相
關環保團體，討論如何加強保育汀角東的生態。

立法會環境及民政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聯席會議
，多名議員關注龍尾泳灘的水質，指最近發現有重金
屬的污染物在海灣內沉積，同時質疑當局過往在水質
檢視時，沒有特別就污染物作研究或調查，並引述港
大專家表示，龍尾的水質不適合游泳。土木工程處副
處長李鉅標回應，發展後的人工泳灘，大部分時間有
足夠深水區供市民游泳，相信泳灘不會出現明顯流失
海沙情況。

同時，署方表示，會聘請獨立環境監察員，定期
留意水質的情況，而渠務署亦有污水接駁工程幫助改
善龍尾水質。漁護署代表說，已在龍尾及附近地區提
供新的污水收集網絡，有關工程大致在明年完成，有
信心龍尾人工泳灘開放後，水質不會太差。環保署認
為，龍尾灘最終會適合游泳，並指最壞打算是海灘會
保持是二級或者三級情況，所以不覺得需要考慮到要
封灘的情況出現。

對於有意見認為，由烏溪沙取代龍尾泳灘，康文
署署長馮程淑儀指不可行。她說，在龍尾泳灘興建人
工泳灘，是經過法定程序和相關機構的決定，如果要
在烏溪沙發展公眾泳灘，整個過程由立項到申請撥款
，均要像龍尾泳灘計劃一樣，需要經過一段頗長的時

間才可以完成。
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重申，政府已經決定繼續龍

尾泳灘項目，暫時看不到要重新做決定，當局已收到
有團體可能提出司法覆核，所以要小心處理。當局會
在下月13日與關注團體開會，她承諾，會多花時間商
討大家關注的水質等問題。

至於漁農界議員何俊賢收到不少漁民指，對龍尾
工程不清楚，他擔心，工程會影響魚苗區等涉及魚類
可持續發展。李鉅標表示，署方在發展龍尾一直採取
「先保育，後建造」的原則，亦已委託顧問公司在今

年旱季及雨季，在汀角進行生態調查，認為汀角面積
比龍尾大，有條件接收龍尾的物種。

在搬遷物種的試演中，土木工程拓展署成功將約
20種物種搬遷，但期間並未有發現三種具保育價值的
魚類。而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周永權表示，龍尾
屬於典型沙岸，根據2008年的環境評估顯示，當地生
態價值較低。

數碼潮流下，香港到處都是 「低頭族」
。圖中女途人與一旁的數碼產品廣告相映成
趣，形成 「4G」光影情牽 「低頭族」的意
境。

本報記者（圖） 佚名（文）

【本報訊】康文署昨天公布，已移除在北區一棵位
於青山公路近古洞路段，有倒塌危險的古樹名木，以保
障公眾安全。該古樹為一棵白千層樹，約14米高。

康文署人員 2010 年發現該樹樹幹出現大洞，其後
密切監察該樹的情況，並採取多項護理工作，包括修
剪樹冠和枯枝以減輕重量，並為古樹繫上繩纜以鞏固
結構。今年11月初，署方人員利用聲納探測儀及微鑽
阻力測試器等儀器詳細檢查該樹，發現樹幹腐爛和木質
受損的情況嚴重。

【本報訊】十多名工聯會成員昨日到
九巴總部外示威，不滿九巴申請加價
8.5%。他們認為，作為基層市民的交通工

具，九巴去年才加價 3.6%，今次再度申
請加價，是罔顧社會責任和市民的經濟負
擔。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說，會在立

法會上跟進。
九巴前日表示，今年上半年的燃油開

支及員工薪酬，較去年上升 40%及 9%，
每年涉及開支分別達 14.27 億元及 7.05 億
元。面對載客量年年下跌及路線重組觸礁
，今年上半年虧損 1520 萬元，在通脹及
工資上升壓力下，預計下半年虧損會進一
步擴大。因此，九巴向運輸署遞交加價申
請，車費加幅高達 8.5%。若九巴申請成
功，每日將有260萬人次乘客來年將要多
付車資0.53元以上。

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成員昨前往九
巴總部抗議，表達對九巴大幅加價的不滿
，罔顧市民經濟負擔。社委成員手持 「張
開血盆大口的獅子」道具，比喻九巴是
「獅子開大口」，向市民開天殺價。有成

員表示，不少跨區上班的基層市民一直捱
高昂交通費，九巴加價無疑是令他們生活
百上加斤，並建議政府考慮市民的承擔能
力，審慎處理九巴的加價申請。

九巴對上兩次加價申請，均被政府大
幅壓低加幅，包括 2007 年 9 月提出加價
9%，翌年 6 月只獲批加價 4.5%，2010 年
申請加價8.6%，結果去年只獲准加3.6%。

【本報訊】記者鄧如菁報道：中電
估計今年的備用發電容量率為31.3%，
較去年微降約1個百分點，中電強調，
備用電量仍在國際能源總署建議的範圍
內。中電明年將向政府提交五年發展計
劃檢討，並進行管制協議中期檢討，有

環保團體認為，中電可探討危急時由內
地供電，有助減少備用電量。

環境局正在審議中電與港燈提交的
來年電費加幅，下月中公布審議結果。
有線電視昨日引述消息指，兩電提交的
建議加幅低於10%，其中，中電申請的
加幅高於通脹，若以 10 月份通脹率計
算，即高於3.8%。

環保團體近日批評中電備用發電
用量過高，中電昨日解釋，由於電力
不能儲存，加上興建發電廠需時，而
且發電機組或出現故障，故此要有足
夠備用電量維持供電。中電預計，今
年的備用電量將為31.3%，較去年下跌
1.3 個百分點（詳見表），強調備用電
量仍在國際能源總署建議的20%至35%
的範圍內，而且與城市特色、對穩定
用電量需求都與香港較接近的新加坡

比較，新加坡在 2011 年的備用電量為
52%，高過香港。

中電管制協議明年檢討
明年，中電將與政府進行管制協議

中期檢討外，並需向政府提交另一個五
年發展計劃檢討。中電表示，五年發展
計劃將要估算未來五年用電量需求，考
慮因素包括未來新增住宅數量、將落成
的郵輪碼頭等啟德項目、本港發展為數
據中心等涉及的新增用電需求，若發現
用電需求超出現有機組的發電量，便需
興建新機組。機電工程署將按 「界限喪
失負荷概率」的方程式，檢視是否批准
電力公司興建新機組。

中電目前的總發電容量為 8888 兆
瓦，中電稱，會用盡備用發電用量，至
於會否再新增機組，需聘請外國專家研

究，參考外國做法，並要考慮政府能源
政策才作出決定。

環團指可向內地買電應急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不評

論中電的備用電量是否過高，但認為中
電既然將剩餘電力售予內地，理應 「有
來有往」，一旦本港需要鄰近國家供電
時，內地應給予緊急支援，可減低備用
電量。他說，中電及港燈現時海底電纜
已有聯網，海底電纜可支援另一間電力
公司，將來若研究發展兩電聯網時，預
計備用電量可不用太高。

中電則解釋，將發電機組剩餘電力
售予內地，是利用暫不需要使用的備用
電量，但強調 「若香港突然有需要用，
香港客戶是有優先權」，協議亦訂明中
電可隨時向內地停止賣電。

水資源及供水水質事務諮
詢委員會完成三日的考察東江
供水設施行程，水諮會主席陳
漢輝視察後表示，東江水的水
質近年逐步改善，亦達到與本
港協議的水質標準，又曾到惠
州市拜訪東江流域管理局，該
局正設置衛星儀器監察55個東
江流域的取水口，預計會於明
年底投入服務。

本報記者 李家祺

工廈碳排高住宅大廈10倍

當局多項措施改善龍尾水質

環團批備用電量過高 中電稱符國際要求

北區爛樹幹古樹被移除

工聯會轟九巴加價開獅口

時尚潮流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立法會於下
周六就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舉行公聽會，有135
團體或個人報名出席。不少政黨、環保團體及
村民均有報名。而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在提交到
立法會的建議書中，再一次表明反對政府用傳
統新市鎮模式發展該區，希望政府重新考慮使
用公私合營的模式。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下星期六舉行特別
會議，由早上9時至下午6時25分分三節進行
。多個地區代表如打鼓嶺、粉嶺、上水區鄉事
委員會、關注古洞發展聯合會、馬屎埔村居民
關注組，以及昇平村坪輋村多位村民均有報名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委員蔡涯棉，多個
專業團體如測量師學會、工程師學會及規劃師
學會代表也有出席。

地產建設商會在意見書中表示，商會對於
政府早前改變立場，宣布採用傳統新市鎮發展
模式感到大惑不解；又認為政府估計用傳統模
式的發展時間表過於樂觀，根據菜園村的經驗
，顯示強行收地有一定難度。商會要求政府向
公眾交代，改變公私合營模式的理據。

另外，多個團體就古洞村的應否發展有南
轅北轍的意見。上水區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
表示，早前在村內諮詢，有9成古洞村居民表
示願意搬離，但政府必須原村安置，提供合適
的土地及搬遷補償。但古洞村村代表曾家新則
表示，於10月14日召開村民大會，會上所有

村民全體一致表示 「不遷、不拆、不移」的意願。而關
注古洞發展聯合會則要求政府保留 「古洞村公所」，以
及在該地多建公營房屋，紓緩本港住屋問題。

馬屎埔村地主聯盟認為計劃本末倒置，政府強行收
地發展，但有關地主卻無權參與及選擇。聯盟說，大多
數留守的地主或租戶意願不是安置上樓，而是保持原來
生活習慣不變，希望當局在規劃範圍內，保留部分優質
農地，作為重建村落之用。

【本報訊】屋宇署被部分傳媒質疑包庇行政長官梁
振英僭建大宅，屋宇署的本地屋宇測量師協會及測量主
任權益小組昨發出聯合聲明，強調屋宇署人員一直以公
正持平的態度履行職責，絕不容許出現包庇或施壓情況
，重申不論執法對象身份是誰，均會以 「依法、專業、
持平」態度去處理事件。

屋宇測量師協會及測量主任權益小組昨日傍晚發出
聯合聲明，回應有傳媒就行政長官梁振英僭建事件中，
質疑屋宇署人員的誠信及專業態度。聲明指，屋宇署人
員一直以來緊守法紀，以專業判斷、公正持平的態度去
履行職責，亦有決心維護專業的操守，絕不會容許出現
包庇或施壓情況，不論執法對象身份是誰，屋宇署人員
履行職務時會堅持 「依法、專業、持平態度去處理，過
往如是，將來亦一樣。」

聲明提到，因應社會大眾對政府部門期望，屋宇署
工作日益繁重，雖然資源未能適時配合，但署方人員仍
默默耕耘，希望確保樓宇安全，令市民安心。但由於署
方需要顧及嚴謹法例要求和仔細的舉證原則，市民或難
免對個別事件的處理方法作出猜測，兩組織均支持署方
就執法準備向公眾作出清晰及準確交代，以釋市民大眾
疑慮。

中電過去五年備用發電用量
年份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資料來源：中華電力公司

備用發電用量

31.3%

32.6%

31.4%

39.1%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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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十多名成員在九巴總部外示威，抗議該公司申請大幅加價

◀水諮會主席
陳 漢 輝 博 士
（左二）和水務
署副署長吳孟
冬（左三）在廣
東省水利廳和
惠州市水務局
的官員陪同下
，參觀惠州的
綠道，視察東
江水水質

▼水諮會主席
陳漢輝指，東
江水的水質近
年逐步改善，
亦達到與本港
協議的水質標
準

屋署工會駁斥包庇指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