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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電賺到盡兩電賺到盡下月又加價下月又加價
兩間電力公司明年元旦電費加幅繼續

「賺到盡」 ，下月1日起，中電電費增加5.9%，連續第二年加幅
高於通脹，港燈加幅略低於中電，仍有2.9%。兩電均指，加價主因是燃料成本

大幅漲價。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承認，兩電是賺盡現行 「管制計劃協議」 容許的9.99%最高利
潤，政府已努力把關，盡量壓低加幅，他承諾明年盡快展開與兩電的中期檢討。 本報記者 曾敏捷

兩電向立
法會經濟事務委員

會匯報明年電費檢討。
中電基本電價維持每度電

0.842 元，但燃料價條款收費
增加 0.046 元至 0.224 元，整體平

均淨電價將由現時的 0.987 元增至
1.045 元。中電為全港 80%人口，近

230萬戶住宅及商戶供電。調整電費後，
其中近 65%即 150 萬住宅用戶將要增加電

費，70萬低耗電量用戶的電費不變，甚至下
調最多 3 元，另外 70 萬戶每月用電量在 200 至

400度的住宅用戶，電費加幅不多於23元。工商
業用戶方面，16.8萬用戶明年要加電費，約13萬戶
電費不變或下調，約10萬戶電費增加不多於116元。

中電150萬戶多交電費
中電明年將推出 「節能回扣」計劃，每張帳單

的總用電量低於 400 度的用戶，都可或電費回扣。
在計劃下，用電量低於 200 度，每度電可獲 0.09 元
的回扣；用電量在 201 度至 300 度，每度電的回扣
是 0.08 元；用電量在 301 度至 400 度，每度電的回
扣是 0.07 元。計劃預計有 70 萬住宅用戶及 13 萬工
商業用戶受惠。

再推出節能回扣計劃
港燈整體電價加幅較中電溫和，但亦上升2.9%

，而港燈的基本電價增幅較中電高，每度電增加
0.006 元，達至每度電 0.947 元，加上燃料價格條款
收費由 0.37 元增加至 0.402 元，整體淨電價由目前
的 1.311 元加至 1.349 元。港燈指，18%的住宅用戶
及 44%的非住宅用戶，不受加價的影響，換言之，
即是有36.9萬住宅用戶與6.72萬非住宅用戶，明年
需要加電費。69%的住宅用戶每月多付的電費將少
於 13.2 元，70%非住宅用戶每月多付的電費將少於
49元。港燈同樣推出 「最惜節能優惠」，住宅用戶

於任何一個月用電不超過 100 度，該月電費可享九
五折優惠。

中電總裁藍凌志指出，燃料成本在2013年持續
大幅增加，中電以往最大的天然氣來源崖城天然氣
面臨耗盡，中電必須購入價格貴 2 至 3 倍的南中國
天然氣和東氣西輸二期天然氣，以達到日益收緊的
減排目標及配合本港未來發展。

議員批罔顧社會責任
多名立法會議員批評兩電沒有盡社會責任，全

體贊成通過沒有約束力動議，要求政府盡力壓制兩
電加價。

民建聯的葛珮帆指，巴士、地鐵、隧道樣樣
加價，中電的加幅高於通脹，完全罔顧社會責任
；工聯會的王國興批評加價 「極之不合情理」。
工聯會鄧家彪指，中電的報告預告三個 「炸彈」
，包括 「地租及差餉特別回扣」明年將用盡、價
格相對較低的南中國海天然氣將用盡以及中電的

燃燒天然氣比
例持續上升，預期
未來的電費增幅更大
，要求政府盡快開放電
力市場。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指，明年
會盡快展開與兩電的中期檢討，明
白公眾的擔心，會充分考慮開放電力
市場、引入競爭。對於兩電的加幅，政
府已盡力把關，由於兩電的基本電費加幅
沒有超出 「管制計劃協議」的規定，無需經
政府的同意。

據了解，兩電於10月初提交電費加價建議時
，中電的 「第一口價」是百分之七點幾，港燈是百
分之五點幾。政府過去兩個月與兩電談判，不斷壓
價，每次壓價幅度不多，經多次角力後，得出今次
最終加幅。

董先生：
冀政府補貼

「港燈加價
2.9%算是合理，通
脹壓力，加上他們
一直為環保而改善服
務質素，我亦明白他
們的苦衷。以個人為
例，現時每月的電費要
百多元，雖然加價後影
響不大，但對於其他基
層市民來說，卻是叫苦
連天，希望政府能盡量
為他們提供補貼。」
本報記者李盛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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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
加價不合理
「中電今次加價

高達5.9%，是非常不
合理。目前的電費每
月要900元，加價後就
要多付50多元，作為小
市民，無奈地要接受。
政府說急市民所急，希
望今次能對每戶發放津
貼。」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市民心聲

市民心聲

港港燈燈2.92.9%% 中中電電5.95.9%%

【本報訊】記者虢
書、李盛芝報道：兩電

明年元旦又大幅加電費，
對於用電大戶的酒樓食肆

來說影響更是首當其衝。有
連鎖酒樓負責人表示，一間

分店平均每月電費逾 10 萬元
，若按5.9%加幅計算，每月需

多繳付近 6000 元。雖然電費只
佔整體開支約 2-3%，但薪酬開

支及食材價格均上漲，考慮於明
年初加價 5%至 10%。有燈飾店則

說，已改用慳電的LED燈 「自救」
，希望政府盡量控制加幅。

敘福樓執行董事黃傑龍表示，一
般一間萬餘呎的酒樓，每月電費需要

十多萬元， 「過去一年所有嘢都貴，
人工加咗10%，食材來貨價貴兩、三成

，電費每個月如果再畀多五千幾，係百
上加斤！」他又說，今年加幅相對去年算

是可以接受，由於能源費貴，加價只能無
奈接受，但希望未來能繼續控制在合理水

平。
黃傑龍透露，分店已基本轉用LED燈及

分區控制冷氣用量，在節省用電上可做的已不
多，但會繼續留意新的慳電科技，由於租金持

續攀升，加上百物騰貴，正考慮於明年初加價
5%至10%。

彩福集團董事長何志強慨嘆加電費 「好大影
響」，每間分店現時都要十多萬元電費， 「有客
喺度你又唔可以慳燈光、冷氣，遲啲開舖租金
又唔抵」。他認為加幅高於通脹是不可接受，
加上調整最低工資，對他們是 「雙重打擊」
。他預計來年經濟環境會轉差，未免 「趕客」
不敢將加幅全數轉嫁消費者，預料只會跟通
脹加價。

燈飾店改用慳電膽節能
位於灣仔摩理臣山道的燈飾店 「名家

」，現時每月電費約 9000 元，負責人梁發
強說，港燈經常加價，今次的加幅算是溫

和，但在生意一般的情況下，他們早已
「自救」。 「電費高峰期每月要1.4萬元，

但兩年前將店內的燈泡改為環保慳電的
LED 燈，電費則減少 30%。」他說，作為

小商戶，對加價只有接受的態度，難以
發聲表達意見，他期望，政府未來盡
量控制加幅。

鄰近的燈飾店 「新照明」負責
人郭先生表示，目前每月要付電費
8600元，港燈加價2.9%後，每月就
要多付近250元，對他們的生意必
定有影響。 「自從政府在今年 10
月推出兩招打擊炒樓措施後，樓
市成交慘淡，連累我們的生意大
幅下跌。」他希望，政府或港
燈在通脹逼人的情況下，能
對每戶發出補貼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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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電明年電費調整
組成部分

基本電價
燃料價格條款收費

淨電價
整體加幅
註：上述數字為每度電以仙計算；

（）與今年價格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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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電近年淨電價
註：以下數字為每度電以仙計算
*2008年1月至9月 **2008年10月至2009年12月期內
，由於減費儲備金耗盡，中電2009年5月6日起中止每度
電0.8仙的減費儲備折扣

電費取決天然氣價電費取決天然氣價
未來加幅料超未來加幅料超6%6%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對於兩電明年再加電費，各界均

認為會加重市民負擔。世界綠色組織認為中電提加幅高於通脹，引起
公眾不滿，但歡迎兩電推出節能優惠；香港總商會希望兩電能考慮企
業和市民的困境；有學者對未來兩電電費下調加幅不表樂觀，更指出中
電電費加幅會超過通脹。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表示，兩電今次建議加幅，沒有像
去年起初 「開天殺價」，相信與政府明年會與兩電就《管制計劃協議

》展開中期檢討有關。對於在中電電費加幅中，燃料價格增幅達26%
，他希望港府考慮推出天然氣價格穩定基金，補貼天然氣成本上漲

的加幅。他亦呼籲兩電應做好燃料採購工作，包括考慮聯合採購，
提高價格競爭力，減低燃料開支。

香港總商會指了解電力公司計劃多用天然氣，以減少對環境
的污染，但認為任何高於通脹的增幅，都會為企業經營帶來額外

的壓力。總商會歡迎兩電照顧中小企和低用量家庭用戶，但在整
體經濟前景不明朗下，希望電力公司能更適當地考慮本地企業

和市民的困境。至於商業用戶的電費採用累進的收費模式，
總商會認為應經由社會廣泛討論，認為大型公共服務機構
，例如大學、醫院和運輸服務供應商，不應因為提供額
外服務，耗用更多能源，而需受罰，繳付更多電費。

城市大學能源與環境研究中心總監鍾兆偉指出
，未來電費升幅仍取決於天然氣價格和兩電使用天
然氣的百分比是否繼續上升，尤其中電，電費加
幅未來一定超過6%。

民間監管公用事業聯委會發言人蔡耀昌表示
，中電電費加幅，高過通脹及一般市民人工加幅
，罔顧民生，不能接受。他認為，兩電每年有巨
額盈餘，應向用戶，特別是基層市民，提供更
多電費優惠，回饋社會。

綠色和平昨日在紅磡中電總部玻璃外牆貼
上 「扮環保，真打劫」大字標語，抗議中電
將全部減排成本轉嫁市民，年年加電費，消
防員一度打開氣墊及派出游繩隊戒備。

▲黃錦星承諾明年盡快與兩電展開中期檢
討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郭先生表示，加電費後▲郭先生表示，加電費後
店舖每月需多付近店舖每月需多付近250250元元

本報記者李盛芝攝本報記者李盛芝攝

▲梁發強說，店舖早在兩
年前改用環保慳電的LED
燈 本報記者李盛芝攝

▲市民不滿兩電加價，昨日到立
會外抗議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