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保 │篇
大公報記者 何進昇

回歸祖國19年來，香港在全球暖化、極端天氣以及堆
填區飽和等嚴峻挑戰下，政府推出多項環境保護措施應對
，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轉廢為能」 以及回收再造等範
疇均取得顯著成果，隨着道路運輸的排放量減少，1997年
至2014年間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排放量減少約65%，空氣質
素大為改善，令香港成為綠色宜居城市。有環保團體指出
，本屆政府推出環保政策思維較以往活躍，屬近年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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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政策見效 空氣質素大幅改善

香港變身綠色宜居城市

長春社副總監黃子勁認為，本屆政府推
行的環保政策較以往進取，都市固體廢物徵
費開始 「有眉目」，即將開幕的 「T．
PARK」是向轉廢為能行前了一大步，而且
推出 「大嘥鬼」，以剛柔並重手法向社會公
眾進行環保教育， 「除咗環保政策外，亦推
出小朋友鍾意嘅大嘥鬼，從小朋友角度感染
大人切勿浪費食物，呢種思維係以往政府比
較少見」。他稱，膠袋徵費在近年是最具影
響力的環保措施，彰顯了污者自付的精神，
帶動膠袋產品徵費，成效不俗。

極端氣候與民生息息相關，去年聯合國
舉行氣候峰會，通過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
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低於1.5℃至2℃內，
面對全球暖化，香港不能獨善其身。就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政府早在1999年推出以石油
氣的士取代柴油的士的資助計劃，現時全港
幾乎所有的士都使用石油氣，減排效果亦十
分顯著。與1999年未引入石油氣的士相比，
2014年繁忙的路邊地區錄得主要空氣污染物
濃度已有所下降，可吸入懸浮粒子、二氧化
硫和氮氧化物的濃度，分別減少45%、67%

和45%，而路上遭檢舉的黑煙
車輛數目亦減少了近九成。

停車熄匙效果顯著
2011年實施俗稱停車熄

匙的《汽車引擎空轉（定額
罰款）條例》，任何汽車的
司機均不得在車輛停定時，
讓引擎在一小時內運作超過
三分鐘，效果顯著。

除了減少溫室氣體外，
減廢亦是政府環保政策重點
之一，以 「轉廢為能」為主
題的屯門 「T．PARK」六月尾正式開放，
利用先進焚化系統把污泥體積減少達90%，
大幅紓緩堆填區壓力。而焚燒污泥過程產生
的熱能更可以發電，供整座設施日常運作，
剩餘的電力更可輸出至公眾電網，當達到最
高處理量時，可供4000個家庭使用。

去年香港每日約有204噸飲品玻璃容器
棄置到堆填區，但只有23噸回收再造，回收
率只有11%。隨着 「玻璃樽生產者徵費」早

前獲立法會通過，涵蓋各種玻璃樽飲料如啤
酒、汽水、果汁和紅酒等，希望透過徵費將
飲品玻璃樽回收率由現時約一成增至六成，
預料每公升玻璃樽容量徵收一元。

發起全民減廢運動
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後，環境局在2013

年發表 「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13-2022」，
目標在2022年或以前減少40%的都市固體廢

物人均棄置量。藍圖提出三
方面的政策及行動，包括透
過都市固體廢物按量徵費和
生產者責任計劃等減廢政策
及法規，推動行為改變，從
源頭減少廢物。同時發起全
民減廢運動，包括減少廚餘
、回收飲品玻璃樽等。政府
亦投放資源完善與廢物相關
的基建，包括有機資源回收
中心、轉廢為能的綜合廢物
管理設施，以及堆填區擴建
工程。

為了減少濫用膠袋，政府於2009年實施
首階段《膠袋徵費計劃》，涵蓋3000多個零
售點，主要為大型連鎖超級市場、便利店及
健康護理和化妝品店等。即使首階段計劃取
得成功，登記零售商向顧客派發的塑膠購物
袋數量已大幅減少八至九成，但其涵蓋範圍
始終有限，立法會在2014年通過《2014產品
環保責任（修訂）條例》，並在去年全面推
行 「塑膠購物袋收費」，商舖一旦向顧客提

供塑膠購物袋，就需要向顧客收費，每個不
少於五毫。

注重綠化環保建設
除了減排減廢，回收是環境保護的一大

出路，2014年香港共回收近205萬噸都市固
體廢物，其中2%在本地循環再造，其餘98%
運往內地及其他國家循環再造，為香港帶來
約55億元的出口收入。環境局於2013年以先
導形式在全港設立五個社區環保站，透過委
聘非牟利團體營辦並資助其後營運，加強環
保教育，協助社區收集各類回收物料。

梁振英在2014年的《施政報告》宣布，
擴展計劃至在全港18區推行，並正名為 「綠
在區區」，除了深入社區推動減廢生活習慣
，更務求把設施成為設計新穎、注重綠化的
環保建設。其中 「綠在沙田」和 「綠在東區
」已投入服務，根據 「綠在沙田」最新數據
，去年六月至九月期間其回收了約2.4萬公
斤玻璃樽，約347公斤慳電膽或光管，為香
港回收業帶來機遇。

1998年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生效，條例涵蓋
範圍，包括大型發展計劃所需進行的環境
影響評估，包括生態方面
●為期10年的《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生效

1999年
●引進石油氣的士及小巴，取締柴油的士
及小巴，以及為在歐盟車輛廢氣排放標準
生效前製造的柴油車安裝微粒收集器或催
化器
●向柴油車輛車主提供14億元資助，鼓勵
按照政府訂定的標準改善車輛廢氣排放
●禁售含鉛汽油

2000年
●開展 「清潔香港」 運動
●石油氣小巴試驗計劃
●成為亞洲第一個引入超低硫柴油的城市

2002年
●推出石油氣或電動小巴取代柴油小巴資
助計劃
●亂拋垃圾定額罰款600元
2003年
●推行資助計劃，鼓勵車主在2003年底或
之前以石油氣的士取代柴油的士，以及在
2005年底或之前以石油氣或電動小巴取代
柴油小巴
●落實 「污染者自付」 原則，在2004年對
拆建廢物實施堆填區收費計劃，鼓勵廢物
產生者減少廢物和把廢物分類，以便循環
再用或再造
●亂拋垃圾定額罰款增至1500元
2004年
●除了中環、灣仔北和東南九龍外，政府
不會再在維港內進行填海工程
●要求所有政策局及部門在夏季期間須把
辦公室的室內溫度保持在攝氏25.5℃
2005年
●計劃在屯門興建回收園，專供回收工業

使用
●進行海水化淡及生活污水循環再用的研
究，以達到增加本地水資源的長遠目標
●第一期淨化海港計劃
●成立跨部門綠化總綱委員會，先在工商
業區，如中環、尖沙咀進行《2005至2014
年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涵蓋固
體廢物的重用、再造及消減，以及生產者
責任計劃和廢物收費計劃的立法時間表

2006年
●向舊型柴油商業車輛的車主提供一筆過
資助，鼓勵更換新車
●位於南丫島的香港首台具商業規模的風
力發電渦輪，已於2006年二月投產
●《2005至2014年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
大綱》，重點政策措施包括就生產者責任
計劃立法、設立環保園、引進都市固體廢
物收費計劃、擴建現有堆填區及就先進的
大型廢物管理設施制訂長遠方案

2007年
●透過減免汽車首次登記稅，鼓勵使用環
保汽油私家車
●推動《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草案
》的立法審議程序，目標是在2008年內推
行強制性 「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第一階段
●為 「生產者責任計劃」 立法，並根據 「
污染者自付」 原則推出首項計劃，透過徵
收塑膠購物袋費用，以打擊濫用膠袋的情
況

2008年
●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預留4.5億元，
資助大廈業主進行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
合審計，以及資助大廈業主進行提升能源
效益工程
●擬訂舊電器及電子產品的 「生產者責任
計劃」 ，促進回收再造
●研究以較具能源效益的照明產品逐步取
代鎢絲燈泡，以及應否立法限制銷售鎢絲

燈泡
●《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

2009年
●所有新公共屋邨的綠化率提高為不少於
20%，為層數較少的樓宇設置綠化天台
●邀請全港學校簽署環保午膳約章，承諾
避免使用即棄餐盒和餐具，以及減少浪費
食物。運用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給予資助
，鼓勵學校加設可達至環保午膳的備餐設
施
●成立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監督轄
下綠化及園境辦事處和樹木管理辦事處
●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首階段涵蓋三
類訂明產品，即空調機、冷凍器具和慳電
膽
●首階段膠袋徵費計劃，涵蓋超過3000個
零售點，主要為大型連鎖超級市場、便利

店及健康護理和化妝品店

2010年
●成立綠色運輸試驗基金，供運輸業界申
請

2011年
●在主要政府樓宇及公共設施進行碳審計
，研究建立有關企業碳足跡的資料庫
●修訂《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全面禁止
使用各類石棉
●使用路邊遙測設備和先進的廢氣測試，
加強管制汽油和石油氣車輛的廢氣排放
●預留1.5億元，向石油氣的士及小巴車主
提供一次性資助，更換車輛催化器
●《汽車引擎空轉（定額罰款）條例》（
俗稱停車熄匙），任何汽車的司機均不得
在車輛停定時，讓引擎在60分鐘內運作超
過三分鐘
●設立三億元綠色運輸試驗基金，資助適
用於公共運輸業界及貨車的綠色創新技術

2012年
●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

2013年
●發表 「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13-2022」 ，
目標在2022年或以前減少40%的都市固體
廢物人均棄置量
●預留100億元，按污染程度分階段以資助
方法，淘汰歐盟三期及之前共八萬多輛高
污染柴油商業車，大幅減少整體汽車粒子
排放物八成，氮氧化物排放也減少三成
●設立五億元的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
協助漁民採用可持續而高增值的運作模式

2014年
●預留10億元設立 「回收基金」 ，推動回
收業的可持續發展
●推動採用綠色工地辦公室
●推行 「惜食香港運動」 ，減少廚餘
●立法會通過擴建三個堆填區
● 「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2014-2022」
2015年
●研究及逐步建立全面的 「智管網」 ，以
感應器及相關技術持續監察地下水管網絡
的健康狀態
●發表《香港氣候變化報告2015》，了解
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的整體情況
●正式推行 「綠在區區」 ，在全港18區設
點，協助社區收集各類回收物料
●全面推行塑膠購物袋收費，涵蓋全港超
過10萬個零售點，所有零售點禁止免費派
發塑膠購物袋，除豁免情況外，商戶派發
膠袋每個須收費至少五毫

2016年
●推出《戶外燈光約章》計劃，鼓勵關掉
對戶外有影響的燈光
●成立氣候變化督導委員會，審視應對氣
候變化的現行政策
●立法會通過玻璃樽徵費，推動玻璃樽回收
●推出 「細口」 垃圾桶，配合日後實施的
垃圾徵費
●屯門 「T．PARK」 啟用，利用先進焚化
系統，把污泥體積減少達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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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在2014年的《施政報告》宣布，擴展社區環保站計劃
至全港18區，並正名為 「綠在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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