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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To Siu Ling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1.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2.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3.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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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Tobey Cheung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1) 停止核電
從 1984 年烏克蘭的車諾比事件到近年 2011 年日本福島核災事件，都可以見到核電完全是屬於高危
能源，一旦爆發它會完全催毀全球生態及造成難以想像的後果。
大部分國家都不建議及抗拒用核電，但為什麼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偏偏要反其道而行？此舉一再無視
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2）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
政府經常稱香港要向多方面發展，但又常阻礙一些本地發展。例如今次發展本地再生能源，政府又
會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一定要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什
麼是唯一出路？路不是人行出來的⋯⋯為什麼經常阻礙及潑冷水？政府你們也應該清楚香港有很多很
出色的專業人材，只要政府肯願意行出一步，提供協助，我相信本地發展再生能源並不是痴人說夢
話，除非政府已經一錘定音。除此之外，很多調查都顯示本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
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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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Tony Tong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 本人對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 ，政府希望 "透過
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 建議表示強烈反
對 ，同時亦建議政府應集中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 。
原因如下：
一、日本 831 已證明明核電風險高，減用核電才是正道
香港早已承諾向大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 ，但文件引用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
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意味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鑑於全球
憂慮對核電安全質疑及前車之鑑對核污染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非提昇依賴核電。
二、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本港能源自主
政府引用指本地可再生能源潛力有限，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 是唯一出路 。文件當中亦提
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反映政府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本港其實電力其實仍有可發展空間， 堅守本地能源自主 對電力供應的穩定性是十分重要。
三、供電源頭符合環保守則存疑， 環境禍害恐轉嫁他區
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供電源頭是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
是否可再生能源並 符合環保守則 ，令使用可再生能源好事變成壞事，把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四、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後，亦
應對工商業用戶電費取消「累退制」，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五、創造就業， 加強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讓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政府應提供技
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自己或社區供
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創造就業 。繼續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選
擇。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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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Tse Kit Man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及，為了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
的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保證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的部份電力來
自中電持股的大亞灣核電廠，合約期至 2034 年，並有可能在之後繼續輸入，甚至提高核電量。此舉
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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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ir/Madam,
Thank you for working on this public engagement exercise, I appreciate all the hard work from your group
especially Mr. Lam Chau Ying. He is very inspirational and I trust that one day he can lead Hong Kong out
of this climate crisis. I support HKSAR to commit to a goal in limiting global heating to 1.5°C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
Nowadays, we need "trust" in doing business and in solving problems. I believe blockchain technology can
help build the trust. I suggest HKSAR Government to develop its own cryptocurrency and make Hong
Kong dollar a cryptocurrency with good regulation support. From that, carbon budget, carbon tax regulation
can be easily carried out. We are the first in the world to have octopus card and why we cannot have a new
form of money? And I think cryptocurrency and paper money can be co-exist.
Although this exercise is called a long-term strategy, immediate action has to be don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already done a lot of research on existing best practice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t is time to invest in
those technology that is suitable for Hong Kong’s situation and climate.
I notice that this exercise asked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building, my key advice on that will be to end the
Beam+ scheme because it does not work in terms of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Instead, replace it with a
mandatory scheme and provide incentive to build truly net zero carbon building that help limit to 1.5°C.
Operation stage / existing building has to be managed through a cap-and-trade system. But that has to
start with a benchmarking exercise across all buildings in Hong Kong. Big data can help here.
Hong Kong is a well-developed city with huge financial reserve and high living standard, we must not
ignore the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risis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should do extra to help other lessdeveloped cities. Rather than spending money on any local reclamation projec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pend money on local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 I suggest starting from decarbonising Tai O village. It is a
traditional village and it can help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media and list it as a successful story.
Thus, it does not only reduce co2 emission, but also help Hong Kong to rebuild its tourism industry. The
money can be funded by a community-based seed fund scheme or a decarbonisation financial scheme. I
have HKD100,000 in my bank account and I want to invest in something truly making a contribution. I do
not mind to loan it to this kind of project, and get it back in some years time even with a small interest. I am
sure a lot of people would do the same as Hong Kong people love to donate and help those in need.
I suggest the HKSAR Government think and act outside the box. Spend money in developing new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It is the money worth spending. We have ocean, can we
develop a new type of floating solar PV panel in the ocean? I understand there is typhoon, rain and etc. But
it is an opportunity to unlock new job career. How about the fishermen can actually change their job nature
and "fish solar energy” instead of fishing nothing as there is not much fish left in the ocean anyways.
I also suggest to electrify as much as possible, phase out all type of fossil fuel including gas. Nuclear
energy cannot be trusted due to operational risk and waste issue. Stop any investment on these
immediately.
Rethink urban planning, but keep the heritages, it is the memory of Hong Kong people. Build more parks
and develop underground. Underground can be used as transportation route. I can imagine there is only
parks and building on the road surface. We don’t really need car on the road apart from the ambulance,
police and fire service because we have very good MTR system. Can we do a no-car-day, street festival in
1

2020? Hong Kong need something worth celebrating since long time and there should be day to celebrate
the hard work that has been done so far in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The concept of renewable energy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Hong Kong use. Even we cannot create a 100%
RE in Hong Kong, we can deploy our money in oversea location and develop RE there as a form of REcertification. Actually the easiest way to restore carbon is to rebuild trees in Amazon.
There is a lot of ways to do it, but we need to think big. Sci-fi movie screening is a good community activity
to brainstorm what HK look like in 2050. Kids need to be educated about climate change from kindergarten.
All policy should be designed fairly and protect the underprivileged. Electricity should be charged in a
progressive rate, especially commercial. The big business is wasting a lot of energy because it is too cheap
for them. Introduce a more expensive price to use energy at night for business so the workers can go home
earlier. Promote working from home. Think about the wellness of the people when designing any policy.

There is no single policy to solve the problem, many work has to be done, immediately. Government has to
lead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and I am always happy to give further advice if needed.
Warmest regards,
Tsz Ching Tam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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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Council Members,
I concur that climate change is a crisis that requires urgent actions and that plans to address
should focus on reduced carbon missions including policies that increase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duce the use of carbon fuels. Hong Kong deserves recognition for some relatively
recent significant actions including reducing carbon in the electricity fuel mix and promoting
roof-top solar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feed-in tariffs. That said, I firmly believe more can be
done locally, particularly with renewable electricity (wind and solar).
Impact Electrons Siam has identified three projects that appear viable and reportedly is ready
to submit a Project Profile for the first of these projects near Lung Kwu Tan. Are there other
viable sites? No one can say, but one way to find out would be to encourage private
companies to explore such opportunities by promulgating supportive policies and to provide
a clear roadmap for various key approvals, e.g. approvals related to land acquisition.
Regional cooperation on zero carbon electricity imports may ultimately be
necessary. However, given various tangible benefits of local generation, for example more
jobs and tax income, robust environmental permitting requirements, etc. and the fact that the
Mainland might need as much renewable electricity as possible to address its own emissions
issues, preference should be to first maximize local generation.
Thank you for your consideration of these comments,
Sincerely,
V. Coch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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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Vanessa Lim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表面上能控制生產時的污染物，但由第三方供應上生產時所製造的
碳和棋生產過程的監管並沒有完全的掌握。有機會在不知情之下，使用了對環境污染的能源。故此
只是將生產線的污染物已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開發環保製造能源的方法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公眾對核電生產出來
的污染物一向有顧慮，而香港一直有計劃停止使用核電，故應尋找一些環保製造能源的方式。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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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如下: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而此估計亦代表 2034 年後有機會繼續輸入核電，更可能提高其比
例。此舉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文件
當中卻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因此，政府應加強支援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燈
不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
「累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政府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
施，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香港市民
Venus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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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Vickie Tsang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而購入中國大陸可再生能源，本人強烈反對，並強烈
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穩定性存疑
中國大陸於國內供電欠穩定性,有機會影響香港供電穩定性。
二、核電風險高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
大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
再無視社會及公眾安全,核洩漏的風險高，不應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六、如供電源頭受污染，本港未能管制，有機會將禍害轉移其他地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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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Vicky Sing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本人強烈反對政府透過
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並強烈建議政府
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那 2034 年後會如何？繼續輸入核電？若政府續輸入核電，就無視社
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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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ariat,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ease note that it is my personal submission and not representing the views of the organization
that I am working in.
I strongly support the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carry out the public engagement for
the Long-term Decarbonisation Strategy for HK. HK, as a major city, should fulfill our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n abatement of climate change. In line with many other major cities, such as
New York, Sydney, London, etc. around the world, they are targeting a carbon net zero in the long
run, say 2050.
As mentioned by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during G20 meeting in
Japan this Summer, “This is a critical year for hydrogen. It is enjoying unprecedented momentum
around the world. Hydrogen could finally be set on a path to fulfil its longstanding potential as a
clean energy solution.” A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 is attached in
Appendix 1.
I think hydrogen economy is crucial for carbon free economy as indicated by the signature of MOU
on green hydrogen in the presence of Chinese Premier Li Keqing and German Federal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in Sept 2019. The China development plan on green hydrogen is also attached in
Appendix 2.
The highlights for the coming 2020 Tokyo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and Beijing Winter
Olympic in 2022 are also on hydrogen. Some information on green hydrogen is attached in
Appendix 3 for reference.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of Japan, they have some estimations
on the future energy cost on hydrogen as per the attached Appendix 4:
“Japan seeks to commercialize hydrogen power generation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hydrogen
supply chains and cut the unit hydrogen power generation cost to 17 yen/kWh around 2030. In the
future, Japan will attempt to make hydrogen power generation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values as
cost competitive as LNG power generation.”
Even in EU, hydrogen is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production cost for low
carbon hydrogen is high at this moment. There are a number of pilot projects on production of
green hydrogen from renewable sources. Many countries do realize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opportunities on hydrogen. For the long term decarbonization strategy for HK, I think we should
not miss this important element that we need to closely monitor its development and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local environment.
Reg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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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Foreword
This is a critical year for hydrogen. It is enjoying unprecedented momentum around the world
and could finally be set on a path to fulfil its longstanding potential as a clean energy solution.
To seize this opportunity, governments and companies need to be taking ambitious and realworld actions now.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for its request under its
presidency of the G20 that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prepare this important and
timely report.
Our study provides an extensive and independent assessment of hydrogen that lays out where
things stand now; the ways in which hydrogen can help to achieve a clean, secure and
affordable energy future; and how we can go about realising its potential. To help to get things
moving, we have identified the most promising immediate opportunities to provide a
springboard for the future.
As the world’s leading energy authority covering all fuels and all technologies, the IEA is ideally
placed to help to shape global policy on hydrogen. The rigorous analysis in this report was
conducted in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governments, industry and academia.
This study on hydrogen is part of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he IEA is taking to the global
energy system. Last month, we published a report on the role of nuclear power in a clean
energy system. We are also holding various high-level meetings to underscore the critical
elements needed for a sustainable energy future – including a ministerial conference in Dublin
this month on energy efficiency and another ministerial on systems integration of renewables in
Berlin in October 2019.
I very much hope our report on hydrogen will inform discussions and decisions among G20
countries, as well as those among other governments and companies across the world. I hope it
will help to translate hydrogen’s current momentum into real-world action that sets hydrogen
firmly on the path to becoming a significant enabler of a clean, secure and affordable energy
future.
Beyond this report, the IEA will remain focused on hydrogen, further expanding our expertise in
order to monitor progress and provide guidance on technologies, policies and market design.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with governments and all other stakeholders to support your
efforts to make the most out of hydrogen’s huge potential.
The IEA looks forward to continuing this journey together.
Dr. Fatih Birol
Executive Director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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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Executive summary
The time is right to tap into hydrogen’s potential to play a key role in a clean, secure and
affordable energy future. At the request of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under its G20
presidency,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has produced this landmark report to
analyse the current state of play for hydrogen and to offer guidance on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he report finds that clean hydrogen is currently enjoying unprecedented
political and business momentum, with the number of policies and projects around
the world expanding rapidly. It concludes that now is the time to scale up technologies and
bring down costs to allow hydrogen to become widely used. The pragmatic and
actionable recommendations to governments and industry that are provided will make it
possible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is increasing momentum.
Hydrogen can help tackle various critical energy challenges. It offers ways to decarbonise a
range of sectors – including long-haul transport, chemicals, and iron and steel – where it is
proving difficult to meaningfully reduce emissions. It can also help improve air quality and
strengthen energy security. Despite very ambitious international climate goals, global
energy-related CO2 emissions reached an all time high in 2018. Outdoor air pollution also
remains a pressing problem, with around 3 million people dying prematurely each year.
Hydrogen is versatile. Technologies already available today enable hydrogen to produce,
store, move and use energy in different ways. A wide variety of fuels are able to produce
hydrogen, including renewables, nuclear, natural gas, coal and oil. It can be transported as a
gas by pipelines or in liquid form by ships, much like 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It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electricity and methane to power homes and feed industry, and into fuels
for cars, trucks, ships and planes.
Hydrogen can enable renewables to provide an even greater contribution.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help with variable output from renewables, like solar photovoltaics (PV) and
wind, whose availability is not always well matched with demand. Hydrogen is one of the
leading options for storing energy from renewables and looks promising to be a lowest-cost
option for storing electricity over days, weeks or even months. Hydrogen and hydrogenbased fuels can transport energy from renewables over long distances – from regions with
abundant solar and wind resources, such as Australia or Latin America, to energy-hungry
cities thousands of kilometres away.
There have been false starts for hydrogen in the past; this time could be different. The
recent successes of solar PV, wind, batteries and electric vehicles have shown that policy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ve the power to build global clean energy industries. With a global
energy sector in flux, the versatility of hydrogen is attracting stronger interest from a diverse
group of governments and companies. Support is coming from governments tha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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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and export energy as well as renewable electricity suppliers, industrial gas producers,
electricity and gas utilities, automakers, oil and gas companies, major engineering firms, and
cities. Investments in hydrogen can help foster new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economies around the world, creating skilled jobs.
Hydrogen can be used much more widely. Today, hydrogen is used mostly in oil refining and
for the production of fertilisers. For it to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clean energy
transitions, it also needs to be adopted in sectors where it is almost completely absent at the
moment, such as transport, buildings and power generation.
However, clean, widespread use of hydrogen in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s faces several
challenges:
•

Producing hydrogen from low-carbon energy is costly at the moment. IEA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cost of producing hydrogen from renewable electricity could fall 30% by
2030 as a result of declining costs of renewables and the scaling up of hydrogen
production. Fuel cells, refuelling equipment and electrolysers (which produce hydrogen
from electricity and water) can all benefit from mass manufacturing.

•

The development of hydrogen infrastructure is slow and holding back widespread
adoption. Hydrogen prices for consumers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how many refuelling
stations there are, how often they are used and how much hydrogen is delivered per day.
Tackling this is likely to require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that brings together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dustry and investors.

•

Hydrogen is almost entirely supplied from natural gas and coal today. Hydrogen is
already with us at industrial scale all around the world, but its production is responsible for
annual CO2 emissions equivalent to those of Indonesia and United Kingdom combined.
Harnessing this existing scale on the way to a clean energy future requires both the capture
of CO2 from hydrogen production from fossil fuels and greater supplies of hydrogen from
clean electricity.

•

Regulations currently limit the development of a clean hydrogen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must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existing regulations are not an
unnecessary barrier to investment. Trade will benefit from comm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the safety of transporting and storing large volumes of hydrogen and for
trac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different hydrogen su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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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EA has identified four near-term opportunities to boost hydrogen on the path
towards its clean, widespread use. Focusing on these real-world springboards could help
hydrogen achieve the necessary scale to bring down costs and reduce risks for government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While each opportunity has a distinct purpose, all four also mutually
reinforce one another.

1. Make industrial ports the nerve centres for scaling up the use of clean hydrogen.
Today, much of the refining and chemicals production that uses hydrogen based on fossil
fuels is already concentrated in coastal industrial zones around the world, such as the
North Sea in Europe, the Gulf Coast in North America and southeastern China.
Encouraging these plants to shift to cleaner hydrogen production would drive down
overall costs. These large sources of hydrogen supply can also fuel ships and trucks
serving the ports and power other nearby industrial facilities like steel plants.

2. Build on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such as millions of kilometres of natural gas
pipelines. Introducing clean hydrogen to replace just 5% of the volume of countries’
natural gas supplies would significantly boost demand for hydrogen and drive down
costs.

3. Expand hydrogen in transport through fleets, freight and corridors. Powering highmileage cars, trucks and buses to carry passengers and goods along popular routes can
make fuel-cell vehicles more competitive.

4. Launch the hydrogen trade’s first international shipping routes. Lessons from the
successful growth of the global LNG market can be leveraged. International hydrogen
trade needs to start soon if it is to make an impact on the global energy syste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vital to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versatile, clean hydrogen
around the world. If governments work to scale up hydrogen in a co-ordinated way, it can
help to spur investments in factories and infrastructure that will bring down costs and enable
the sharing of knowledge and best practices. Trade in hydrogen will benefit from comm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s the global energy organisation that covers all fuels and all
technologies, the IEA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rigorous analysis and policy advice to suppor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o conduct effective tracking of progress in the years ahead.
As a roadmap for the future, we are offering seven key recommendations to help
governments, companies and others to seize this chance to enable clean hydrogen to fulfil its
long-term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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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EA’s 7 key recommendations to scale up hydrogen
1. Establish a role for hydrogen in long-term energy strategies. National, regional and city
governments can guide future expectations. Companies should also have clear long-term
goals. Key sectors include refining, chemicals, iron and steel, freight and long-distance
transport, buildings, and power generation and storage.

2. Stimulate commercial demand for clean hydrogen. Clean hydrogen technogies are
available but costs remain challenging. Policies that create sustainable markets for clean
hydrogen, especially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based hydrogen, are needed to
underpin investments by suppliers, distributors and users. By scaling up supply chains,
these investments can drive cost reductions, whether from low-carbon electricity or fossil
fuels with carbon capture, utilisation and storage.

3. Address investment risks of first-movers. New applications for hydrogen, as well as clean
hydrogen supply an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stand at the riskiest point of the deployment
curve. Targeted and time-limited loans, guarantees and other tools can help the private
sector to invest, learn and share risks and rewards.

4. Support R&D to bring down costs. Alongside cost reductions from economies of scale,
R&D is crucial to lower costs and improve performance, including for fuel cells, hydrogenbased fuels and electrolysers (the technology that produces hydrogen from water).
Government actions, including use of public funds, are critical in setting the research
agenda, taking risks and attracting private capital for innovation.

5. Eliminate unnecessary regulatory barriers and harmonise standards. Project developers
face hurdles where regulations and permit requirements are unclear, unfit for new
purposes, or inconsistent across sectors and countries. Sharing knowledge and
harmonising standards is key, including for equipment, safety and certifying emission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Hydrogen’s complex supply chains mean governments, companies,
communities and civil society need to consult regularly.

6. Engage internationally and track progress. Enhanc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needed across the board but especially on standards, sharing of good practices and crossborder infrastructure. Hydrogen production and use need to be monitored and reported on
a regular basis to keep track of progress towards long-term goals.

7. Focus on four key opportunities to further increase momentum over the next decade.
By building on current policies, infrastructure and skills, these mutually supportive
opportunities can help to scale up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enhance investor
confidence and lower costs:
•

Make the most of existing industrial ports to turn them into hubs for lower-cost,
lower-carbon hydrogen.

•

Use existing gas infrastructure to spur new clean hydrogen supplies.

•

Support transport fleets, freight and corridors to make fuel-cell vehicles more
competitive.

•

Establish the first shipping routes to kick-start the international hydrogen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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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氢能源发展概况

氢能
 氢能是一种绿色、高效的二次能源，具有热值较高、储量丰富、来源多样、应用广泛、利用形式多等特点
 氢能产业链包括制氢、储运氢、用氢等环节
 氢能源主要通过燃料电池的形式实现利用。以氢能源燃料电池汽车为例，由于氢气在制备、储存、运输等

过程中需要更多技术处理而具有更高的单位成本，直接导致燃料电池电动车综合成本偏高。

 目前，发达国家纷纷出台了强有力的氢能及燃料电池扶持政策


日本、欧盟、美国发展力度大，响应积极



中国、韩国、巴西、加拿大等国有相关部署

氢能源发展进程
中国近期重点以低成本氢气（包括灰氢）促进新兴应用领域快速发展
中远期制氢技术方向则需综合考虑经济性、实用性、环境友好等因素

灰氢是由化石燃料制成
的氢，目前占世界产氢
量的95%，生命周期碳
排放和能耗较高

灰氢
20202030 启
蒙阶段

蓝氢是满足低碳阈值的
氢，但是使用不可再生
能源（例如核能）产生

蓝氢

绿氢不仅满足低碳阈值，
而且使用太阳能或风能
等可再生能源产生
实现全过程100%绿色，
为终端部门深度脱碳奠
定基础

20252035
过渡阶段
绿氢
20302050
最终目标

通过捕获和储存制造过
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而
获得的蓝色氢气

氢能工业链及生产途径
制氢
•
•
•
•

•
化石燃料
•
工业副产物（焦炉
•
煤气、氯碱等）
生物原料
自然能量（如 电解水）

储存
加压气态储存
液化储存
金属氢化物储氢

•
•
•

运输

利用

车船运输
（高压、液氢）
管道运输
（高压、液氢）
海上运输（液氢）

•
•
•

热化学
电化学
新型燃料

中国氢能生产途径
4%

96%
化石能源制氢

水电制氢

中国是世界第一产氢大国，2015年产超过2200万
吨氢气，占世界产氢量6500万吨的34%

中国氢能产业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时间

制氢

氢能储存与运输

氢能利用及基础设施

2016-2020年 （近期）

• 工业副产氢气回收
• 煤基制氢
• 示范可再生能源制氢

• 气态储氢（35Mpa）
• 拖车、液氨罐车运输
• 气态储存（70Mpa示范）
• 管道输送（示范）

• 燃料电池运输车辆（示范）
• 到2020年，氢能现代有轨电车达
到50列；燃料电池车达到1万辆；加
氢站达100座

2021-2030年 （中期）

• 可再生能源制氢（推广）

• 液态及其他方式储存
• 管道输送

• 燃料电池车辆及发电应用、氢能
轨道交通及船舶等推广
• 到2030年，燃料电池车达到200
万辆；加氢站达1000座

2031-2050年 （远期）

• 煤基低碳制氢（推广）
• 绿色氢能供给方式多元化

• 长距离管道输送
• 安全、可靠的氢能储存
及运输体系

• 加氢站覆盖全国，燃料电池运输
车辆保有量达1000万辆；燃料电池
发电推广应用
• 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将成为有
效供氢主体，整体氢能供给充裕，
并可实现千万吨级绿色氢气出口

中国氢能政策

2016年8月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 要求发展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
• 明确指出开发氢能、燃料电池等新一代能源技术

2016年10月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 提出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蓝图
• 指出氢能燃料电池汽车总体技术路线及规划

2016年10月
《中国氢能产业基础设施发展蓝皮书》
• 明确我国氢能产业基础设施在近期
（2016-2020年）、中期（20202030年）和远期（2030-2050年）三
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
• 首次提出了发展路线图，并就加快发
展氢能产业基础设施提出了政策建议

2018年2月
《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 对氢燃料电池汽车给出具体
补贴（20万元至50万元）

氢气储运/加氢
储运

•
•

储存：压缩机是储氢的关键技术
运输：氢能运输能力有待提升
 气氢拖车：距离较近、输送量较低、氢气日用量为吨级或以下的用户。
•
国内加氢站的外进氢气均采用气氢拖车
 气氢管道：大规模、长距离的氢气运输，可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国外
相对国内较成熟，美国已建成2400km的输氢管道。我国目前氢气管网 •
仅有300~400 km， 最长为“ 巴陵- 长岭”氢气管道，全长约42 km、压
力为4 MPa

加氢

加氢站是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的重要配套设施。我国在建和规
划建设的加氢站达40座以上
由于当前设备较贵，用氢量小，因此目前加注环节的成本约
10 元/kg，终端用氢价格在35~50 元/kg。随着用氢规模扩
大以及技术进步，预计未来终端用氢价格将降至25~40 元
/kg

未来规划
未来中国氢能将在交通运输减排、电能替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与电动汽车互为补充，

建设氢能源发电系统

共同推动交通运输领域碳减排
• 国家规划明确2020年实现500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在特

• 未来在用户侧推广应用小型氢燃料电池分布式发电系

定地区公共服务用车领域的示范应用，建成100座加

统，满足家用热电联供的需要，推动家庭电气化进程，

氢站；

促进电能替代

• 2030年实现百万辆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商业化应用，建
成1000座加氢站

Application of hydrogen

國家電投與德國西門子股份公司簽署氫能合作諒解備忘錄並參加中德兩國總理座談
會

9 月 6 日，在中德兩國總理的共同見證下，國家電投黨組書記、董事長錢智民
與德國西門子股份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凱颯在人民大會堂共同簽署《綠色氫能發
展和綜合利用合作諒解備忘錄》。根據該備忘錄，國家電投和西門子將聚焦氫能供
需兩側關鍵技術的聯合研發與應用，重點圍繞氫能技術聯合創新研發、2022 北京
冬奧會綠色制氫科創項目、氫能產業能力培育和標準制定、協力廠商市場合作等領
域開展高技術合作。

隨後，錢智民與凱颯共同參加兩國總理同中德經濟顧問委員會座談會，代表中
國企業向兩國總理彙報中德企業高技術合作情況。

今年 3 月，國家電投與西門子簽署《重型燃氣輪機技術合作協定》和《戰略夥
伴關係框架協議》。雙方將在重型燃機合作的基礎上，發揮各自產業優勢，進一步

加強戰略對接，聚焦低碳清潔發展，在氫能發展和綜合利用、可再生能源關鍵技術
聯合研發和應用、低碳和零碳智慧能源示範、火電機組新技術研發和應用、協力廠
商市場合作等領域開展全方位戰略合作，推動清潔能源轉型，加速去碳化進程，為
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綠色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隨後，錢智民與凱颯共同參加兩國總理同中德經濟顧問委員會座談會，代表中
國企業向兩國總理彙報中德企業高技術合作情況。

今年 3 月，國家電投與西門子簽署《重型燃氣輪機技術合作協定》和《戰略夥
伴關係框架協議》。雙方將在重型燃機合作的基礎上，發揮各自產業優勢，進一步
加強戰略對接，聚焦低碳清潔發展，在氫能發展和綜合利用、可再生能源關鍵技術
聯合研發和應用、低碳和零碳智慧能源示範、火電機組新技術研發和應用、協力廠
商市場合作等領域開展全方位戰略合作，推動清潔能源轉型，加速去碳化進程，為
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綠色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西門子公司發佈的消息稱，雙方基於今年 3 月簽署的戰略夥伴關係框架協定（框架
協定）簽署該諒解備忘錄，將既有戰略合作進一步拓展至綠色氫能和 Power-to-X
（以清潔能源為主體的能源轉化）領域。雙方也將共同建設中德綠色氫能科技創新
示範專案，並以該專案為依託探討建設驗證中心並制定氫能相關標準。
四年前由原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與國家核電技術公司重組組建的國家電投，同時
擁有火電、水電、核電、太陽能發電、風電資產，是五大發電央企中首個清潔能源
裝機占比超過 50%的企業。這種發電結構決定了其在制氫路線上的側重點一——以

可再生能源制氫、解決棄風棄光。在應用環節，氫燃料電池是實現車輛使用階段
“零排放”、全生命週期“低排放”的重要技術方案，已成為各大能源央企近年來
攻關的“新寵”。
2017 年 4 月，國家電投科學技術研究院與清華大學汽車工程系簽署“北京 2022 冬
奧氫能交通”合作意向書，雙方將在在氫能與燃料電池產業達成全產業鏈戰略合
作。清華大學汽車工程系在該領域積累深厚，自 2001 年就開始了氫能燃料電池商
用車的研發。緊接著，是年 5 月，國家電投中央研究院控股、北京市未來科技城產
業發展公司參股的氫能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成立，承擔以氫燃料電池為核心的氫能關
鍵技術開發與產業化任務。
同年 9 月，國家電投與騰華氫能、博石資產簽訂協定，共同投資 10 億元用於氫能
產業投資基金，主要投資方向為氫能產業鏈創新企業，電能轉換、轉化及應用技
術，清潔能源領域科研成果的產業化。10 月，國家電投科學技術研究院與遼寧省
朝陽市舉行氫能源產業基地建設專案簽約儀式，氫能源產業基地專案一期總投資
11.3 億元，主要建設風電制氫應用示範及產業化項目、天然氣摻氫應用推廣示範項
目、氫能交通和分散式供能示範及產業化項目。

2018 年，利用上述工藝流程的全球首個兆瓦級別電解水制氫工廠已在德國實現盈
利：工廠內安裝了三台西門子質子交換膜電解器，最大功率達 6 兆瓦。該項目中，
園區內風機產生的電一部分被直接送入電網，另一部分則用於電解水制氫。得到的
清潔氫氣一部分注入當地輸氣管網，和管道內的天然氣混合供用戶使用，一部分會
被運送至周邊化工企業，還有一部分則會供給當地加氫站供氫燃料電池公車等車輛
使用。

Japan Hydrogen Plan

TOKYO >>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2020 Tokyo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is
planning to use the next-generation energy of hydrogen fuel to light the flames of the
cauldrons and torch relay. If realized, the 2020 Games would be the first Olympics to use the
alternative energy source for this purpose.
Hydrogen produced at a state-of-the-art plant under construction in Fukushima Prefecture,
which was devastated by the 2011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and tsunami, will be used, the
sources said. The Athletes’ Village also will use hydrogen fuel as a power source.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intends to showcase Japan’s advanced technology with hydrogen
and reconstruction as themes during the event.
According to sources connected to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is discussing
using the hydrogen fuel for the torch at the start of the relay in Fukushima Prefecture.

Hydrogen fuel will also be used as the final torchbearer lights the cauldron at the new national
stadium in Tokyo, another cauldron in the Daiba area of Tokyo and to light the Olympic flame
during the Games after the opening ceremony.
The Tokyo organizing committee is also considering hydrogen fuel for the ceremonial torch
lighting in Greece.
As hydrogen fuel does not emit carbon dioxide at the time of combustion and is a seemingly
inexhaustible energy source on Earth, it is called the “ultimate clean energy.” Easier to
transport and store compared to electricity, it is expected to be a new energy source for Japan,.
The flame from burning hydrogen fuel is colorless, but with additive agents, various hues can
be created, such as red, purple and green.
A senior official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said that a torch displaying various colors
“would expand the theatrical effect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torch relay.”
By using hydrogen fuel from Fukushima Prefecture, the committee intends to spread the news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about the region’s recovery since the 2011 disaster.
Additionally, the Tokyo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plans to use hydrogen fuel cells to cover
part of the electricity needs for accommodations in the Athletes’ Village in Chuo Ward,
Tokyo, the sources said.
A senior official of the Tokyo government said, “We want to make the Athletes’ Village a
showcase for a next-generation ‘hydrogen town.’”

Basic Hydrogen Strategy (key points)
3. Basic strategy for realizing a hydrogen-based society (ii)
(4) Hydrogen use in power generation
 Like natural gas power generation, hydrogen power generation can play a
major role as a regulated power supply and backup power source
required for expanding renewable energy.
 Hydrogen power generation is useful in terms of ensuring stable and largescale use of hydrogen, bringing stability and economy to the market.
 Japan seeks to commercialize hydrogen power generation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hydrogen supply chains and cut the unit hydrogen power
generation cost to 17 yen/kWh around 2030. Japan’s annual hydrogen
procurement may have to reach around 300,000 tons (amounting to 1
GW in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In the future, Japan will attempt to make hydrogen power generation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values as cost competitive as LNG power
generation. To this end, Japan’s annual hydrogen procurement may have
to be 5-10 million tons (amounting to 15-30 GW in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hydrogen power generation, Japan must improv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hydrogen power generation and the assessment of
its environmental value while monitoring discussions on other
institutional designs.
 CO2-free methane and ammonia can be used directly. Japan will attempt
to mix ammonia with coal at coal power plants by around 2020.

(5) Hydrogen use in mobility
 Japan aim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FCVs in Japan to
40,000 units by 2020, to 200,000 units by 2025 and to
800,000 units by 2030. Japan also aim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hydrogen stations in Japan to 160 by FY2020
and to 320 by FY2025 and make hydrogen stations
independent b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20s.
 To this end, Japan will promote regulatory reform,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joint, strategic
hydrogen station development by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o secure the optimum locations for hydrogen stations,
Japan will attempt to develop renewable-based hydrogen
stations in conjunction with commercial hydrogen station
development.
 Japan aim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FC buses in Japan to
around 100 by FY2020 and to around 1,200 by FY2030.
 Japan aim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FC forklifts in Japan
to around 500 by FY2020 and to around 10,000 by FY2030.
 Japan
also
aims
for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FC trucks.

development

and

 Japan will promote fuel cells for small 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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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Hydrogen Strategy (key points)
3. Basic strategy for realizing a hydrogen-based society (iii)
(6) Potential hydrogen use in industrial processes and heat
utilization

(7) Utilizing fuel cell technologies
 As for Ene-Farms, Japan will seek to lower the price to 800,000 yen for
a standard polymer electrolyte fuel cell (PEFC) and to 1 million yen for
a standard solid-oxide fuel cell (SOFC) by FY2020 to secure their later
autonomous diffusion.
 Japan will explore markets for apartment buildings, cold regions, and
Europe and other regions with high heat demand.
 From 2030, Japan will attempt to diffuse pure hydrogen fuel cell cogeneration systems using CO2-free hydrogen.

 CO2-free hydrogen can (a) be used as fuel for energy areas
where electrification is difficult, and (b) replace industrial-use
hydrogen from fossil fuels, contributing to cutting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future, Japan will attempt to use CO2-free hydrogen for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industry sector.

(8) Utilizing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9)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standardization, etc.)

 With an eye on 2050,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for highly efficient water electrolysis for hydrogen
production as well as low-cost, highly efficient energy carriers
and highly reliable, low-cost fuel cells.
 Relevant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will seamlessly implement
individual projects.

 Japan will lead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frameworks. Japan will promot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with relevant organizations.

(10) Promoting citizen’s understanding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afety of hydroge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ydrogen use is shared among citizens. To this e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adequately provide information in coopera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 sector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proactively exploit “the conference on local governments’ cooperation in diffusing and promoting FCVs” and regional
councils to share informa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s and facilitate information sharing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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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Vien shum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感到憂慮，極
度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監管不足，恐對鄰近他區帶來災難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前車可鑑，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避免斷電風險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保障港人利益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方為環保之道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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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Vienna Chan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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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Vincy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政府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是否符合環保守則，如不符合，環境禍害會
影響其他地區。
二、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只是有限，並不是完全沒有，當局應積極研究。
四、為了環保，當局應積極推動節能，減少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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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Wai Chun Yip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成疑，恐把禍害轉嫁其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應保持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存疑，更擔心安全問
題。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1

E216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 下午 2:34

收件者:
主旨:

comments@susdev.org.hk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仔細閱讀了「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諮詢文件, 認為大部分建議可取, 惟對建議透過更緊密
的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國內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有所保留，
本人認為政府更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本人建議如下：
一、成本昂貴
根據過往事例，往往香港向國內購買的資源，都比市價貴。香港政府的議價能力無法給予公眾信
心，恐浪費納稅人的錢。
二、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從國內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檔當中亦提到「香
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另亦可強制要求新建的大廈必需包含節約能源
的設備，以減少能源消耗。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Regards,
Wan Yuk Yee Y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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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本人就咨詢文件中提到向中國買電表示強列反對，反而應反思如何在本地發展可再生能源。
除此之外，文中提到核能，此第一絕非再生能源，第二比起達到"數字性"目標的減碳，其長遠對環
境，人文的危害與潛在危機，比起一般能源大無數倍。
所以，本人強列反對 1. 向中國買電，2. 及考慮核能作為供電的方向。
市民
Water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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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ir/ Madam,
I strongly object to the idea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proposed under the Public Engagement Document because:
1) Hong Kong has always been able to supply its own electricity. In past decades, we never have a issue about
this at all. We don’t see any legitimate reason to buy energy from mainland China. As most people from various
sectors have raised their concerns, this so-called cooperation is very clearly a political move and a surrender, or a
large discount, of Hong Kong Electric’s and CLP’s autonomy.
2) Nuclear energy is unsafe. One accident on its own is disastrous. According to many scientists, there are other
and much safer alternatives such as natural gas and solar power.
3) The government allowed too short time frame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and most people only know about this
proposal through very indirect means. The Government MUST educate about this proposal through Facebook, TV
advertisements, MTR advertisements, buses advertisements for a long enough period of time, say, 2 months,
before public are well aware of such big move. After that, public should be allowed enough time like 4-6 months
to raise it concerns and possible objections. This time HK Government obviously failed to do it, and thus had
ignored HK general public’s interests.
Please drop this proposal immediately, or else the social unrest might escalate if public see that HK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do such a sneaky and political unnecessary business move.
Thank you,
Wendy Fung
A concerned HK cit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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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ir/madam,
I am writing to express my concern on how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 up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o make Hong
Kong a more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city and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From my day to day observation, I
can see Hong Kong is fall behind in taking action and drawing public awareness in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As a leading body of Hong Kong, I would suggest the government to take proactive action, draw public attention,
and be an influential leader in below:
- limiting global temperature to 1.5c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
- developing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and unlocking new job opportunity
- enforcing new building stricter rules to be energy efficiency
- introducing mandatory solar panel in Hong Kong
I hope to see Hong Kong to be a world recognise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city in future and your steps are
crucial in making it happen.
Best regards,
Wing Yu Ip (Bi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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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Winnie Chan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政府希望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要求存疑，恐把禍害轉嫁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太高，應減用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權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
五. 透過電力需求管理，減少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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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Winnie Yee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極可能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
移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核電的問
題在世界各地也引起大量的爭議, 因此文件提出的政策實在是缺乏世界視野, 無視各個社會對核電安
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懇請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不要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原則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對香港的展遠發展尤其重要。
文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 實在
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大情度上限制政府在
能源上的選擇。政府應盡快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讓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
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共同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大眾，節能減排，以符合
《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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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Winnie Yu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現希望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
區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
《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1

E223
寄件者:
寄件日期:
收件者:
主旨:

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 下午 8:50
comments@susdev.org.hk
[SPAM] é•·é æ¸›ç¢³ç–ç•¥å…¬çœ¾å ƒèˆ‡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Wong Cheong Shiu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三、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四、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1

E224
寄件者:
寄件日期:
收件者:
主旨:

2019年9月19日星期四 下午 12:41
comments@susdev.org.hk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Wong chun long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政府希望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本人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
原因如下：
一、大陸電網環保存疑
香港對大陸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大陸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
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甚至可能成為大陸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的幫凶。
二、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此點存疑。本地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
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
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市民
Wong chun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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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就長遠減碳，本人有以下意見：
1. 減排目標過低，應重新調整向各先進城市看齊
現時政府訂定的目標在2030年把碳強度由2005年的水平降低65% 至70%，以及人均碳排放減少至3.3至3.8公噸，絕對
減幅為26-36%。然而，這個目標跟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在2018年10月發出的特別報告，強調必須將
氣溫上升幅度維持在工業革命前水平的攝氏1.5度以內才可減緩全球暖化所帶來的災害。政府應重訂2030年將碳強度減
少65%~70%的減排目標，調至2030年將絕對碳排量減少50%，制訂具體而進取使用可再生能源佔總發電量比例的目
標。除了開源，亦要節流，減少全港的用電量，改善建築更換節能電器以增加能源效益。而計算人均碳排放時不應只以
生產為基準(production-based emission per capita)，更應以消費為基準（consumption-based)，包括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這樣才是對全球減排作出貢獻。
2. 資料不全，應從根本研究出發
香港沒有一個詳盡而透明的溫室氣體排放資料庫，研究者沒有掌握到各種環境、能源與不同產業的社會經濟、排放系數
和參數等，無法估計各種行業的排放量。現在的主要分類為電力、運輸、廢物及其他，籠統的講減排就會忽略了各行業
如金融業、酒店業、運輸業、建築業等對的需求，令排碳政策變得不切實際。政府應收集各行業和區域發電能源資料，
作出整合計算和定期公布有關數字，以制訂適切政策。另外，政府提出「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
比例」建議，輸入中國大陸的可再生能源。但現在香港從大亞灣核電廠的電有專線輸入，未來要從中國大陸購電又要確
保是可再生能源，則需要一個高透明度的供電網絡，是否可以合作仍是言之尚早。
3. 建議有欠進取，應訂立氣候變遷法
整份文件建議多為一些個人或企業的行為，欠缺法制基礎和整全政策。訂立氣候變遷法作為長期發展規劃的依據，使之
成為其他相關法例的規範，設立跨部門工作小組針對如水、土地資源運用、能源供給、公共健康及衛生、生物多樣性、
防災設施等不同範疇制定綜合政策。參考如台灣的《電業法》修訂，確保可再生能源先行，提供穩定電力穩定供應之
餘，又有多元供給、公平使用、自由選擇。在運輸方面，除制止私家車數目高速增長，也可由規劃著手，在各區劃出行
人和單車專用區域。
4. 缺乏社區支援，應協助基層市民應對氣候變化
面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基層弱勢人士更加脆弱而難以適應，除了行業和個人的層面減碳，亦應制訂專門社區應
對策略及增撥資源。財務方面應研究徵收累進「碳稅」，除可協助香港全面轉型為零碳智慧城市，稅收可協助相對其他
階層更加脆弱的貧窮和弱勢人士應對氣候變化。
5. 研究以「再生農耕」儲碳
國際有研究指，對土壤友善的耕作方式可有效將碳儲存在泥土中，甚至是植物和泥土本身已能儲碳（reference之一：
明報報導環球熱話：關鍵在吸碳非製氧 專家：亞馬遜製20%氧氣有誤 - 20190906 - 國際），因此不必要的過多開發，
會令碳被釋放，變相加劇全球暖化。現時香港並沒有對友善耕作有利的農業政策，各部門對「先破壞後發展」（先破壞
土地質素如倒泥，再申請改劃土地用途）執法力度不足，罰則亦不能阻嚇地產商，導致香港的綠化地日漸被開發，對減
少碳排放不利。因此政府應重視耕作，研究並實行全民儲碳，如在公園、路旁花叢等地進行「再生農耕」
(https://www.ecomushrooms.org/soilhealth/%E5%86%8D%E7%94%9F%E8%BE%B2%E8%80%95%E6%98%AF%E4%BB%80%E9%BA%BC/)，推動全
民對農業重要性的意識。

市民
Wong In Ping
2019-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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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ir,
I am writing to strongly object to the idea of buying nuclear power from mainland China. As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 and quoted as below, it seem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suggesting this
as a means for our power supply to help in long term decarbonisation.


At present, CLP imports power from the Guangzhou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 through the nondedicated Guangdong transmission system and from the Daya Bay Nuclear Power Station (DBNPS)
through dedicated transmission lines with decoupling arrangement in place.



Both transmission systems have been reliable in the past but the dedicated transmission lines with decoupling
arrangement offers additional reliability. The DBNPS is directly connected so its output can be directly
delivered to the CLP’s system. In case the Guangdong grid becomes unstable, CLP can implement a
decoupling arrangement to disconnect its power system from the Mainland to avoid being affected. Moreover,
when CLP’s system is disconnected from the Guangdong grid, the generating units at the DBNPS can be
retained in CLP’s system through the dedicated lines to maintain the supply of electricity from the DBNPS to
Hong Kong.

First of all, I am strongly against the idea of nuclear power, especially after the 311 incident in
Japan. Even with a country like Japan which has a good record and credibility of its reliability,
technology and concern about the well being of its citizens, it still cannot avoid accidents that may
cause nuclear leakage. While some countries are reflecting on the risk especially after the Russia
and Japan incidents, to try reducing its application, China and HK are moving on? I absolutely
don't believe that China with all its poor record and least concern of human lives and environment
can guarantee for the safety in using nuclear power. It is not solely a risk and responsibility of
China. If we buy that, we are encouraging that and being responsible if accident happens. In fact,
Daya Bay is too close to Hong Kong and any nuclear accident means exposing our 7 million
people to that radiation as well. Those in authority, the wealthy businessman, etc., who are
benefiting most from the increasing supply of power are the ones affordable to abandon the
radiated place and go somewhere while most of us who don't actually use much power will be the
ones left behind to suffer from that selfish decision.
Secondly, I think this is just a lazy decision. The HK government is depending too much on
mainland China. It is not an easy job, of course, to face the problem of trying to reduce the use of
coal for power supply. However, has it tried all means and is it ready to research on more? I am
sure there are experts in developing the use of sustainable power like solar and wind
energy.There are still many places that solar panes can be installed or there are means of
converting heat energy or mechanical power from our daily exercises and natural movements to
electrical power.
The best way to lower carbonisation is not to supply more but to reduce the dem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think of means to reduce energy usage and not finding an easy way (to buy
from China) to encourage the usage of more. Big companies, luxurious mansions, wealthy people
are the ones who spend without caring for the cost, a cost paid by all. If we can't afford so much,
should we spend less? Should government think more in how to reduce the use than just finding
an easy and relatively cheaper (compared with natural gas) way to encourage more power usage.
1

Our Chief Executive is so proud of her ability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so why not take the
challenge of not buying any nuclear power .
Thirdly, HK government should stop relying everything on mainland China. If our power supply is
in its hands, those hands will extend longer and further to control us. It is one nation, two systems.
Most Hong Kong people have believed and would like to keep believing there are really two
systems. Power usage is not a national issue. We want our own control and hence I strongly
disagree opening the door to invite for more control through reliance on mainland China's power
supply.
By taking the time to write, I hope my opinion is being considered genuinely and not regarded as
just a voice to go against the government.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Yours sincerely,
Wong Lai Fan
H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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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wong shui kan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
二、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懷疑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
三、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考慮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四、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2019/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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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Wong Yin Ling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香港早已承諾向大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
其比例。此舉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
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文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
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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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ＸＸＸ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出意見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陳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計劃透過更緊密
的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國內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非常反對，
並強烈建議政府應該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並以多角度思維，原因是：
一、供電源頭缺乏透明度，環保效益存疑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但對於這供電源頭完全沒有監察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
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原意，難以落實，反把
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對保護環境的責任放任不管。
二、核電風險高，長遠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即可再生能源及核電」
。香港的部份電
力來自中電持股的大亞灣核電廠，合約期至 2034 年，之後極有可能會繼續輸入，甚至提高核
電量。此舉實在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作為管理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
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避免依賴隣近地區
政府認為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有限，把從內地買電視為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積極發展本地能源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顯示「香
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所以向內地買電的供電情況並不可靠。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該認真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
行發電並為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長久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
社會大眾在能源上的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
應的環保電力。這也是全球的大趨勢。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
牌不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
採用「累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豁免醫院等公共設
施，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國內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
及社區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
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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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September 20, 2019 8:57 AM
comments@susdev.org.hk
Public Engagement on Long-term Decarbonisation Strategy

To whom it may concern,
I object to the idea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proposed under the Public Engagement Document due to the
following reasons:
1)Hong Kong has always been able to supply its own electricity. This so-called cooperation is clearly a political
move and a surrender, or a large discount, of Hong Kong Electric’s and CLP’s autonomy.
2)Nuclear energy is unsafe. There are other and much safer alternatives such as natural gas and solar power.

Thank you.
Best Regards
Yandy Yuen, a concerned cit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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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Yip Shuk Yan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中國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1. 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應發展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不應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本地
應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提到「香港能否
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
2.應該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人人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限制廣告招牌不得在日間開啟、加
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退制」， 變相鼓勵
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
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等等。
3.供電源頭環保令人擔心，有可能將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香港直接由中國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也無法確保其電
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
嫁到其他地區。
4. 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中也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
向大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
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本人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中國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
港及社區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各界，人人節能減排，及以符合
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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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Yuki SI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
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可能把
環境禍害轉嫁到內地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自日本 311 事件後, 社會一直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大眾希望政府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
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
本地其實在可再生能源仍有發展空間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安裝再生能源設備，為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
主」。
五、減少電力需求，節約能源
政府應大力推動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得在日間開啟等等。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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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yung hei mun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透過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
再生能源)，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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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Yvonne Wu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全面減用核電，不再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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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Zemiu Ng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原因如下：
一、本港已有既穩定，又清潔的能源來源
本港中華電力多年來都能提供足夠及穩定的電力，並致力改善減排設施，成效亦顯著。
二、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三、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的部份電力來
自中電持股的大亞灣核電廠，合約期至 2034 年，並有可能在之後繼續輸入，甚至提高核電量。此舉
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四、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五、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六、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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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susdev.org.hk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
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
本人反對原因是對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
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
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另外，監於中國部份城市不時出現缺電情況，本人對從大陸購入電源供應的穏定性及成本效益存
疑。而且文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
性令人存疑。
本人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致力推動本港及社區大力發
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
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謹啟
Zoe Chan
2019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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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Zoe Ma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存疑，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
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保護環境。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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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意見
Ur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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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本人反對增加向內地購買電力，原因如下:
1) 核電安全性成疑，萬一發生重大輻射洩漏事故，將嚴重污染環境及危害人體健康，
風險極高。香港作為負責任的國際城市，不應明知核電的危害仍故意參與製造另一場
環境危機。
2) 核電比碳排放影響更深遠，以環保角度而言，不應單單為減碳而增加本就受爭議的
核電比例，否則只係為跑數而跑數，而非真正為環保。
3) 香港在電力定價處於被動狀態，即使對方開天殺價亦無法拒絕。(如東江水)
4) 在公用事業上過度倚賴境外供應，令香港的自主性減低。
5) 內地本身對電力需求都很大，亦經常停電，穩定度遠遠低於香港要求，供電的可靠
性成疑。
6) 現在中電同港燈都計劃增加天然氣比例，另外亦有不同計劃增加可再生能源比例，
例如太陽能發電場、浮動太陽能板發電系統、水力發電站、污泥焚化、綜合廢物管理
設施焚化發電、上網電價計劃等等。政府應積極發展及擴大上述項目，增加可再生能
源比例，令香港供電能夠自給自足。
一名香港市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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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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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本人有以下意見。
本人反對增加向內地購買電力，原因如下:
-核電安全性成疑，萬一發生重大輻射洩漏事故，將嚴重污染環境及危害人體健康，風
險極高。香港作為負責任的國際城市，不應明知核電的危害仍故意參與製造另一場環
境危機。
-內地經常停電，供電的可靠性成疑。
-電力價格將由內地決定。即使價格高昂，但由於本港對內地電力供應的依賴，香港政
府只能無奈接受 ，不能反對 (以東江水為例)。
一名香港市民上

E240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 上午 12:43

收件者:
主旨:

comments@susdev.org.hk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
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中國內地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
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我們對內地發電公司沒有任何監察權、約束力和決策權，其實亦無第三方有公信力的監管機構
能夠去監督/查證內地的發電是否真正符合環保守則。何況中國現時是世界碳排放量最高的國家，我完全看不出有什麼
理由香港還要去增加中國的碳排放負擔。
二、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2050年「估計約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亞灣買核電到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2034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明明 2011 年日本發生 311 大地震之後所引發
的核安全問題到現在都沒有解決方法，在八年的時間中反對核電、停止使用核電的聲音越來越多，對核電安全質疑的我
實在不希望香港反此舉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應推動社區或家區自主發電
政府應研究推動自主再生能源發電技術支援計劃，令合適的各界能自行發電，從而減少對現時兩電供電的需求。
四、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得在日間開啟、加強
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
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五、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地其實仍有發展空
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
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希望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正視從內地購入電力可能會帶來的憂慮和不確定因素，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大力發
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
標。
一名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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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 反對以「 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零碳能源的比例

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
在這次「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中，當局建議以「 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零碳
能源的比例，並提出可能會向中國購買零排放電力。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原因如
下：
一、本港電力穩定性達 99.9%以上，比中國內地電商如中國南方電網為高。若向中國內
地購買電力（不論是零排放核電或是直接向中國南方電網買電），有機會會帶來電力不
穩的問題，從而影響本港金融、航運、交通、以至市民日常生活。而香港作為金融中
心，倘若出現供電不穩的問題，定必會為香港帶來重大損失。
二、連接內地電網或許需要建設新的發電及輸電設備，買電的成本會因此而增加，加重
市民負擔。而且香港政府/本地電商/市民能否對買電的價格有足夠的議價能力亦是未知之
數。從成本和價格而言，直接向內地買電的做法並不明智。
------------------------------------------------------------------------對於如何能實踐可持續發展，本人有以下意見：
一、香港應以本地發電為主，既可確保電力穩定，也方便政府監管。政府可遵照 2014
年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及可再生能源比例，例如在水塘上建設
太陽能板，從而達到減排效果。
二、不建議再增加核能的比例，因有洩露幅射的危險，對人體和環境造成極大危害。核
電比碳排放影響更深遠，從環保角度而言，不應單單為減碳而增加一直受爭議的核電比
例，否則只是為跑數而跑數，而非真正為環保。
三、爭取香港以地區名義，直接向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匯報減排策略。
四、避免發展郊野公園，因為郊野公園的樹木可以吸收碳排放。
五、制訂具體香港再工業化政策，為本地農業及製造業提供更多支援，減少貨物入口時
的碳排放。
六、加強廢物回收，鼓勵港商在本港設立廠房處理廢紙、塑膠、金屬、玻璃等，並提供
政策優惠，減少垃圾運送時產生的碳排放。
一名香港市民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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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提出以下意見：
一、文件資料不全，應從根本研究出發
香港沒有一個詳盡而透明的溫室氣體排放資料庫，研究者沒有掌握到各種環境、能源與不同產業的
社會經濟、排放系數和參數等，無法估計各種行業的排放量。現在的主要分類為電力、運輸、廢物
及其他，籠統的講減排就會忽略了各行業如金融業、酒店業、運輸業、建築業等對的需求，令排碳
政策變得不切實際。例如每個機構、公司是否把單位的冷氣調到 24 至 26 度就能減碳？這樣的減碳
幅度夠大嗎？對酒店業來說是否足夠？會否對一些特別的行業有專屬指引？政府應收集各行業和區
域發電能源資料，作出整合計算和定期公布有關數字，以制訂適切政策。
另外，政府提出「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建議，輸入中國大陸的可再
生能源。但現在香港從大亞灣核電廠的電有專線輸入，未來要從中國大陸購電又要確保是可再生能
源，則需要一個高透明度的供電網絡。今年年中武漢建焚化爐發電廠亦引起對附近村民的武力鎮
壓，證明大陸的供電源頭除了不能確定是否環保，亦有可能對附近地區造成極大人身傷害，故此是
否可以跟大陸合作仍是言之尚早。
二、建議有欠進取，應訂立氣候變遷法
整份文件建議多為一些個人或企業的行為，欠缺法制基礎和整全政策。訂立氣候變遷法作為長期發
展規劃的依據，使之成為其他相關法例的規範，設立跨部門工作小組針對如水、土地資源運用、能
源供給、公共健康及衛生、生物多樣性、防災設施等不同範疇制定綜合政策。參考如台灣的《電業
法》修訂，確保可再生能源先行，提供穩定電力穩定供應之餘，又有多元供給、公平使用、自由選
擇。在運輸方面，除制止私家車數目高速增長，也可由規劃著手，在各區劃出行人和單車專用區
域。
三、減排目標過低，應重新調整向各先進城市看齊
現時政府訂定的目標在 2030 年把碳強度由 2005 年的水平降低 65% 至 70%，以及人均碳排放減少至
3.3 至 3.8 公噸，絕對減幅為 26-36%。然而，這個目標跟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在
2018 年 10 月發出的特別報告，強調必須將氣溫上升幅度維持在工業革命前水平的攝氏 1.5 度以內才
可減緩全球暖化所帶來的災害。政府應重訂 2030 年將碳強度減少 65%~70%的減排目標，調至 2030
年將絕對碳排量減少 50%，制訂具體而進取使用可再生能源佔總發電量比例的目標。除了開源，亦
要節流，減少全港的用電量，改善建築更換節能電器以增加能源效益。而計算人均碳排放時不應只
以生產為基準(production-based emission per capita)，更應以消費為基準（consumption-based)，包括
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這樣才是對全球減排作出貢獻。
四、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的部份電力
來自中電持股的大亞灣核電廠，合約期至 2034 年，並有可能在之後繼續輸入，甚至提高核電量。但
全世界一再發生核洩漏事故，嚴重影響周邊地區的生態，政府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
風險，實在不負責任。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1

五、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此
說缺乏研究及理據支持，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未做好自己的本
份，郤不斷向外求助，實在不是一個負責任及有遠見的政府應有的行為。政府應加強跨部門合作，
重新審視香港的樹木政策、環保政策，鞏固本地的能源自主能力。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積極考慮訂立氣候變遷法、重新
審視減碳目標、減用危險的核電，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一名香港市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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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M]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提出以下意見：
一、文件資料不全，應從根本研究出發
香港沒有一個詳盡而透明的溫室氣體排放資料庫，研究者沒有掌握到各種環境、能源與不同產業的
社會經濟、排放系數和參數等，無法估計各種行業的排放量。現在的主要分類為電力、運輸、廢物
及其他，籠統的講減排就會忽略了各行業如金融業、酒店業、運輸業、建築業等對的需求，令排碳
政策變得不切實際。例如每個機構、公司是否把單位的冷氣調到 24 至 26 度就能減碳？這樣的減碳
幅度夠大嗎？對酒店業來說是否足夠？會否對一些特別的行業有專屬指引？政府應收集各行業和區
域發電能源資料，作出整合計算和定期公布有關數字，以制訂適切政策。
另外，政府提出「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建議，輸入中國大陸的可再
生能源。但現在香港從大亞灣核電廠的電有專線輸入，未來要從中國大陸購電又要確保是可再生能
源，則需要一個高透明度的供電網絡。今年年中武漢建焚化爐發電廠亦引起對附近村民的武力鎮
壓，證明大陸的供電源頭除了不能確定是否環保，亦有可能對附近地區造成極大人身傷害，故此是
否可以跟大陸合作仍是言之尚早。
二、建議有欠進取，應訂立氣候變遷法
整份文件建議多為一些個人或企業的行為，欠缺法制基礎和整全政策。訂立氣候變遷法作為長期發
展規劃的依據，使之成為其他相關法例的規範，設立跨部門工作小組針對如水、土地資源運用、能
源供給、公共健康及衛生、生物多樣性、防災設施等不同範疇制定綜合政策。參考如台灣的《電業
法》修訂，確保可再生能源先行，提供穩定電力穩定供應之餘，又有多元供給、公平使用、自由選
擇。在運輸方面，除制止私家車數目高速增長，也可由規劃著手，在各區劃出行人和單車專用區
域。
三、減排目標過低，應重新調整向各先進城市看齊
現時政府訂定的目標在 2030 年把碳強度由 2005 年的水平降低 65% 至 70%，以及人均碳排放減少至
3.3 至 3.8 公噸，絕對減幅為 26-36%。然而，這個目標跟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在
2018 年 10 月發出的特別報告，強調必須將氣溫上升幅度維持在工業革命前水平的攝氏 1.5 度以內才
可減緩全球暖化所帶來的災害。政府應重訂 2030 年將碳強度減少 65%~70%的減排目標，調至 2030
年將絕對碳排量減少 50%，制訂具體而進取使用可再生能源佔總發電量比例的目標。除了開源，亦
要節流，減少全港的用電量，改善建築更換節能電器以增加能源效益。而計算人均碳排放時不應只
以生產為基準(production-based emission per capita)，更應以消費為基準（consumption-based)，包括
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這樣才是對全球減排作出貢獻。
四、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的部份電力
來自中電持股的大亞灣核電廠，合約期至 2034 年，並有可能在之後繼續輸入，甚至提高核電量。但
全世界一再發生核洩漏事故，嚴重影響周邊地區的生態，政府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
風險，實在不負責任。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1

五、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此
說缺乏研究及理據支持，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未做好自己的本
份，郤不斷向外求助，實在不是一個負責任及有遠見的政府應有的行為。政府應加強跨部門合作，
重新審視香港的樹木政策、環保政策，鞏固本地的能源自主能力。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積極考慮訂立氣候變遷法、重新
審視減碳目標、減用危險的核電，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一名香港市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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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於香港長遠減碳策略諮詢文件之意見

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以下為本人對其諮詢報告之意見：
一：文件資訊之不足
諮詢文件可謂沒有明確的措施和方法以減少碳排放，過於側重抽象的方向和陳腔濫調之個人環保方法。這些
無謂的環保教條其實並不適合於公眾諮詢文件中作如此長篇大論之覆述，文件應多解說取代化石燃料之可再
生能源如何在香港實踐、區域性供電之方針、政府對區域性供電運行之管制。不要只講目標，不談實踐方法
之實際方法及其管制。
二：反對意見表上以捆綁式之方法作問題三之內容（實踐低碳生活、提升能源效益，以及透過更緊密的區域
合作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等），企圖迫使收訪者要共同支持所有建議，包括受爭議之區域性供
電。
三：反對沒有提出區域性供電之監管、實際運作方式或其限制下諮詢公眾
祝
工作順利
一名香港市民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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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對「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詻詢表達意見

致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
於「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中，當局建議以「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向中國購買零
排放電力，然而縱觀本港供電的歷史，本港電力穩定度遠高於中國南方電網，本人擔心
向中國買電會帶來電力不穩，影響本港交通、 金融、航運，以至市民的日常生活。
此外，《巴黎協定》有提及，為一些面積小、欠缺天然資源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SIDS) 如新加坡、斐濟等，可因應它們的特殊情況，制訂關於溫室
氣體低排放發展的策略。
由於香港地少人多，局限了可再生能源發展，同時缺乏天然資源，可選擇的減排策略有
限，與其他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情況可謂十分相近，並面臨同樣的挑戰。
就此，本人有以下意見：
一： 聯網供電會損害供電穩定，故此本人反對透過採取更緊密的區域合作進一步向中國
買電，香港應以本地發電為主，確保電力穩定；
二： 遵照 2014 年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及可再生能源比例，並儘
早開始相關建設項目，代替區域聯網；
三： 爭取香港以地區名義，直接向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 匯報減排策略；
四： 爭取以發展中國家/地區(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名義，因應香港的情況，以更
彈性的方式履行《巴黎協定》；
五： 放緩人口增長，收緊移民政策，減低整體耗電量；
六： 制訂具體香港再工業化政策，加強本港農業及回收業的支援，減少貨物入口時的碳
排放。
恭請
政安
一名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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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之文件書有以下意見:

。
要有效逹致長遠減碳，重點在於減少能源消耗之源頭 。一直以來，政府雖有宣傳如何減碳，卻一直未見成效。而

且在制定長遠政策方面，往往忽略能源消耗增加的問題。例如，政府致力推行城市數碼化，引入智
慧型燈柱，卻忽視背後對電網增加負擔的問題。社會看似在進步，生態環境卻是面臨倒退。正如文
件中提到，氣候變化對全球的影響不容忽視，氣候變化所引起的極端氣象往往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
甚至人命傷亡。因此，當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應評估長遠可能引伸的能源消耗，確保香港有能
力承擔所需的能源條件才推行政策。不應為急於推進經濟而令香港陷入能源短缺危機，需要額外支
出應付，變相增加項目成本。
其中對於建議書中提到向內地購入電力，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首先，世界多個地區發生核事
故，全球也理解到核電並非長遠之策。因此，內地本身亦應積極考慮取締核電。因此，從內地購入
核電根本不能長遠解決香港能源問題。此舉只是將問題轉嫁到其他地方。
全球各國為減低碳足跡 ，正積極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本港亦應該積極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不但可解決本地問

題，更能為香港科研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總括而言，本人認為香港本土的問題應積極自我尋求辦法解決，這樣才對香港長遠發展有利。而且
可再生能源技術將為世界廣泛之需求，開發有關技術對日後之發展無往而不利，可為香港帶來正面
作用。因此本人認為政府應更積極於本地發展及減少消耗源頭，以取締向外購電為策略。
一名香港市民 啟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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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susdev.org.hk
反對向中國買電

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中，當局建議以「 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向中國購買零排放電力，然
而本港電力穩定度遠高於中國南方電網，擔心向中國買電會帶來電力不穩，影響本港金融、航運、
交通、以至市民日常生活。
此外，《巴黎協定》為一些面積小、欠缺天然資源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SIDS) 如新加坡、斐濟等，可因應它們特殊情況，制訂關於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的策略。
由於香港地少人多，局限可再生能源發展，亦缺乏天然資源，可選擇的減排策略有限，與其他小島
嶼發展中國家情況面臨同樣的挑戰。
就此本人有以下意見：
一. 聯網供電會損害供電穩定，故此反對進一步向中國買電，反對採取更緊密的區域合作，香港應
以本地發電為主，確保電力穩定；
二. 遵照2014年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及可再生能源比例，代替區域聯網；
三. 爭取香港以地區名義，直接向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匯報減排策略；
四. 爭取以發展中國家/地區(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名義，因應香港的情況，以更彈性的方式
履行《巴黎協定》；
五. 放緩人口增長，收緊移民政策，減低整體耗電量；
六. 制訂具體香港再工業化政策，加強本港農業及回收業的支援，減少貨物入口時的碳排放。
本人認為香港自身可以解決電力問題，不需要向中國買電，這也不是最佳方案，希望政府撤回此計
劃。
一名香港居民

從 iPhone 版的 Yahoo Mail 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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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susdev.org.hk
反對「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中的向中國購買零排放電力建議

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
得悉 貴局於「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中，建議以「 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向中國購買零排放電力，從
而減少碳排放。考慮到現時一直持之以恆和穩定的供電方法，本人堅決反對此項建議。
本港電力穩定度一直遠高於中國南方電網，若摒棄現行的本地發電，並反其行向內地買電，不知 貴局如何能
保障電力來源的穩定? 貴局必須清楚明白電力不穩所帶來的後果，可不只會影響市民日常生活，嚴重的更會
損害本港金融、航運、交通的運作。
《巴黎協定》的作用是為一些面積小、欠缺天然資源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SIDS)，如新加坡、斐濟等 ，因應它們的特殊情況， 制訂關於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的策略。
香港地少人多，不但缺乏天然資源，可再生能源發展亦十分局限。這些地理和資源上的限制，不但減少了可
選擇的減排策略，亦使香港面臨著與其他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同樣的挑戰。
就此本人有以下意見：
一. 聯網供電會損害供電穩定，故此反對進一步向中國買電和採取更緊密的區域合作。香港應以本地發電為
主，確保電力穩定；
二. 本港應遵照 2014 年「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的建議，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及可再生能源比例，以代替
區域聯網；
三. 爭取香港以地區名義，直接向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匯報減排策略；
四. 爭取以發展中國家/地區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名義，從而可因應香港的情況，以更彈性的方式履
行《巴黎協定》；
五. 收緊移民政策以放緩人口增長，藉以減低整體耗電量；
六. 制訂具體香港再工業化政策，加強本港農業及回收業的支援減少貨物入口時的碳排放。
冀 貴局能慎重顧及市民對向中國買電的疑慮，以及上述所提出的可行方法，對長遠減碳策略和方向予於重新
考慮。
一名衷心希望政府能聆聽的市民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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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1. 核電比碳排放影響更深遠，以環保角度而言，不應單單為減碳而增加本
就受爭議的核電比例，否則只係為跑數而跑數，而非真正為環保
2. 現在中電同港燈都計劃增加天然氣比例，不但正在興建新的燃氣發電機
組，堆填區焚化爐，還有計劃興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太陽能Feed-in
Tariff鼓勵發展太陽能等等，向內地購入電力實屬畫蛇添足之舉
3. 眾所周知香港的供電穩定性係全球首屈一指，兩間香港電力公司的穩定
度至少皆有99.999℅，而中國南方電網的穩定度遠遠低於香港。可靠率只
有99.96％，單是上半年每戶的平均停電時間達1.5小時，表現遠遜本港中
電及港燈全年只停電1至2分鐘。以及對供電穩定有高度需求行業如港交所
和數據中心造成影響。
難道為了環保，我們就要犧牲更多停電的風險嗎？香港停一次電的經濟
損失可以數以千萬計，我認為香港不應該冒這個風險
一名熱心香港市民及極度需要電力穩定的資訊科技人員上
2019/08/14

E250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 下午 5:58

收件者:
主旨:

comments@susdev.org.hk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1. 核電比碳排放影響更深遠，以環保角度而言，不應單單為減碳而增加本就受爭議的核電比
例，否則只係為跑數而跑數，而非真正為環保
2. 現在中電同港燈都計劃增加天然氣比例，不但正在興建新的燃氣發電機組，堆填區焚化
爐，還有計劃興建嘅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太陽能 Feed-in Tariff 鼓勵發展太陽能等等，向內地
購入電力實屬畫蛇添足之舉
3. 眾所周知香港的供電穩定性係全球首屈一指，兩間香港電力公司的穩定度至少皆有
99.999℅，而中國南方電網的穩定度遠遠低於香港。可靠率只有 99.96％，單是上半年每戶

的平均停電時間達 1.5 小時，表現遠遜本港中電及港燈全年只停電 1 至 2 分鐘。以及對

供電穩定有高度需求行業如港交所和數據中心造成影響。
難道為了環保，我們就要犧牲更多停電的風險嗎？香港停一次電的經濟損失可以數以千萬
計，我認為香港不應該冒這個風險

一名熱心香港市民及極度需要電力穩定的資訊科技人員上
2019/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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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長遠減碳策略「公眾活動」

在世界各國積極減碳以減緩氣候變化之際，政府終於在今年六月開展長遠減碳策略「公眾活動」，諮詢公眾意見，聽日
截止。當中最具爭議一項就是為了增加可再生能源而要向大陸買電，先不論大陸的電到底會可以有幾乾淨，要長遠減碳
就要幾條腿走路，我和團隊提出以下的意見：
◆減排目標過低，應重新調整向各先進城市看齊◆
現時政府訂定的目標在2030年把碳強度由2005年的水平降低65% 至70%，以及人均碳排放減少至3.3至3.8公噸，絕
對減幅為26-36%。然而，這個目標跟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在2018年10月發出的特別報告，強調必
須將氣溫上升幅度維持在工業革命前水平的攝氏1.5度以內才可減緩全球暖化所帶來的災害。政府應重訂2030年將碳
強度減少65%~70%的減排目標，調至2030年將絕對碳排量減少50%，制訂具體而進取使用可再生能源佔總發電量比例
的目標。除了開源，亦要節流，減少全港的用電量，改善建築更換節能電器以增加能源效益。而計算人均碳排放時不應
只以生產為基準(production-based emission per capita)，更應以消費為基準（consumption-based)，
包括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這樣才是對全球減排作出貢獻。
◆資料不全，應從根本研究出發◆
香港沒有一個詳盡而透明的溫室氣體排放資料庫，研究者沒有掌握到各種環境、能源與不同產業的社會經濟、排放系數
和參數等，無法估計各種行業的排放量。現在的主要分類為電力、運輸、廢物及其他，籠統的講減排就會忽略了各行業
如金融業、酒店業、運輸業、建築業等對的需求，令排碳政策變得不切實際。政府應收集各行業和區域發電能源資料，
作出整合計算和定期公布有關數字，以制訂適切政策。另外，政府提出「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
比例」建議，輸入中國大陸的可再生能源。但現在香港從大亞灣核電廠的電有專線輸入，未來要從中國大陸購電又要確
保是可再生能源，則需要一個高透明度的供電網絡，是否可以合作仍是言之尚早。
◆建議有欠進取，應訂立氣候變遷法◆
整份文件建議多為一些個人或企業的行為，欠缺法制基礎和整全政策。訂立氣候變遷法作為長期發展規劃的依據，使之
成為其他相關法例的規範，設立跨部門工作小組針對如水、土地資源運用、能源供給、公共健康及衛生、生物多樣性、
防災設施等不同範疇制定綜合政策。參考如台灣的《電業法》修訂，確保可再生能源先行，提供穩定電力穩定供應之
餘，又有多元供給、公平使用、自由選擇。在運輸方面，除制止私家車數目高速增長，也可由規劃著手，在各區劃出行
人和單車專用區域。
◆缺乏社區支援，應協助基層市民應對氣候變化◆
面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基層弱勢人士更加脆弱而難以適應，除了行業和個人的層面減碳，亦應制訂專門社區應
對策略及增撥資源。財務方面應研究徵收累進「碳稅」，除可協助香港全面轉型為零碳智慧城市，稅收可協助相對其他
階層更加脆弱的貧窮和弱勢人士應對氣候變化。
一位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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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減碳策略 - 向內地買電意見

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敬啟者：
是次公眾參與諮詢的內容涉及香港向內地買電的方案。本人對此項方案表示強烈反對，認為對香港
長遠減碳非但沒有幫助，更會影響香港的經濟發展。詳細意見如下：
1. 香港電網一直以可靠聞名，應以本地發電為主力，確保電力繼續穩定；而內地電力需求龐大，電
網一直以不穩定見稱，所以香港不應與內地聯網。
2. 減碳策略方面，應跟從 2014 年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結果，增加本地可再生能源及天然氣發電
比例，而非聯網；將減碳成本轉嫁到別的地方，這是自欺的方案，更是對全球減碳工作的不負責任
做法。
3. 就算聯網以核能發電，核電比碳排放對環境有更深遠的影響，以環保角度而言，不應單單為減碳
而增加原本就受爭議的核電比例。
4. 香港依賴東江水供應已經是一項錯誤的決策，再多一項公事業/資源由另一個區域提供，供電力價
格將由內地決定，價格提高亦不能由香港政府控制﹐更被逼無奈接受，對香港經濟及民生皆有影
響，不得不反對。
5. 減碳應由源頭做起，香港人口已達包和，放緩人口增長，如減少單程證、優才計劃等輸入人口，
方可減低整體電力消耗。
一位香港市民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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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有關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李惠珍對此表示強
烈反對，並建議政府應以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為先，原因如下：
一、對供電源頭的環保工作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若果本港直接向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缺乏約束力及完全沒有決策權，更加無法確保
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屬於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使用可再生能源本是好事一樁，種
種不確定及可疑因素恐怖將事件變壞，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2011 年日本福島核災造成的傷害至今仍歷歷在目。建議
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形容從內地買電是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地
的再生能源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
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建議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鼓勵並讓不同界別（工商業大廈、住宅樓宇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
自行發電並為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建議政府以身作則，率先在政府
公共設施及醫院等地方增建再生能源設備，向大眾傳播再生能源的效益。假若一直容許兩電壟斷，
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
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共同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一位香港市民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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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及減少對內地電源的依靠，原因如下：
核電風險高
香港的部份電力來自中電持股的大亞灣核電廠，有可能在之後繼續輸入，甚至提高核電量。此舉一
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堅守能源自主
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內地也
有巨大的電力需求。
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
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
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
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業界和市
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
社區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
《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一位香港市民謹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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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
本人反對再向中國買電，本地發電能確保電力穩定；向中國買電對於將減碳責任推卸給中
國，顯示委員會並非真心履行《巴黎協定》，沒有認真考慮本地可行的減碳方法，令香港在
國際層面上蒙羞。
一位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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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九龍東黃先生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詳述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和大陸電聯網及購入電力，有機會損害供電穩定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
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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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方儷雯，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
透過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
表示強烈不滿及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之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第一
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中講及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
諾向大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
舉再度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要積極減少使用核電，而非更依賴核電。

第二
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至其他地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來源是完全沒有任何約束力亦不會有任何決策權，無法
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為可再生能源，更不能確保其符合環保守則，這會令使用可再生
能源本末倒置，將環境禍害轉嫁到各個地區。

第三
倡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需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令各界（公共設施、大廈等）可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自
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如再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及市民在
能源上的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第四
應由電力需求管理為首要，減少能源消耗

1

政府應大力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例如：盡快為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日間開啟、加
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各方之冷氣溫度及用度等。再者，應取消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之「累
退制」， 因此制反而催使用戶逐漸使用更多不必要的電力。其實，政府亦能考慮轄免醫院等重要公
共設施之用電限制，並應加強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承擔環保責任，以節能減排為日常。

第五
應發展本地所有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認為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視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然
而，香港本地各種資源其實仍有大量發展空間，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更為極
度重要。文件當中更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故向內地買電此舉的供
電可靠性十分存疑。

祈希望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可以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性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
香港及社區各界可以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廣大市
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祝願安好

香港市民 方儷雯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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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M]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意見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對購買中國電表示強烈反對!
王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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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中，當局建議以「 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向中國購買零排放
電力，然而本港電力穩定度遠高於中國南方電網，擔心向中國買電會帶來電力不穩，影響本
港金融、航運、交通、以至市民日常生活。
此外，《巴黎協定》為一些面積小、欠缺天然資源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SIDS) 如新加坡、斐濟等，可因應它們特殊情況，制訂關於溫室氣體低排
放發展的策略。
由於香港地少人多，局限可再生能源發展，亦缺乏天然資源，可選擇的減排策略有限，與其
他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情況面臨同樣的挑戰。
就此本人有以下意見：
一. 反對向中國買電，香港應以本地發電為主，確保電力穩定；
二. 遵照2014年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及可再生能源比例，代替區域
聯網；
三. 爭取香港以地區名義，直接向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匯報減排策略；
四. 爭取以發展中國家/地區(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名義，因應香港的情況，以更彈
性的方式履行《巴黎協定》；
五. 放緩人口增長，收緊移民政策，減低整體耗電量；
六. 制訂具體香港再工業化政策，加強本港農業及回收業的支援，減少貨物入口時的碳排
放。
王先生
2019/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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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王成璐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1、核電風險極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2、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3、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4、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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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王海茵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這講
法太不負責任。香港人用電，香港人自己承擔環保責任，如何減少能源消耗，如何節省電力，發展
可再生能源，不是將零碳責任交給大灣區。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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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王舒萱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港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中國內地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反對此舉，認
為這共不能達至長遠減碳，並建議港府發展香港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
香港由中國內地電網購買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如無法確定內地能發展潔淨能源，而且供應穩定，
可應付香港的需求，港府不應急於向內地購買電力。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鄰近國
家、地區如日本、台灣，早已對核電的安全性質疑。港府應仿效其道，對核電的安全性保持警惕，
而非加重對核電的依賴。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發展可再生能源為
世界所趨，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理應好好研究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故此，長遠減碳策略
理應包含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的策略，而非單純增加向其他地區買電的比例，令香港的電力供應更
加依賴中國內地。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港府有責任在民間推動可再生能源的應用，令可再生能源在未來數年可以大規模供電，並保持穩定
的供電。例如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
電並為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
源上的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港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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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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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王靜婷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從大陸購入可
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反對，並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是否環保？如不合環保規定是否自欺欺人
香港直接向大陸購買電力，作爲供應鏈下游對大陸的供電源頭沒有發言權、約束力和決策權，亦沒
有機制確保大陸的發電過程是使用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規定。結果可能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
嫁到其他地區。
二、歷史上核發電厰事故歷歷在目，政府仍決定使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據瞭解香港已承諾
向大亞灣購買核電至 2034 年，本文件意味著 2034 年後至 2050 年會繼續買核電。此舉等於無視大衆
對核電安全的質疑及核洩漏的擔憂。作爲負責任的政府，應積極考慮其他更安全的用電方案，而非
一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
政府表示香港的可再生能源潛力有限，將從內地買電包裝成能達到《巴黎協定》目標的唯一出路。
但香港是否完全沒有發展空間？政府又是否一直以捨難取易的方式制定政策，只要自己辦事輕鬆，
采用簡單地能用錢解決的方式去處理及解決問題？而從來不打算推動香港成爲可以在能源上自給自
足的城市？香港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香港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和可靠性十分重
要。文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
人懷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應加强推廣環保、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希望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上述反對理據，並透過其他有效機制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
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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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susdev.org.hk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本人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
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
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
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的部份電力來自中電持股
的大亞灣核電廠，合約期至 2034 年，並有可能在之後繼續輸入，甚至提高核電量。此舉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
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地其實仍有發
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
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自己或社區供
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
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得在日間開
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
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
任。
希望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大力發展可再
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
標。
丘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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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史家奇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絕不同意相關建
議，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從日本 311 事件及切爾諾貝爾事件可見核電一旦洩漏，為害極大極長遠。香港早已承諾向大亞灣買
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無視社
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二、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三、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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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司徒志明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
二、核電風險高
三、堅守能源自主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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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叻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香港一直提倡再生能源提升環保概念，如果電力來源轉移到內地，怎能確保質素？怎能確保是再生
能源？因為香港及大陸的標準不一，容易令電壓/電力質素有變。
另外，澳門有 8 成電源是由珠海提供，但是一預到颱風，可以整區無電力供應，可見電力之不穩
定。如果澳門這細小的區域還存在這麼多電力問題，那麼香港的面積約是澳門的 40 倍，內地電源真
的有足夠的電提供給香港？做到電力穩定？若果停電是否有後備電源？能否先做測試確保無誤才擴
大市區，例如先安排北區供電實行 3 年，如確保穩定，再慢慢擴大範圍。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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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mments@susdev.org.hk
cc
27/08/2019 11:16 AM

bcc
Subject 反對加大對外買電
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

敬啟者，
一個城市，應該要握能源自主，當中有經濟，供電穩定，自主的問題。現在已經
有25%供電由港外提供。而且這根本解決不了過度使用能源的問題。
如果港內能源供應不足，可以從減少使用著手。例如：
1) 參考新加坡，如果室溫低過某個溫度，例如23度，就不能開冷氣
2) 重點減少車輛數量和廢氣排放，例如停止發出私家車排照，限制本港車輛數量。
這都可以解決道路擠塞的問題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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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中，本人有以下建議：
一. 當局建議向中國購買零排放電力，然而本港電力輸出穩定度遠高於中國南方電網，本人擔心向
中國買電會帶來電力不穩，影響本港市民日常生活及商業活動運作。故反對進一步向中國買電，香
港應以本地發電為主，確保電力穩定；
二. 遵照2014年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及可再生能源比例，代替區域聯網；
三. 爭取香港以地區名義，直接向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匯報減排策略；
四. 爭取以發展中國家/地區(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名義，因應香港的情況，以更彈性的方式
履行《巴黎協定》 。
《巴黎協定》為一些面積小、欠缺天然資源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SIDS) 提供原則框架, 因應它們特殊情況，制訂關於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的策略。
由於香港地少人多，局限可再生能源發展，亦缺乏天然資源，可選擇的減排策略有限，與其他小島
嶼發展中國家情況面臨同樣的挑戰。
五. 放緩人口增長，收緊移民政策如每日１５０單程證限額，減低整體耗電量；
六. 制訂具體香港再工業化政策，加強本港農業及回收業的支援，減少貨物入口時的碳排放，亦增
加本港經濟活動多樣性。
七 進一步發展及嚴格執行現有減碳政策措施，如戶外燈光約章，鼓勵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等。

如蒙採納，不勝感激。
市民石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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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敬啟者：
本人伍栢烯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本人對此表示極度反對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因為核電會產生核廢
料，而核廢料比碳排放更不環保，而且人類現時仍未能解決核廢料的
嚴重問題。我們如果依賴使用核能，只會加速更多核廢料，從而產生
更嚴重的污染問題。以往的核洩漏所造成的災難是人類不能控制的問
題，所以我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建議如下：
一、首先在政府大樓的天台加設大陽能板，因為是政府的，比較容易
落實建設。然後公屋、居屋、私苑及商業大廈。
二、管制商場的室內冷氣温度，大廈外牆的燈光。
三、教育方面増加可再生能源知識，從而使更多人懂得珍惜能源。尤
其要啟發下一代能夠在這方面尋求更多更環保的能源。
四、派人員前往一些有使用再生能源的國家取經，實地了解及取得交
流。
五、廚餘也可以轉化為生物能源，我們應該可以在這方面進一步的可
行性。如果廚餘可以的話，這樣連帶可以解決廚餘的問題。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香港真正能夠使用潔淨能源，而不是
使用核能來製造污染環境的能源。
此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珍惜香港珍惜地球的人
栢烯敬上
20/9/2019

1

E271
寄件者:
寄件日期:
收件者:
主旨:

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 下午 12:20
comments@susdev.org.hk
就《長遠減碳策略》提出的意見

敬啟者：
要長遠減碳就要幾條腿走路，我和團隊提出以下的意見：
◆減排目標過低，應重新調整向各先進城市看齊◆
現時政府訂定的目標在 2030 年把碳強度由 2005 年的水平降低 65% 至 70%，以及人均碳排放減少至 3.3 至 3.8
公噸，絕對減幅為 26-36%。然而，這個目標跟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在 2018 年 10 月發出的特
別報告，強調必須將氣溫上升幅度維持在工業革命前水平的攝氏 1.5 度以內才可減緩全球暖化所帶來的災害。政
府應重訂 2030 年將碳強度減少 65%~70%的減排目標，調至 2030 年將絕對碳排量減少 50%，制訂具體而進取使
用可再生能源佔總發電量比例的目標。除了開源，亦要節流，減少全港的用電量，改善建築更換節能電器以增加
能源效益。而計算人均碳排放時不應只以生產為基準(production-based emission per capita)，更應以消費為基準
（consumption-based)，包括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這樣才是對全球減排作出貢獻。
◆資料不全，應從根本研究出發◆
香港沒有一個詳盡而透明的溫室氣體排放資料庫，研究者沒有掌握到各種環境、能源與不同產業的社會經濟、排
放系數和參數等，無法估計各種行業的排放量。現在的主要分類為電力、運輸、廢物及其他，籠統的講減排就會
忽略了各行業如金融業、酒店業、運輸業、建築業等對的需求，令排碳政策變得不切實際。政府應收集各行業和
區域發電能源資料，作出整合計算和定期公布有關數字，以制訂適切政策。另外，政府提出「更緊密的區域合作
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建議，輸入中國大陸的可再生能源。但現在香港從大亞灣核電廠的電有專線輸
入，未來要從中國大陸購電又要確保是可再生能源，則需要一個高透明度的供電網絡，是否可以合作仍是言之尚
早。
◆建議有欠進取，應訂立氣候變遷法◆
整份文件建議多為一些個人或企業的行為，欠缺法制基礎和整全政策。訂立氣候變遷法作為長期發展規劃的依
據，使之成為其他相關法例的規範，設立跨部門工作小組針對如水、土地資源運用、能源供給、公共健康及衛
生、生物多樣性、防災設施等不同範疇制定綜合政策。參考如台灣的《電業法》修訂，確保可再生能源先行，提
供穩定電力穩定供應之餘，又有多元供給、公平使用、自由選擇。在運輸方面，除制止私家車數目高速增長，也
可由規劃著手，在各區劃出行人和單車專用區域。
◆缺乏社區支援，應協助基層市民應對氣候變化◆
面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基層弱勢人士更加脆弱而難以適應，除了行業和個人的層面減碳，亦應制訂專門
社區應對策略及增撥資源。財務方面應研究徵收累進「碳稅」，除可協助香港全面轉型為零碳智慧城市，稅收可
協助相對其他階層更加脆弱的貧窮和弱勢人士應對氣候變化。
如有任何疑問，請與敝團隊職員陳嘉琳小姐聯結。謝謝
朱凱廸新西團隊

---------------------------------------------------------------------------------------- 電話 Tel｜
傳真 Fax｜
Facebook｜
電郵 Email｜
網址 Website ｜chudhoidic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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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江培榮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
本人建議先從節能著手，讓本地的科研機構開發節能裝置和實行節能鼓勵政實，讓廣大市民更積極
參與節能行動，減少能源消耗。
科技發展對能源和本地經濟都十分重要，本人十分建議讓本地科研公司為新建大廈實行節能和再生
能源設施安裝。環保的再生能源才是可靠方向，望政府能好好思量未來政策的安排。讓本地的發展
能更長遠和穩定的發展和實行。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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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歡迎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推出「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邀請社會各界回應及提供意見，幫助
香港制訂長遠減碳政策。隨著氣候變化為社會所帶來的影響日趨明顯，社會各界需要就相關的議題
作出充分討論，形成共識，及時採取適當的減碳措施協助緩解全球暖化。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應
積極參與減碳，在亞太地區樹立良好榜樣，支持透過全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巴黎協議》的願
景。
關於公眾參與文件中所提出的長期減碳願景，我認為香港社會還未具備條件在2050年實現淨零碳排
放。推動淨零碳排放亦意味著社會各界可能需要在日常商業活動及生活模式等多方面作出大幅度改
變，而有關減碳措施所涉及的社會資源投入可能相當龐大，對商界經營及市民日常生活影響深遠。
建議香港在訂立長期減碳路徑時，採取循序漸進方式，充分考慮商界及市民的承擔能力，以及老齡
人士和弱勢社群的特別需要，建立務實可行的長期減碳目標。
香港的碳排放大部分來自發電界別，電力公司實施深度減碳無疑是可以為全社會減碳產生較大的協
同效益；雖然兩家電力公司已經逐步以天然氣替代燃煤作為發電燃料以減少碳排放，以貢獻落實
《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30+》。但是，由於本地可再生能源資源有限，而天然氣發電仍然會產生碳排
放，如果需要在2030年後進一步減少發電界別的碳排放，兩電將必須進一步增加燃料組合中天然氣
發電的比例，或無可避免地需要向鄰近地區尋求更緊密的合作，通過建造跨境電力聯網輸入零碳電
源，以逐步取代本地石化燃料發電。
現行的《管制計劃協議》確保了兩電在長期穩定的投資環境下，貫徹香港的能源政策目標，為市民
持續提供安全、可靠、價格合理和環保的電力供應。我認為，任何透過區域合作的進一步減碳方案
都必須把香港電力供應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放於首位。建議在現行《管制計劃協議》 的框架之下，採
取「專缐專供」的方式，鎖定零碳電力供應來源， 一方面確保香港使用的電力是來自於真正零碳能
源，同時避免因區域間資源分配失衡而導致香港無法及時獲取充足的電力供應，以至對香港的長期
供電安全穩定構成風險。另外，預期所涉及的跨境聯網工程規模將非常龐大、費時並複雜，需要特
區政府提供協助，及時于2030年前完成跨區域工程規劃及建設工作，以趕及于2030年開始大幅度減
碳。
最後，面對氣候變化的重大考驗，我懇請政府和社會各界緊密合作，確保香港市民繼續獲得安全、
可靠、價格合理和環保的電力供應，讓香港邁向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智慧城市。
謝謝！
何彥彪 (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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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何素婷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強烈反對並建議政
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或會令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極危險
文件提到2050年「估計約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的部份電力來
自中電持股的大亞灣核電廠，合約期至2034年，並有可能在之後繼續輸入，甚至提高核電量。此舉
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故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
三、考慮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市民
何素婷 敬上
2019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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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何葵興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本人強烈反對政府以 {巴黎協定} 為借口,希望與大陸透過更緊密的區域合作, 增加發電燃料組合
中, 零碳能源的比例. 從而向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 本人建議, 政府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 原因如下:
1. 對供電源頭的地區, 香港全無約束力和決策權. 無法確保發電過程中, 是否符合再生能源環保守
則. 同時可能將環境禍害轉到其他區域. 如核洩漏.
2. 核能發電風險高. 其他 國家已逐漸減少核能發電, 香港也應盡量避免依賴核電.
3. 香港政府應堅守能源自主. 現時創科工業蓬勃, 政府應鼓勵創科工業向再生能源發展. 不應存心依
賴大陸, 放棄研發再生能源. 能源自主才可確保穩定性.
4. 停止兩電壟斷, 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開放電網, 讓市民可選擇能源公司, 供應環保電力.
5.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和資助, 協助社區安裝再生能源設施, 自行發電, 供應社區.
6. 鼓勵及推動社會節能減排政策, 減少能源消耗. 如推行光污染立法; 商場, 公共場所冷氣溫度設
限; 限制廣告招牌日間開放等.
7. 增劍 本地就業機會.
從以上幾點, 工商界和市民配合政府政策, 一同節能減排, 定能符合 [巴黎協定 ] 和能源自主的目標.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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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啟者：

根據《巴黎協定》第四段第六款：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SIDS) 可編制和通報反映它們特殊情況的關於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
的戰略、計劃和行動；及第十三段第三款：透明度框架應依託和加強在《公約》下設
立的透明度安排，同時認識到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以促進
性、非侵入性、非懲罰性和尊重國家主權的方式實施，並避免對締約方造成不當負
擔。
香港地少人多，難以發展可再生能源，而經濟支柱如金融業、物流業及旅遊業都受外
圍環境影響，情況與新加坡等小島嶼國家類似。就此本人有以下意見：
一. 香港經濟的支柱金融業、旅遊業都依靠穩定的電力，加上本港有大量高樓大廈，需
要以電力維持升降機、供水等基本設施。由於南方電網供電穩定性遠低於香港，故此
本人反對 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 ，並要求香港應以本地發
電為主，確保電力穩定；

二. 2014年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絕大部份支持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比例，政府應
跟從諮詢結果；

三 .政府須爭取香港以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地區(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名義，
因應香港特殊情況，以更彈性的方式履行《巴黎協定》。

四. 香港用電約八成用於建築物耗電，因人口密度太高，間接提高建築物高度及密度，
加劇電力需求，故此應減少單程證，減低整體電力消耗；

五 .提高本地糧食自給率，減少糧食運輸時的排放；

六. 加強廢物回收，鼓勵港商在本港設立廠房處理廢紙、塑膠、金屬、玻璃等，並提供
政策優惠，減少垃圾運送時產生的碳排放；

七. 增加本地可再生能源比例。

八. 促成兩電(中華電力、香港電燈)聯網互通。

一位香港市民余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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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余桂華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故本人質疑此舉是否
確定可長遠減碳。
二、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本人認為政府應於本地發展再生能源，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
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
疑。
三、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
大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
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至晚上店鋪關門後亦需要關掉廣告牌；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
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
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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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余逸天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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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吳小姐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 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大陸碳排放量一直超過世界標準，若香港向大陸購電，必使大陸空氣污染問題更趨嚴重。
- 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以政府向大陸購買東江水為例，多年來東江水價格和購水量不斷上升，但香港並沒有加購水量的需
要，於是我們每年的公帑白白地浪費在東江水上。因此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
十分重要，一但依賴外地資源，只會為香港增加多一個無底深潭。
- 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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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吳思銳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全因電力供應不應依賴一種的可能力，本人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卻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事
實上，本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
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香港政府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
本港及社區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
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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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
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
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的部份電力來
自中電持股的大亞灣核電廠，合約期至 2034 年，並有可能在之後繼續輸入，甚至提高核電量。此舉
一再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性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
區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
《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一香港市民
吳鳳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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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透過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
例，即從中國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並要求政府增加資源發展本地可再生
能源。原因如下：
一、難以保證供電源頭符合環保守則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但對供電源頭沒有監管及決策權，無法保證其電網的電力為可再生
能源，而發電過程是否符合環保守則亦存疑。若供電源頭為利益而不遵守環保守則，令本來為保護
生態環境而生的政策反而變成環境禍害，會讓香港白白蒙上破壞環境的污名，影響香港國際形象。
二、反核電乃大勢所趨，不應反其道而行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部份電力來
自中電持股的大亞灣核電廠，合約期至 2034 年，並有可能在之後繼續輸入，甚至提高核電量。本人
認為此舉不但無視世界各地對核電安全的質疑，亦顯示當局妄顧核洩漏對人類及生態環境可造成的
嚴重傷害。本人在此強烈建議政府應立刻行使有效措施，逐步減少對核電依賴。
三、堅守能源自主，保障電力供應穩定
政府聲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暗示從內地買電為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事
實上本地可再生能源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香港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在內
地發電廠供電的可靠性、穩定性存疑的情況下，棄本地能源發展而反求諸內地，實屬不智。
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更符合環保原則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財務援助，讓有意發展綠色環保事業人士，進行社區可再生能源發展計劃，
於公共設施、商住大廈等地方安裝再生能源設備，為大廈或社區承擔部份電力供應，發展社區「能
源自主」。政府一直容許兩間電力公司壟斷電力供應，限制了市民在能源上的選擇。本人認為政府
應盡快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讓市民可選擇本地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這樣比從
外地買電更符合環保原則。
五、從根本著手，減少電力需求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社會上的環保意識，盡快落實各項節能減排政策，如光污染立法、限
制廣告招牌日間不得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應取消公共設
施（如：醫院、安老院舍、運動／休憩場所等等）以外的工商業用戶現行的「累退制」電費計算方
式，因此收費模式變相鼓勵工商業用戶更大量用電，造成電力浪費。本人認為應該由政府帶頭，推
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只同承擔環保責任。
最後，本人在此重申強烈反對「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有關從大陸購入電力的計劃，並
期望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參考本人上述之各項意見，由政府帶頭以身作則節能減排，並以修訂利潤管
制協議、大力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以及改善電費機制等措施，進一步推動各工商業界和市民加入節
能減排行列，最終可達至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香港市民
1

呂小姐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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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M] 反對「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當中的向內地購入可再生能源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香港市民巫小姐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意見書當中的內容表示反對，即香港政府為配合《巴黎協定》的目
標，希望與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向內地購買可再生能源)。
本人反對的原因如下：
(1) 內地生產電的源頭存疑
香港政府向內地購電，未能清楚和明確說明供電源，作為市民對於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符合環保原則和達至
《巴黎協定》的目標存有質疑和疑問，甚至擔心借用可再生能源的名義，實為利用非再生能源生產電能，擴大環境污染
的問題和把環境禍害更多的中國城市。
(2) 使用核能發電風險高企
政府的文件提及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而香港部分的電能是源自於大
亞灣核電廠及其合約期限將於 2034 年滿。若日後繼續輸入相關來源的電能及提高其使用比例，是忽略和弱化了核電的
安全性風險問題，亦忽略了利用核能發電會造成核廢料的嚴重環保問題。香港政府應減少利用核電和不應提高其使用
量。
(3)香港政府有能力生產再生能源以配合《巴黎協定》的目標
當局於文中提及「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而選擇向內地買電以維持供電穩定，這一說法令人感
到失望和令人存疑。建議政府應大力於香港推動和發展再生能源的潛力，如：擴大天台安裝太陽能板的計劃，而不是把
向內地購電說成「唯一出路」及把污染出口至內地說成改善香港環境的問題。
(4)應多推廣和教育節約能源
環保是應該從思想和行動做起，政府應主動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和教育市民減少不必要的用電，如：立例對於光污染
進行處罰、工、商業用戶和普通市民於電費收取上改用「累進制」、提供誘因給予機構更換能源效益低的電器產品等
等，以達至全面節能減排。
本人在此嚴正反對「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和誠希 貴會能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此
建議。建議 貴會能以擴大天台安裝太陽能板的計劃、工、商業用戶和普通市民於電費收取上改用「累進制」等等方
法，以達至《巴黎協定》的目標。
香港市民
巫小姐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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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有關貴會提出向內地買電，本人堅表強烈反對，原因如下：
香港2016年成為聯台國《巴黎協定》的諦約方，當局就此舉行名為「長遠減碳策略公
眾參與」的諮詢。
根據《巴黎協定》第四段第六款：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SIDS) 可編制和通報反映它們特殊情況的關於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
的戰略、計劃和行動；及
第十三段第三款：透明度框架應依託和加強在《公約》下設立的透明度安排，同時認
識到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以促進性、非侵入性、非懲罰性
和尊重國家主權的方式實施，並避免對締約方造成不當負擔。
香港地少人多，難以發展可再生能源，而經濟支柱如金融業、物流業及旅遊業都受外
圍環境影響，情況與新加坡等小島嶼國家類似。就此本人有以下意見：
一.香港經濟的支柱金融業、旅遊業都依靠穩定的電力，加上本港有大量高樓大廈，需
要以電力維持升降機、供水等基本設施。由於南方電網供電穩定性遠低於香港，故此
本人反對 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 ，並要求香港應以本地發
電為主，確保電力穩定；
二.2014年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絕大部份支持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比例，政府應跟
從諮詢結果；
三.政府須爭取香港以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地區(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名義，
因應香港特殊情況，以更彈性的方式履行《巴黎協定》。
四.香港用電約八成用於建築物耗電，因人口密度太高，間接提高建築物高度及密度，
加劇電力需求，故此應減少單程證，減低整體電力消耗；
五.提高本地糧食自給率，減少糧食運輸時的排放；
六.加強廢物回收，鼓勵港商在本港設立廠房處理廢紙、塑膠、金屬、玻璃等，並提供
政策優惠，減少垃圾運送時產生的碳排放；
七.增加本地可再生能源比例。
希望貴會能理解香港市民主流意見。
香港市民及永久居民
李小姐
二零一九年九月

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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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詻詢

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
長話短說，本人對於「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中當局建議以「 更緊密的區域合作」
向中國購買零排放電力作出強烈反對，本港電力穩定度遠高於中國南方電網，正如從未看過
富者向貧窮人士借錢，更何況其不穩定會嚴重影響本港金融、航運、交通、以至市民日常生
活，香港是高樓林立並高度使用扶手電梯及升降機的地方，如將來電力會因為向中國購電而
導致不穩定，不敢想像會導致多少涉及人命的意外。
故此，本人希望委員會成員慎重考慮向中國購買電力的長遠影響，謝謝。
此致
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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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能源自主，不買大陸電

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認為要減碳，應要是由港府自己生產再生能源而不是以靠內陸，港府自行生產，才能有效確保
能源是否乾淨，是否真正可以減碳。向外購入能源，只是增加別人的用碳量，並不是真正為全世界
減碳，長遠來說，必定是自己加大發展再生能源，長期以靠別人，有機會內陸自己供不應求，使香
港都不能購入足夠電。
因此，本人不認同向大陸購入能源。
敬啟
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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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香港2016年成為聯台國《巴黎協定》的諦約方，當局就此舉行名為「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諮
詢。

根據《巴黎協定》第四段第六款：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SIDS) 可編制和通報反映它們特殊情況的關於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的戰略、計劃和行動；及
第十三段第三款：透明度框架應依託和加強在《公約》下設立的透明度安排，同時認識到最不發達
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以促進性、非侵入性、非懲罰性和尊重國家主權的方式實
施，並避免對締約方造成不當負擔。

香港地少人多，難以發展可再生能源，而經濟支柱如金融業、物流業及旅遊業都受外圍環境影響，
情況與新加坡等小島嶼國家類似。就此本人有以下意見：

一.由於南方電網供電穩定性遠低於香港經濟的支柱金融業、旅遊業所需的穩定電力，例如升降機、
供水等基本設施。故此本人反對 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 ，並要求香港
應以本地發電為主，確保電力穩定；

二.政府應跟從2014年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結果，當時絕大部份支持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比例，並
增加本地可再生能源比例；

三.政府須爭取香港以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地區(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名義，因應香港特殊情
況，以更彈性的方式履行《巴黎協定》。

四.香港用電約八成用於建築物耗電，人口密度太高，故此應減少單程證，減低整體電力消耗；

五.提高本地糧食自給率，減少糧食運輸時的排放；

六.加強廢物回收，鼓勵港商在本港設立廠房處理廢紙、塑膠、金屬、玻璃等，並提供政策優惠。

李小姐 謹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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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李小玲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為了發展多元可靠的電力提供予香港，本人有以下意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李小玲女士
香港永久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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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提出意見

先生/女士：
就當局於「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中建議以「 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向內地購買零排放電力，
本人表示強烈反對。
本港電力穩定度遠高於中國南方電網，而且一直以來香港兩間電力供應商都能照顧香港的電力需
要，實毋需向中國買電，一但供電不穩，將影響本港金融、航運、交通、以至市民日常生活。
此外，《巴黎協定》為一些面積小、欠缺天然資源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SIDS)如新加坡、斐濟等，可因應它們特殊情況，制訂關於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的策略。
由於香港地少人多，局限可再生能源發展，亦缺乏天然資源，可選擇的減排策略有限，與其他小島
嶼發展中國家情況面臨同樣的挑戰。
就此本人有以下意見：
一. 要求香港應以本地發電為主，確保電力穩定；
二. 遵照 2014 年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及可再生能源比例，代替區域聯網；
三. 爭取香港以地區名義，直接向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匯報減排策略；
四. 爭取以發展中國家/地區(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名義，因應香港的情況，以更彈性的方式
履行《巴黎協定》；
五. 放緩人口增長，收緊移民政策，減低整體耗電量；及
六. 制訂具體香港再工業化政策，加強本港農業及回收業的支援，減少貨物入口時的碳排放。
香港市民
李先生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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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區域合作模
式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根據香港現時實際環境情況，從大陸購入更多核電將會是
最有可能做法之一。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原因如下：
1. 能源自主及穩定性
縱觀香港地理環境，現時可再生能源的技術（包括太陽能光伏板及風能）在香港難以大幅上升生產
比例。如果以目標為本的做法，採納更高的核電確能更容易達致目標，但是此舉將需要興建大量設
施和電網或預備大量後備電源以維持本港的供電穩定性。一旦發生任何事故，勢將嚴重影響本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運作及聲譽。
2. 核電風險極高
核能發電在世界上不同國家內廣泛應用，亦因為各種原因，導致歷史上其中幾次最嚴重的生態災
難，其中包括：
i. 1986 年蘇聯烏克蘭的切爾諾貝爾核電廠事故
ii. 2011 年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
iii. 1987 年巴西戈亞尼亞醫療輜射事故
iv. 1979 年美國三哩島核泄漏事故
核事故屬於機率極低但危險性極高的事件，香港現時的位置以大亞灣核電廠為最接近，一旦該處發
生重大事故，香港市民其實已沒有任何應對核輻射洩漏的切實可行方法。故此，核電產生過程雖然
沒有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但事故的嚴重性將會遠超於二氧化碳濃度上升的程度。根據諮詢文件內提
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亞灣購
買核電直至 2034 年屆滿，往後是否繼續輸入核電，或甚至提高其供電比例仍是未知之數。當局應積
極減用核電，而非更加依賴核電。
3. 積極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考慮加強推行需求管理政策以達成目標，在維持高比例的天然氣發電的同時，基建設施、建
築物及運輸方面加強節能減排的各項措施，例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進一步研究管制建築物屋宇
裝備的設計及系統運作效能規格、廣泛採用浮動太陽能發電系統和加快推動電動車應用等等。
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計算採用「累退制」模式， 令用戶消耗更多的電力時也不會構成任何壓力。
因此建議可取消「累退制」。
4. 發展社區能源，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
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1

5. 再生能源技術應用
建議政府應指示創新科技署或機電工程署投放更多資源於研究再生能源，並可適用於摩天大廈林立
的都市中。例如早於幾年前已研發出以太陽能光伏技術為基礎的玻璃幕牆，或回收本港所剩餘的大
量廚餘以製造更多生物廢能。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謹慎考慮從大陸購入核電，正視核電所帶來的潛在危險，積極推動減能政策
或措施，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積極投放資源研究再生能源技術
應用，以符合《巴黎協定》及的減排目標。
此致
香港市民-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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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李宗勵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三、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四、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謝謝
李宗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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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李俊明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自欺欺人。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而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教育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
「累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
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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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李流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中國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非常強烈
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積極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停止採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甚或長遠考慮停用核電 。参考德國 ，
已暫停或減少用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增加本地能源供應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但本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
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
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實在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
力以達至「能源自主」。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杜絶行業壟斷 ，令市民可選擇再生
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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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李凱婷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大陸供電源頭環保標準存疑，有機會把禍害轉嫁他區
直接由大陸購入電力，香港對於電網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主控制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符合再生能源及環保守則，有機會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少使用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直到 2034 年才屆滿。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甚至有可能提高其比例。這樣絕對
是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的質疑、以及核洩漏風險之舉，當局應積極考慮及計劃防止過份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推動能源自主
堅守香港本地能源自主對於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關鍵。
四、政府應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自己或
社區供應部分電力，大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長久計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在能源上的選
擇。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讓市民可自由選擇區內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低能源消耗
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得在日間開啟、加強管制政府場所
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需取消工商業用戶採用的電費「累退制」，但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
施；各個屆別同心合力減排節能。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討研究從大陸購入電力的必要性、穩定性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
議令本港及社區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
排，共同承擔環保責任；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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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李善童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一事提交以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
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第一，在環保方面， 本人對供電源頭在環保工作上存疑，恐怕會把禍害轉嫁到其他地方。由於香港會直接從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
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他地區。
第二，在安全方面，供電方法是使用核電，但核電風險高並有核洩漏的風險，故此應減用核電。在文件中提及，2050年「估計約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
（可再生能源及核電）」而香港早已承諾向大亞灣買核電到2034年才屆滿，這意味著2034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甚至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無視社會對
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第三，在發展方面，可以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並堅守能源自主。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
但本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
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第四，在社會方面，我們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以及開源節流。首先，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如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
備，自行發電並為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
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其次，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得在
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
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
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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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李善濤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希望透過更緊密的
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表示強烈反
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其他地區亦未必有穩定供電設施，對本港供應可能受影響。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外國多國早已
開始減低核電比例，使核電安全問題減低風核。日本福島正反映核電設施之危險性，香港亦引以為
戒。鄰近地區極端天氣加劇，大亞灣核電廠的安全性應加強關注，而非加重負擔。
可再生能源之範圍廣闊，但現時本港已發展或研究之方法實在屈指可數。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
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
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可再生能源不但能提供穩定供應，更能對環
境作出更大貢獻。在全球暖化之下，本港應從提供更潔凈的能源入手，而非利用威脅較大之核能。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加強市民對電力開源節流之概念：在社區發展
可再生能源 (開源) 及節省無謂電力 (節流)。 社區設施包括但不限於醫院，體育場地，社區中心等可
作先效。不但能提高「能源自主」，亦能減低政府開支。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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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李詠妍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本人對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表示強烈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我覺得核電安全備受質疑, 核洩漏的風險相當高，政府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但政府仍應該投放資源研究 當中可行的再生能源，堅守本
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
我覺得政府應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得在日間開啟、加
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 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
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發展可再生能源，推動工商業界
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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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李雯慧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就得知政府為了符合《巴黎協定》，有意增加零碳能源的比例，本人及身邊家人和朋友都非常支持，故提出
以下意見。
1， 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加大投資在太陽能及風力發電，如巴士站以太陽能作為支持廣告燈
箱的能源; 2 大發電廠除了致力發展煤和天然氣發電，亦應投資全年投資金額之 2 成在再生能源方面，除了符
合《巴黎協定》亦都地球出一份力。儘管現在投資金額高，當技術發展成熟亦會減低投資成本。本人強調一
點儘管廉價能源為香港賺幾萬個億，但已污染的空氣是幾千萬個億也買不回來。
2，確保在香港生產的能源或從外地引入的能源必須符合零碳能源的比例。政府應一視同仁，絕不可偏好某
一邊。
3，政府應立法終止所有公營或機構的核發展，因為核是高度危險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
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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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李嘉敏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為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政府透過區域合作增加發電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即從大陸購
入可再生能源，本人極力反對，並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原因如下：
一、供電源頭環保存疑，恐把禍害轉嫁他區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無法確保其電網的電
力及發電過程是否可再生能源並符合環保守則，令使用可再生能源變成壞事，把環境禍害轉嫁到其
他地區。
二、核電風險高，應減用核電
文件提到 2050 年「估計約 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核電）」。香港早已承諾向大
亞灣買核電到 2034 年才屆滿，意味著 2034 年後會繼續輸入核電，更有可能提高其比例。此舉一再
無視社會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
三、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堅守能源自主
政府稱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把從內地買電包裝成達至零碳來源的「唯一出路」。但本
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而堅守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十分重要。文件當中亦提到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向內地買電的供電可靠性令人存疑。
四、應大力發展社區內能源自主，修訂利潤管制協議
政府應提供技術支援及資助，讓不同界別（公共設施、大廈等）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並為
自己或社區供應部分電力，發展社區「能源自主」。一直容許兩電壟斷，只會限制政府在能源上的
選擇。政府應修訂利潤管制協議，開放電網，市民可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力。
五、從電力需求管理著手，減少能源消耗
政府應從需求管理著手，推動並落實社會節能減排政策，如盡快推行光污染立法、限制廣告招牌不
得在日間開啟、加強推廣及管制政府場所、商場等的冷氣溫度等。另外，工商業用戶電費採用「累
退制」， 變相鼓勵用更多電，因此應取消「累退制」，當中可考慮轄免醫院等公共設施，推動工商
業界和市民一同節能減排，承擔環保責任。
誠希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穩定和可靠性，修訂利潤管制協議令本港及社區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透過改善電費機制等進一步推動工商業界和市民，節能減排，以符合《巴
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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