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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購買大陸電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反對向中共購買電力。
本港供電一直穩定，如要增加使用可再生電力，應由本港兩間電力公司自行研發，而非直接向中國大陸購買。

Best Regards
Amber Cheung Man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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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d: Decarbonisation PE (Anthony) 21/09/2019 22:27
From:
To: comments@susdev.org.hk
2 Attachments

SDC Long-term Decarbonisation Strategy - AC.docx Decarbonisation workshop (Finance) - AC.pptx

Dear Sir / Madam,
Hope this email finds you well.
This is Anthony Cheung and I supported one of the PE workshop dedicated for the Finance industry
and practitioners.
Please see attached my two cents and hope it helps.
With best regards,
Anthony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ublic Engagement on Long-term Decarbonisation Strategy (key
pointers) Anthony Cheung, ExodusPoint Capital Management
1. Globally, unchecked climate change will cause
•
•
•
•

Sea level rise will lead to land losses and submerge small island nations, displacing citizens
Warming temperatures will lead to biodiversity loss and a loss in many valuable ecosystem
services (i.e. medicine, pollination)
Less predictable crop and fisheries yields will lead to increased food prices and conflict over
shortages
Water scarcity will lead to water conflicts over the use of shared water resources between
countries (i.e. Yarlung Tsangpo/Brahmaputra River for China and India)

2. For Hong Kong,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include:
•
•
•
•

More frequent and intense heatwaves will hospitalize more vulnerable people (i.e. children,
elderly)
Warming climate increases the range of pests (i.e. mosquitoes, rats) and the spread of diseases
(i.e. dengue fever, malaria)
Heavier precipitation and rising sea levels will cause more frequent floods
Stronger extreme weather events such as super typhoons (i.e. Super Typhoon Hato in 2017 and
Mangkhut 2018)

3. The Case for Decarbonisation
•
•
•

Hong Kong accounts for less than 0.1%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but contributes to 0.38% of
carbon emissions
Hong Kong’s carbon footprint is 3.85 times larger than a fair share
Hong Kong needs to contribute more in climate mitigation efforts

4. What could be done on the biggest carbon footprint –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 HK
•
•
•

HK needs to phase out fossil fuels
Remove regulatory barriers
Collaborate with the Greater Bay Area on renewable energy

5. Suggestion – Long Term Decarbonisation strategy need to incorporate Green Finance and ESG
•
•
•
•
•

Green Finance and ESG aims to change the inward nature of Finance, to be green, sustainable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Green Finance and ESG are beyond social good (aims to change the inward nature of Finance,
to be sustainable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but there are re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benefits
Implement carbon pricing in Hong Kong
Take the lead on fossil fuel divestment
Solidify Hong Kong as the top 3 global hub in green finance

Catch up and embrace green finance
Hong Kong is walking behind many other places in Green Finance. In the latest Global Green Finance Index
published in March 2019, Hong Kong held the position of 31, after Shanghai, Beijing, Shenzhen,
Guangzhou and many other cities. Clearly Hong Kong is trying catch i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and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Global Green Finance Index

Green finance industry is evolving fast, everyday everywhere. We see the needs for Hong Kong to step up
its efforts in tackling the issues of climate change through the means of green financing and financing
green.
Noticeably, China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market for green finance and has been walking in the front
of the world in tackling the challenges in climate change. As a member of Greater Bay Area and with
proper business infrastructur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enormous pool of global capital and an already
well-established traditional finance centre, Hong Kong has strong ingredients to position as China’s as well
as an Asian green finance centre.

Transitioning into a green finance hub for China and rest of Asia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is huge and affects the society in all aspects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No one can
be immune to the change. To avoid climate-change from worsening, urgent, ambitious and concerted
actions are required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by just one city or one country but by every stakeholder in
the world. To achieve this requires unprecedented change how we invest, measure risk and assign value
to assets. According to IPCC, the annual investment in low-carbon energy technologies and energy
efficiency would have to be upscaled by roughly a factor of six by 2050 compared to 2015, overtaking
fossil investments globally by around 202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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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2018). Chapter 2. Special Report on Global Warming of 1.5°C, https://www.ipcc.ch/sr15/

Putting in place right measures the starting point
Transitioning to a green financial system is critical and that requires fundamental changes to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across the economy. Our financial system will have to consider the risks coming from
climate change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nd to incorporate measures to manage those risk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initiatives to emerge is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s private sector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This is a renowned industry-led task force made
up of 32 members, for developing consistent, voluntary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risk disclosures for
stakeholders such as banks, insurers and investors. The TCFD has already been endorsed by over 374
global financial firms which are responsible for assets of US$118 trillion of assets 2 and the numbers have
been rising.
We hav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
•
•

Hong Kong Exchange (HKEx) and Securities Future Commission (SFC) to request all listed companies
and major asset owners in Hong Kong to publish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reports
with disclosures aligning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by TCFD by 2025
HKSAR government formally endorse TCFD, GRI and SASB and to promote it to bo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 to demand all banks under its supervision to publish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reports with disclosures aligning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by TCFD by 2025

Establishing a powerhouse for knowledge and people
Thanks to the nurturing by government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industry bodies green finance has
already entered the mainstream in the European financial markets.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is
still at the nascent stage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but the pace is accelerating. To cope with the growth the
demand for human capital is nothing but big.
Recommendation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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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ancial Secretary Office to initiate a study with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SFC and Hong
Kong Exchange, the three parties now at the front in Hong Kong green finance, to find out the core
professionals we need to speed up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and how to get them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to visits universities in overseas leading in the field
of green finance education to explore collaboration of study programs for green finance
IFEC to take a more proactive role in educating green finance to the general public – enrich the
existing content about green finance on its website and other media channels, produce marketing
videos on topic of green finance and sustainability and organize workshops and seminars to educate
the public about green finance
All major asset owners in Hong Kong,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 Subsidized Schools Provident Fund (SSPF), Hospital Authority Provident Fund
Scheme (HAPFS) to fully adopt “No carbon investments” and SFC’s 'Principles of Responsible
Ownership' in their investments
TCFD: 2019 Status Report (2019), https://www.fsb-tcfd.org/publications/tcfd-2019-status-report/

Running to the front of product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
Generating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investing green and infusing sustainability concept into people’s
DNA will bring up demand for green financial products. By the same token the creation of well-designed
green financial products will ignite the demand from investors. With a population of 7m in the city, 1.4b
in China and over 4b in Asia, the size of asset under management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is enormous –
US$15.1 trillion at the end of 2017. By 2025 this number will grow to US$29.6 trillion,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PwC3. The challenge for us is to find the right products for the right people.
Hong Kong has a solid history i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products. The launch of
the four batches of silver bond series with total amount of HK$12b issued since 2016 is a showcase of
the government’s success in financial product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s HK$100b green bond
program is an important move showing our commitment in promoting green finance. Hong Kong has all
the ingredients to succeed i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ial products not only for the
fixed income market but also for the equity market. Green mortgages, ESG-linked Exchange Traded
Funds, Green asset-backed securities, funds or derivatives associated with green indices are some major
lines for green financial products and many products can be developed along those lines.
Other tha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could require asset owners to incorporate
decarbonisation, as well as the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factors in their investment
process and decisions. At the end of the day, green finance can be used as a tool to incentive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to not only do good to the world or also minimize the carbon quota that one planet
Earth share.
Recommendations
•
•
•

To encourage individual selecting decarbonisation investmen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green
bonds and ESG funds) for long-term holding by giving them tax incentives. For example, investment
amount up to certainly limit can be counted as tax deductible expenses.
The HKMA to incorporate decarbonisation in their investment exclusions and divert a portion of the
Exchange Fund to green bonds and other stable green-certified financial products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uthority (MPFA) to incorporate ESG factors and
decarbonization considerations for trustee approval and monitoring process and to encourage
trustees to take into account international divestment trends

Conclusion
Actions are needed now, making Hong Kong the showcase for Asia Pacific reg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quires both political will and investment into new infrastructures and
technologies. The signing of the Paris Agreement is estimated to unlock around US$90 trillion (HK$698
trillion) of low-carbon investments over the next 15 years. 4 As one of the biggest asset owners globally,
the HKSAR government can directly realise the potential of green finance through practicing responsible
investments through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The city should further bolster and support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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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t & Wealth Management 2025 – The Asian Awakening, by PwC: http://www.pwc.com/sg/en/assetmanagement/assets/asset-management-2025-asia-pacifi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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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businesses using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setting incubation hubs. In fact, excluding the
consideration from financial and investment perspective, Hong Kong need to do something to mitigate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coming from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is accelerating and is one of the greatest environmental threats to humanity. Hong Kong
is already experiencing the effects of a warming climate in the form of extreme weather. In 2017, Typhoon
Hato caused as much as HK$8 billion in losses 5; the resulting damage from Mangkhut in 2018 is expected
to exceed that. Experts have been widely expected we are likely to face more than less for these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 in the coming years before the climate change issues are under control.
It is estimated that under a business-as-usual scenario, more than HK$9.3 trillion of assets in Hong Kong
will be at risk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 future. Adapting to the existing conditions and the foreseeable
changes would require enormous sums. While the acts of God are unpredictable, Hong Kong can develop
its own infrastructure and solutions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The HKSAR government can
make use of the climate bonds market, by acting as an issuer, an investor or other roles, to finance projects
which genuinely contribute to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Anthony Cheung CESGA HKIoD.GD FCPA (Aust)

Director and Portfolio Manager, ExodusPoint Capital Management
A visionary investor with experience in Asia and emerging markets equities,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and SRI (Sustainable, Responsible and Impact Investing).
As a Council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Association (HKiNEDA),
Anthony actively advocates corporate and NGO governance best practice. He also serve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Greater China Region for the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 (GRI).
Anthony is the first institutional investor in Asia who was awarded the Certified ESG Analyst designation.
He recently won the Insights and Mandate (I&M) Regional ESG Leader Award 2019. Prior to Hamon,
Anthony had served in renown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Gartmore, Pictet and BNP Paribas.
Anthony completed the Prince of Wales's Business Sustainability Programm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stitute for Sustainability Leadership (CISL). He holds BSc (Hons) in Economics from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in the UK. Anthony is a Fellow of CPA Australia.
Anthony is currently an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IPE Group (929.HK) and the China
Shineway Pharmaceutical Group (2877.HK) where in the latter he serves as the Chairman of the CSR and
Sustainability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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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MP, Typhoon Hato could cause HK$8 billion in losses after No 10 signal storm brought Hong Kong to standstill

Climate change, Decarbonisation and
the relevance with finance
practitioners
Mr. Anthony Cheung
Director, ExodusPoint Capital Management

About the Speaker
Anthony Cheung CESGA HKIoD.GD FCPA (Aust)
Director and Portfolio Manager, ExodusPoint Capital Management
A visionary investor with experience in Asia and emerging markets equities,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and SRI (Sustainable, Responsible and Impact Investing).
As a Council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Association
(HKiNEDA), Anthony actively advocates corporate and NGO governance best practice. He also
serve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Greater China Region for the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 (GRI).
Anthony is the first institutional investor in Asia who was awarded the Certified ESG Analyst
designation. He recently won the Insights and Mandate (I&M) Regional ESG Leader Award 2019.
Prior to Hamon, Anthony had served in renown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Gartmore, Pictet
and BNP Paribas. Anthony completed the Prince of Wales's Business Sustainability Programm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stitute for Sustainability Leadership (CISL). He holds BSc (Hons) in
Economics from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in the UK. Anthony is a
Fellow of CPA Australia.
Anthony is currently an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IPE Group (929.HK) and the
China Shineway Pharmaceutical Group (2877.HK) where in the latter he serves as the Chairman of
the CSR and Sustainability Committee.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Globally, unchecked climate change will cause…

Land loss and
climate refugees

Biodiversity loss

Rising food prices

Water conflicts

… and more
Img src (clockwise from top left): James Balog, Mathias Eick, Piyal Adhikary, Green Dallas

Climate Change

Global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The Paris Agreement adopted at COP21 in 2016

Climate Change

Global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 The Agreement targets to limit
global warming well below 2°C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and
limit the increase to 1.5°C
• Signatories submit their own
decarbonisation plans, which
are reviewed every five years

Img src : UN News

Climate Change

Global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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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For Hong Kong…

More heatwaves

Spread of diseases

Rising sea levels and floods

More extreme weather

… and more
Img src (clockwise from top left): Sam Tsang, AFP, Ken Tung, SCMP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Hong Kong Projections of Extreme Temperature Events

Img src: Hong Kong Observatory

Climate Change
What about Hong Kong?

• Our reported carbon emission of 5.5 tonnes per person is
deceptively small
• Hong Kong is reliant on imports for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 Our share of consumption emission is within the top ten
and comparable to the U.S.

5.5T
Production-based

9.2T
Consumption-based

Climate Change
What about Hong Kong?

Hong Kong will peak emissions in or before 2020
Reduce carbon intensity by around 50% by
2020 and 65-70% by 2030 from 2005 levels
Reduce per-capita emission to 4.5 tonnes
by 2020 and 3.3-3.8 tonnes by 2030

Climate Chang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 HK needs to phase out fossil fuels
• HK has a fair amount of wind and
solar to supply >30% of electricity
• Remove regulatory barriers
(i.e. 1.5m limit on rooftop solar)
• Collaborate with the Greater Bay Area on
renewable energy
Img src : HK Headline

Green Finance

The Nature of Green Finance
 Nature of Finance: Banking & Lending, Investment and Pension, Insurance,
Credit Cards, Public Spending and Capital markets
 Green Finance and ESG aims to change the inward nature of Finance, to be
green, sustainable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Green Finance and ESG are beyond social good (aims to change the inward
nature of Finance, to be green, sustainable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but there
are real economic, business and financial benefits

Img src : Climate Bonds Initiative

Green Finance

Green bond issuance (by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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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Finance

Green bond issuance (by issuer type)

Img src : Climate Bonds Initiative

Green Finance

Green bond issuance (use of proceeds)

Img src : Renewables Now

Green Finance
Green Bond

• IFC invests in AC Energy green
bonds to support renewable
development
• This is the first Climate Bond
certified infrastructure-focused
green bond to be publicly listed
in Southeast Asia.
• The five-year green bond is listed
on the Singapore Exchange.

Green Finance
Green Bond

• Danish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er Ørsted
has announced plans help finance new
wind infrastructure via the issuing of green
bonds.
• Target to install 15GW offshore wind
capacity by 2025, and will issue a mixture of
bonds to raise capital.
• The bonds will take the form of eight-year
and 14-year fixed rate options, with a
further 15-year index-linked tranche also a
future possibility.

Climate Change
Climate policies
Carbon Pricing

Climate Change
Climate policies

• Implement carbon pricing in Hong Kong
• Take the lead on fossil fuel divestment
• Solidify Hong Kong as the regional
leader in green finance

Img src : Vox

Climate Change
Divestment Movement

Climate Change
Climate policies

Fossil Fuel Divestment

Img src : ESSC

Climate policies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Climate policies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Thank you
Come join us as member and volunteer!
https://www.fo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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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M]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詻詢

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
在「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中，當局建議向中國購買零排放電力，然而內地發電的質素比香
港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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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本港各方面
的發展。
在價錢方面，兩年前政府亦做過諮詢，都表明從內地買電，成本不菲。在環保方面，國內不同地方
的電力來源都不同，例如天然氣，所以香港並不能控制國內的電力供應。在可靠性方面，內地的停
電時間較長，如果內地要輸電到香港，都有一段距離，發生停電的機會率會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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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本人有以下意見：
一. 由內地輸電到香港有一定的距離，況且內地電力不穩，只會增加香港電力不穩的機會，故此本
人反對向中國買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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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穩定的電力；
三. 爭取以發展中國家/地區名義，因應香港的情況履行《巴黎協定》；
四. 收緊移民政策，收緊內地到香港的自由行政策，減低整體耗電量；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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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hley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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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SPAM]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
與從:
日期: 2019/9/23 下午 08:09
到: comments@susdev.org.hk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Betsy Lee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本人強烈反對從中國購買電。現時，香港已經有兩間電力供應公司，供電量完全足夠及運作
十分良好，看不到需要跟國內買電。
電力是日常必需的用品之一，直接影響香港本地人基本日常生活的運作和需要，本地生產能
有效地控制供應量，及避免被其他因素的影響，政府應謹重以港人利益著想，大前提應該是
自給自足。
假如政府希望發展再生能源，我認為政府應該全力支持本地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同時，也迎
合特區政府支持在高科技發展的政策。本人再一次重申，政府不應實制向中國國內購買電力
或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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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買大陸電

因為香港已現有足夠供應。只要取消 150 個來港配額就可以解決。大陸所提供品質是底質和不可
信。不可以接受的。
BR / Irene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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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SPAM]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反對購買內地能源
從:
日期: 2019/9/23 下午 09:09
到: comments@susdev.org.hk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Chan Tse S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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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會受內地的供電政策影響，可能做成本地供電不穩及成本會於未
來不受約束地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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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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SPAM]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從:
日期: 2019/9/24 下午 04:37
到: comments@susdev.org.hk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colly w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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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現今國際間都祈能為環保多建構想，請勿倒行逆施盼能為保護地球多盡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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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_Late_008
主旨: [SPAM]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從:
日期: 2019/9/23 下午 06:25
到: comments@susdev.org.hk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DanCheu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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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重點無必要及急切性，而大陸供電遠比香港不穩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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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_Late_009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上午 7:35

收件者:
主旨:

comments@susdev.org.hk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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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不必要之措施。
眾所週知本港電力穩定度遠高於中國南方電網，若因向中國買電引致電力不穩，影響本港金融、航運、交通、以至市民
日常生活，則將會成為香港之禍端！再者，香港供電系統穩定及足夠應付，此時實不明白為何要向中國買電，此舉恐將
成為另一次以「高價買東江水」之嫌，本人實不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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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致
Jackie Ng
2019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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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10
主旨: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從:
日期: 2019/9/23 下午 09:48
到: "comments@susdev.org.hk" <comments@susdev.org.hk>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Kat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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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支持本地就業，增加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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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t regards

E_Late_011
寄件者:
寄件日期:
收件者:
主旨: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下午 7:51
comments@susdev.org.hk
[SPAM] Long-term carbon reduction strategy public participation

To the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y submission by Kong Yuen Nam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long-term carbon reduction strategy
As mentioned in the docum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Long-Term Carbon Reduction Strategy\", in order to
meet the objective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the Government hopes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zero-carbon
energy in the power generation fuel portfolio through closer regional cooperation, that is, to purchase renewable
energy from the mainland. I strongly oppose this and strongly recommend that the government develop local
renewable energy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1. The power supply head ring saves doubts, and it is afraid to pass the scourge to other areas.
Hong Kong directly purchases electricity from the mainland power grid. It has no binding power and decisionmaking power over its power supply head. It cannot ensure that its power grid and power generation process are
renewable energy and comply with environmental codes. This makes the use of renewable energy into a bad thing
and puts the environment into the environment. The scourge is passed on to other regions.
2. The risk of nuclear power is high and nuclear power should be reduced.
The paper mentions that in 2050 \"an estimated 80% of electricity needs to come from zero-carbon energy
(renewable energy and nuclear power)\". Hong Kong has long promised to buy nuclear power from Daya Bay
until 2034, which means that nuclear power will continue to be imported after 2034, and it is more likely to
increase its proportion. This move repeatedly ignores the risk of nuclear power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nuclear
leakage. The authorities should actively reduce nuclear power, and it is not more dependent on nuclear power.
3. Develop local renewable energy and adhere to energy independence
The Government claims that the potential of local renewable energy is very limited, and that the purchase of
electricity from the Mainland is the only way out to zero carbon source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development in the local area, and adherence to local energy independence is important for the stability of local
electricity supply. It is also mentioned in the document that \"Hong Kong\'s priority in obtaining renewable energy
is still unknown.\" The reliability of power supply to the Mainland is questionable.
4. We should vigorously develop energy autonomy within the community and revise the profit control agree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and subsidies to enable renewable energy equipment to be
installed in different sectors (public facilities, buildings, etc.)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and supply part of the
electricity to themselves or the community to develop the community\'s \"energy independence\". Allowing both
power monopolies has always limited the government\'s choice of energy.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vise the
profit control agreement and open up the grid. The public can choose th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ower supplied
by renewable energy companies.
5. Start with power demand management and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art from demand management and promote and implement social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For examp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light pollution legislation as soon as
1

possible, restrictions on advertising signs should not be opened during the day, and the promotion and control of
air-conditioning temperatures in government places and shopping malls. In addition, the electricity fee for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users adopts a \"regressive system\", which encourages the use of more electricity in
disguise. Therefore, the \"regressive system\" should be abolished. Among them, public facilities such as hospitals
may be exempted,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the public will be encouraged to save energy and reduce
emissions. responsibility.
The Chengxi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ttee is strictly reviewing the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purchase
of electricity from the Mainland. The amendment of the Profit Control Agreement has enabled Hong Kong and
the community to vigorously develop renewable energy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business sector and the public
through energy tariff reduction. In line with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the goal of energy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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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12
寄件者:
寄件日期:
收件者:
主旨: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下午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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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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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因福島核電洩漏問題，至今多年，仍受問題困
擾，日本人民已經向政府表達，應該減少用核電，香港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因為洩漏後果非常嚴
重，若更依賴核電，會像日本一樣，承受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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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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13
從:
日期: 2019/9/24 下午 12:17
到: comments@susdev.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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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供電至今的穩定，有賴本地發電公司優秀的器材和管理，雖本地發展有多局限，但絕非費力外求可解。可
持續發展方針中，一大要題是「縮短距離」，固此委員會實難說服市民何以聯網：此舉是為本地抑或另有所
圖？委員會必須有根有據陳明，否則即此舉屬短視之為。
一名 香港市民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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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Mr.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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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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ttachment

SM Cheung - Long Term Decarbonization Strategy - Public Engagement.pdf

Dear Council Secretariat,
I am not the Member invited to sent the views on the Long Term Decarbonization – Public Engagement for
your reference, nevertheless, as I am working in the energy sector for around 40 years, I would like to sent
the paper on the captioned for your reference.
Please email or call me if you need any clarification.
Best regards,
S.M. Cheung

Paper on Long-term Decarbonisation Strategy
Public engagement

Prepared by: S.M. Cheung
Email:
Mobile: +852
Date: September 18, 2019

Decarbonisation by means of Renewable Energy


The biggest carbon emission in Hong Kong is from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road transportation



My Suggestion on Long-term Decarburization Strategy in Hong Kong is the using of Renewable Energy (RE)
to replace the conventional energy, including coal and petro-based oil



Sources of RE in Hong Kong shall include the followings:
Type

Description

Recommendation

Biodiesel

Carbon neutral biofuels derived from a specific processing plant, using
waste oil as feedstock

Sufficient resources in Hong Kong, a
workable LT Decarbon measure

Biomass

Biomass is a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 derived from the carbonaceous
waste of various human and natural activities

Sufficient resources in Hong Kong, a
workable LT Decarbon measure

Solar Power

Power directly converted from PV panels

In-sufficient resources in HK

Wind Power

Wind energy is the kinetic energy associated with the movement of
atmospheric air

In-sufficient resources in HK

Hydro Power

The energy in the flowing water can be used to produce electricity

In-sufficient resources in HK

Tidal Power

Energy extracted from tidal waters passing through turbines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Technology immature

Wave Power

Power extracted from waves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the wind with the
surface of the sea

Technology immature

Waste Oil to Biodiesel Systems

Transportation
Transport is 32% energy in Hong Kong
Industrial
6%

Goods Vehicles
Commercial
42%

Residential
20%

Other
32%

Buses

… and 17% of GHG Emissions

Cars
Taxi
Marine & other
Rail

Electricity
Generation

17%

Transport
7%

Other Fuel End Use

5%

Waste

67%

4%
0%

Biodiesel (and biofuels in general) is one of the few options
currently available for reducing transport sector CO 2 emissions

Industrial Process

Biodiesel End Uses
Biodiesel is a clean substitute for diesel fuel in diesel engines –
trucks, buses, construction equipment, ships, stationary generators
Hong Kong Diesel Use

14%
13%

Road
Marine
Industrial
73%

Total Hong Kong market = 1.4 million tons p.a.
B10 biodiesel blend in road sector = 105,000 tons p.a. biodiesel

Waste Oil from Hong Kong and the Region
Used Cooking Oil from Hong Kong
~ 30,000 tpa generated

Grease Trap Waste from Hong Kong Expect 15,000 tpa GTO from GTW in 2011

Grease Trap Waste Delivered to WKTS

160,000
500

Tons of UCO per annum

140,000

450

120,000

400

100,000

60,000

40,000
20,000
-

350

Tons per day

80,00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Biodiesel from Waste is the lowest carbon transport fuel
GHG Emissions
Coal

Fossil Fuels

Gasoline
Diesel
Natural Gas

Palm Oil (Indonesia)
Palm Oil (Malaysia)
Soy (Brazil)

Biodiesel

Soy (USA)
Oilseed Rape (Ger)
Oilseed Rape (UK)
Used Cooking oilUu
& Tallow

Feedstock used in HK
-

20

40

60

Grams of CO2 equivalent per Megajoule

80

100

120

Biodiesel Process Flow
WASTE OIL*

PROCESS

Methanol

Catalyst

Waste from Grease Trap

OUTPUT

BIODIESEL
Waste Cooking Oil

Waste Animal Fat

Oil / Fat
Treatment

Chemical
reaction

Distillation

CRUDE GLYCERINE

Grease from WWTP**

BIOPITCH

Other Oil and Fat

* 1 tons waste oil can be converted to around 900kg of biodiesel
** WWTP, Waste Water Treatment Plant

Biodiesel - Potential Barriers to Use


Engine modifications?

Not required



Infrastructure?

No change



Behavior change?

Not required



Track record?

30 years use in Europe and US



Industry Support

Widespread OEM support



Socio/political/environ?

None for biodiesel from waste



Economics

B5 about 1% higher wholesale

Biofuel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 biofuels largely absent from recent discussions about low carbon
transport and air quality






Biofuel Regulations
•

Fuel quality - must conform to EN14214 standard

•

Labeling required for blends > B5

•

Biodiesel is duty free (but so is fossil diesel)

•

Currently no mandatory blending

Government Demonstration

•

Trials of B5 by some fleets

•

Tenderers win points via use of biodiesel

•

Zero Carbon Building

EPD/ HKU study (2003) on EPD Website

•

Performance and emissions results consistent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

BUT conclusions re engine warranties, roadworthiness, compatibility concerns are
out of date

Biomass for Co-firing in Coal Fired Power Plants

Biomass available in Hong Kong
1. Backyard wood waste:
 Tree waste due to typhoon resulted in 5,000 to 10,000 tons of tree waste pre year.
 There are about 100,000 t backyard wood waste produced in Hong Kong every year.

2. Card board waste:
 A recycling company in Eco-park is now producing 50-100 t/day wood pallet from card board.
3. Kitchen waste:
 2.34 million tons of kitchen waste is generated in Hong Kong per year, these kitchen waste can be
converted to bio-coal for co-firing in coal fired power generation plants
4. Sewage Sludge
 1,200 t/day sewage sludge from waste water treatment plant to T-Park for incineration, can be
carbonised to become biocoal for co-firing in Power Plants in Hong Kong
 Another 600 t/day sludge from industrials in Hong Kong sent to land-fill site

5. Jockey Club
 Horse manure and wood chips of about 130 t/day
6. Other Solid Wastes
 Other solid wastes in Hong Kong included small volume of agricultural waste and Municipal Solid
Waste suitable to produce bio-coal
 Annual volume should be more than 500,000 tons/year

Biomass to Bio-coal Process Flow
SOLID WASTE

OUTPUT

SEMI-TORREFACTION PROCESS

Backyard Wood Waste

Bio-coal
pellets

Combustor
Card Board Waste

Gas

Kitchen waste

Drying
Sewage Sludge

Semi
Torrefaction

Cooling

Pelletizing

Manure
Other solid waste

50% wet

• Energy density 14 GJ/m3
• Calorific value 21.5 GJ/t
• Homogeneous
• No biological reactivity
• Water resistant

Heat
recovery

3% wet

30%
mass
reduction

50%
densification

Volume of biomass converted to Bio-coal
Biomass Type

Backyard wood waste

Estimated tons/year

Yield
Rate

Volume converted to Bio-coal (tons)
@5,000kCal/kg

100,000

50%

50,000

25,000

70%

17,500

Kitchen Waste

2,340,000

50%

1,170,000

Sewage Sludge

650,000

20%

130,000

46,800

60%

28,080

500,000

50%

250,000

Card Board Waste

Manure and wood chips
Other solid waste – agricultural, MSW, etc

Total

1,645,580



After conversion, biomass resources in Hong Kong is able to produced 1,645,580 tons of bio-coal per
year



Around 15,000,000 tons of coal being consumed in Hong Kong, therefore, the carbon free bio-coal is
able to replace around 10% of coal consumed in Hong Kong.

Application of Bio-coal – Co-firing with Coal fired power plant


Pathway to a Low-Carbon Future



Reduces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and air pollutants



Complements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Makes economic sense

About S.M. Cheung


Mr. Cheung started his career as an engineer with the China Light and Power (CLP) Group in Hong Kong in 1980, and has
held progressively senior roles in Hong Kong and China JV Companies. During his 31-year tenure with CLP, he was extensively
involved in projects of different types including coal, wind and biomass energy production; his last position held in CLP was
General Manager of a biomass CHP project in the Shandong Province of China



Mr. Cheung started his venture in biodiesel industry in 2011 by building a 10,000 tons/year biodiesel plant. He is the coinnovator of Vaporized Methanol biodiesel process and owns three (3) patent rights in China, the technology that best fit
biodiesel plant like ASB Biodiesel using waste oil as feedstock



Mr. Cheung was the CEO of ASB Biodiesel (Hong Kong) Limited from 2016 to 2018. He was able to propose process
improvement plans and develop the biodiesel market in US and China



Mr. Cheung was appointed as the Biodiesel Consulta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Innovation Center in Dongguan of China in
March 2018, assist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new biodiesel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developed by professor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Mr. Cheung is the Consultant of Neste Oyj of Finland. Neste is the largest HVO (also known as Renewable Biodiesel) producer
in the World. Mr. Cheung is also currently advising Neste Oyj on its expansion into the China market



Mr. Cheung is the founder of a biomass/solid waste to pellet/biocoal project in Hong Kong and China. The off-takers
including CLP and other major power pla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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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Hong Kong should reduce the city’s carbon emissions.

We call for:-Transforming the economy to 100% renewable energy by 2030, while creating jobs and ending leases and
permits for fossil fuel projects.
- The creation of a new committee on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that includes members of the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scious NGOs and youth representatives.
- 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role: Commissioner for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Declare climate crisis eg. like the UK-Monetary incentives and government policy to support and promote the use and
replacement of electric cars to fossil oil cars-Monetary incentives and government policy to support and promote the use of
electric bus, trams for public transport-Monetary incentives and government policy to support and promote the use of solar
panels and other clean energy instead of dirty energy with carbon emission-All government use cars to be electric instead of
oil based-All government building and projects should has zero carbon emission objectives-All government policy should
has a clause for to minimize carbon emission -All government projects must pass the test of carbon emission test in order to
pass, whether it can contribute to the 2030 zero emission goal. We are AGAINST the Lantau project Lantau Tomorrow
Vision, it will be the MOST carbon emission generating project ever. -No new coal, oil and gas projects-100%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 exports by 2030-Fund a just transition & job creation for all fossil-fuel industry workers.-Set up public
funding/government loans for business and organizations that want to go green i.e. installation of solar panels and clean
energy, replacement of oil based vehicles to electric vehicles.-Set Policy for minimiz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into new
project and building laws, so all new projects and building must adhere to minimal carbon emission policy before getting
the license to open and use the building-Add carbon emission consideration as rating points criteria in al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vesting in the communities affected most by poverty and pollution.-Protecting biodiversity:
Protecting and restoring 50% of the world’s lands and oceans and stopping all deforestation by 2030.-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vesting in regenerative agriculture and ending subsidies for industrial agriculture.-Grow trees, set grow trees
target per year-Public project to promote the growing of new trees-Do Not Touch our country park, Do not approve new
building / estate projects in the country Parks of Hong Kong

SZE MAN FUNG

1

E_Late_017
主旨: [SPAM]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從:
日期: 2019/9/23 下午 09:47
到: comments@susdev.org.hk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 Taylor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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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大陸供電時常出現停電情況，所以根本不符合能足夠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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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 強烈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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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ylor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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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le SPAM] 反對向中國購買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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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更會影響本港金
融、航運、交通、以至市民日常生活。
此外，《巴黎協定》已經為一些面積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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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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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香港市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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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19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上午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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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釐定、電網公司
的電力是否安全可靠、電力的來源。
本人對向中國買電 充滿不信任
一來中國電力不穩 二來應該有本地着手
推行可持續發展減碳大方向
例如現在 地鐵站及商場 冷氣開放過大
應該作出調整 加以規管
發展水力潮發電 風力發電 等可持續發展能源
以確保香港在供電穩定且環保
香港的人口 早在90年代起迅速增長
到現在已經接近飽和 實在有必要暫停150新移民來港 人口多 用電量多⋯人口密集也帶來
很多問題例如 要起更多屏風樓 土地面積發展住屋 少不免減了綠化⋯人口政策和用電是息息相關 由源頭減碳 才是真
正治標以民為本方法
一位為香港前景充滿憂慮的小市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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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20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0:52

收件者:

comments@susdev.org.hk

主旨:

對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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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一向有供電不穩，不時斷電的隱憂，香港應維持自身穩定的電力供應，請委員會代為爭取，謝謝！
一位香港市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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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21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2日星期日 上午 12:02

收件者:
主旨:

comments@susdev.org.hk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詻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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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市民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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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於此，本人希望提出以下建議：
一. 聯網供電會損害供電穩定，故此不能進一步向中國買電。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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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減少港鐵於非繁忙時段的班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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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貨物進口，並實施車輛管
制，以降低本港的碳排放。
本人希望香港的碳排放問題能根治，並以自給自足的方式，實施環境保護並履行《巴黎協定》。
一位香港市民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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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22
寄件者:
寄件日期:
收件者:
主旨: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上午 4:47
comments@susdev.org.hk
[Possible SPAM] é•·é æ¸›ç¢³ç–ç•¥å…¬çœ¾å ƒèˆ‡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以下為我呂文偉對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的意見書
我不同意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並對此表示強烈反對，強烈建議政府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有以
下原因：
1 使用核電屬風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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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守能源自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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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陸供電源頭環保存疑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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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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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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23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上午 12:00

收件者:
主旨:

comments@susdev.org.hk
[SPAM]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強烈反對向中國大陸購電，並強烈建議政府透過其他方法例如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節能減
排，以符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
香港市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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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24
寄件者:
寄件日期:
收件者:
主旨: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下午 10:44
comments@susdev.org.hk
é•·é æ¸›ç¢³ç–ç•¥å…¬çœ¾å ƒèˆ‡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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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減用核電，使用其他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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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本核輻射泄漏事件可見，人類現時完全沒有能力處
理核事故。當局應積極減用核電，並非更依賴核電。應發展其他風險較低的可再生能源。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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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地其實仍有發展空間。當局應探索發展本地可再生能
源的方案，確保供電穩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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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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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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25

寄件者:
寄件日期:
收件者:
主旨: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上午 12:31
comments@susdev.org.hk
[SPAM] é•·é æ¸›ç¢³ç–ç•¥å…¬çœ¾å ƒèˆ‡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區頴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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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貼合環保大趨勢的智能電網
現時很多國家已就智能電網研究及推行中，目標是把再生能源推廣到自給自足的地方，把所得的再
生能源放入電網並減低附近發電廠負荷。這才是推動環保的良方，而非經由超長電鑬來輸電到香
港，完全破壞原意。政府務必認真考慮多方意見，地區性做起，提倡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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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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26
主旨: [SPAM]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從:
日期: 2019/9/23 上午 07:05
到: comments@susdev.org.hk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莫鎧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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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支持本土電力公司
香港已經有中電和港燈，如再引入國內電力，以平價電力打擊本土電力公司，會影響過本地
人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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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_Late_027
主旨: [SPAM] [Possible SPAM]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從:
日期: 2019/9/23 下午 12:35
到: comments@susdev.org.hk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許展晴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如下: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從大陸購入可再生能源，本人對此極為反對，
原因如下：
一、核電安全風險高，一再向内地購入核能為無視大眾對核電安全質疑及核洩漏的風險，當
局應大力減用核電，不應依賴核電。
三、本地有發展再生能源的空間，應該增加本地能源自主對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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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開放電網，讓更多本地公司競爭，讓市民可自行選擇再生能源公司供應的環保電
力。

希望委員會嚴正檢視從大陸購入電力的可靠性及核电之風險，並推動本港社區發展可再生能
源。

E_Late_028

寄件者:
寄件日期:
收件者:
主旨: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下午 3:52
comments@susdev.org.hk
[SPAM] é•·é æ¸›ç¢³ç–ç•¥å…¬çœ¾å ƒèˆ‡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陳令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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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禍害轉嫁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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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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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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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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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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29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下午 1:55

收件者:
主旨:

comments@susdev.org.hk
反對向中國購買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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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特此寫此 email 反對向中國購買電力，原因有二。
一，聯網供電會損害供電穩定
二，向中國買電只是把減排責任推給中國，依賴中國環保政策
市民陸榮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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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30
寄件者:
寄件日期:
收件者:
主旨: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上午 1:15
comments@susdev.org.hk
[SPAM] [Possible SPAM] é•·é æ¸›ç¢³ç–ç•¥å…¬çœ¾å ƒèˆ‡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麥凱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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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電源頭是完全決策權，無法確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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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達致環保目標，一旦核電廠發生事故，亦把
環境禍害轉嫁到鄰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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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切爾諾貝爾事件及日本福島的核電事故所產生的慘
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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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應大力推動再生能源，先安排某些地區先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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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_Late_031
寄件者:
寄件日期:
收件者:
主旨: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上午 11:44
comments@susdev.org.hk
[SPAM] é•·é æ¸›ç¢³ç–ç•¥å…¬çœ¾å ƒèˆ‡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湯祖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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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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32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下午 9:44

收件者:
主旨:

comments@susdev.org.hk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之意見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強烈反對「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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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
案。
首先, 香港直接由大陸電網購入電力，但對於其供電源頭是完全沒有約束力及決策權，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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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並不穩當。再者, 現在香港的部份電力來自中電持股的大亞灣核電廠，其合約期
至2034年，並有可能在之後繼續輸入，甚至提高核電量。此舉一再更增加核洩漏的風險。
現時香港電力自主, 本人實在不明白為何把從內地買電說成「唯一出路」, 更何況文件當中亦提到「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
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作為負責任的政府,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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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巴黎協定》及能源自主的目標本是美事, 但文件卻不能提出有關之可行方案, 卻斷送香港的電力自主和安全, 本人
強烈反對, 並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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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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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33
主旨: [SPAM]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從:
日期: 2019/9/23 上午 11:56
到: comments@susdev.org.hk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黃家豪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提交之意見書
要做真正做到「長遠減碳」，絕不是亂搬龍門把問題轉移。
香港應該長遠考慮發展和研究環保電力，而非盲目採購中國資源。
因此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文件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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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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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_Late_034
主旨: [SPAM]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從:
日期: 2019/9/23 上午 07:06
到: comments@susdev.org.hk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蔡卓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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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支持本土電力公司
香港已經有中電和港燈，如再引入國內電力，以平價電力打擊本土電力公司，會影響過本地
人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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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_Late_035
主旨: [SPAM]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從:
日期: 2019/9/24 上午 10:16
到: comments@susdev.org.hk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鄭啟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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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東江水為例，水質情況惡劣但香港需要履行合約繼續購買，令港人蒙受不必要
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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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_Late_036
主旨: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從:
日期: 2019/9/24 上午 09:05
到: "comments@susdev.org.hk" <comments@susdev.org.hk>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鄭植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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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供電不穩定，有機會影響香港居民
內地的供電並不穩定，斷電停電時常發生，香港應該發展自身的供電能力及利用政策鼓勵減
少商用電來降低對其他地區之供電的依賴，以至能確保香港供電之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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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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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植之

E_Late_037
主旨: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從:
日期: 2019/9/23 下午 07:02
到: comments@susdev.org.hk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霍永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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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_Late_038
寄件者:
寄件日期:
收件者:
主旨: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上午 12:00
comments@susdev.org.hk
[SPAM] é•·é æ¸›ç¢³ç–ç•¥å…¬çœ¾å ƒèˆ‡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本人譚鳳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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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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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強烈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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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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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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39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上午 12:24

收件者:
主旨:

comments@susdev.org.hk
對向中國購買電力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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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建議，希望各委員會成員斟酌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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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40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上午 1:12

收件者:
主旨:

comments@susdev.org.hk
Re：「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詻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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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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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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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41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上午 2:13

收件者:
主旨:

comments@susdev.org.hk
香港電力自給自足 拒買中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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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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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42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上午 2:24

收件者:
主旨:

comments@susdev.org.hk
反對進一步向中國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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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表示反對。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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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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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43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上午 2:31

收件者:
主旨:

comments@susdev.org.hk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

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
當局建議以「 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向中國購買零排放電力，然而本港電力遠比中國南方電網穩定，
為何 本末倒置向電力不穩的中國電網買電，損害供電穩定。
本人有以下意見：
一. 香港應以本地發電為主，確保電力穩定
二. 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及可再生能源比例，代替區域聯網
三. 爭取香港直接向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匯報減排策略
四. 收緊移民政策，減低整體耗電量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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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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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44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上午 3:06

收件者:

comments@susdev.org.hk

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

對於「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中，決策機構建議以「 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向中國購買零排放
電力，本人持有以下意見。

一，廣泛性供電會影響本港供電穩定，故此反對進一步購買來自內地的電力，以確保香港供電系統
不用額外承載負荷，及集中處理香港電力。香港應以本地發電為主，確保電力供應及製造穩定；

二，香港不可持續電力若要進一步發展成可持續發展電力，當局應積極考慮 14 年對未來發電燃料組
的諮詢，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以發展能供應香港的可持續發展電力，代替區域聯網，並考慮發展及
結合科技研究發展可再生能源。

三、當局可參考其他小國的發電設備。自己發展製電設備的長遠成本比長年購買電力或聯網供電的
成本或會較低，未能計劃長遠成本發利益，只用起始成本作為考量，而選擇向其他地方購買電力實
為考慮不足。計算方法亦透明度不足，難以得到納稅人信任。

總括而言，本人並不讚同向中國購買零排放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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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45
寄件者:
寄件日期:
收件者:
主旨: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上午 8:55
comments@susdev.org.hk
抗議考慮使用大陸電

致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請不要讓香港進一步依賴大陸， 你睇返東江水， 而家是以天價價錢供港， 但水質之差令我港必須
再成作高度過濾才可供應給市民。 與其 運用香港資源在大陸建基建設施， 為大陸創造就業機會，
不如在香港自行研發更好的自生資源， 香港中電為香港之光， 若加以發展必定可成為更出色企
業。再講， 核電以外是否有其他選擇， 相信可再進一步研究。
不要賣港， 不要在歷史上成為其中一個賣港黑手。 把香港變成大陸城市。
香港不能靠大陸， 大陸人信唔過。相信大家也有體會， 中國人的劣根性相信要再過兩至三代再可
改變。

從 iPhone 版的 Yahoo Mail 傳送

1

E_Late_046
寄件者:
寄件日期:
收件者:
主旨: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上午 8:58
comments@susdev.org.hk
Change enviroment policy

Please chance the environment policy of this city, you need to reduce pollution levels.Start by switching all public
transports, buses, taxis and ferries to electric ones.We need to stop being dependent on fossil fu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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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47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9:01

收件者:

comments@susdev.org.hk

主旨: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諮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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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香港的情況
以更彈性的方式履行《巴黎協定》；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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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放緩人口增長，收緊移民政策，減低整體耗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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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48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11:50

收件者:

comments@susdev.org.hk

主旨: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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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香港光污染嚴重，限制大型廣告燈，燈箱亮燈時間至晚上十時，午夜十二時後減少亮燈數量，
例如街燈及公共屋邨走廊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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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49
寄件者:
寄件日期:
收件者:
主旨: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下午 12:21
comments@susdev.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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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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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50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下午 2:26

收件者:
主旨:

comments@susdev.org.hk
「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

請多推廣節約用電信息或考慮慳電計畫等，讓市民自發及持續地建立慳電訊息，以取代向其他地方
買電，這樣比較長遠。
而且核電比較危險，除了對環境造成破壞外，亦對人類一大威脅，不想福島事件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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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51
寄件者:
寄件日期:
收件者:
主旨: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下午 4:36
comments@susdev.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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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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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Late_052
寄件者:
寄件日期:

2019年9月22日星期日 下午 10:53

收件者:
主旨:

comments@susdev.org.hk
長遠減碳策略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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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多年來不願發展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並不單是一門生意而是環境所需，政府應該有義務發
展，長期依賴鄰近國家資源亦不能解決源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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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碳天地的建築原意不就正正是推廣可再生能源、自給自足嗎？為什麼香港這麼大就只有「零碳天
地」這一個建築物能以可再生能源運作，推廣可再生能源的力度如此低，的確是一個笑話。政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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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一直容許兩電壟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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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院等的冷氣溫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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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 iOS 版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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