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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六月二 十七日
討論事項

立法會環境 事務委員會
淨化海港計劃第 二期的落實方案

目的
淨化海港計劃（計劃） 是香港最重要的環保計劃之一，目 的在於改善維多利亞港
的水質。計劃包括 興建一個綜合排污系統，以有效、 具效率及可持續保護環境的方式， 收
集和處理來自海港 兩岸的所有污水。本文件旨在：
(i)

向委員詳細匯報計劃第二期 的公眾諮詢所收集到的意見及取向 ；

(ii)

就建議從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 款約1.66 億元進行計劃中最迫 切的環節一事，尋求委員
的支持；以及

(iii)

回應委員在二零零五年四月二 十五日的會議上提出的一些關注事 項；我們在該次會議
上匯報了政府就計 劃作出的決定。

於計劃第二期公眾 諮詢所收到的意見
2.
政府在二零零四年六月至 十一月就計劃第二期進行了為期五 個月的公眾諮詢。我
們收到的意見清楚 顯示：
(i)

市民熱切期望政府盡早淨化海港；

(ii)

大多數人贊成在昂船洲集中處理海 港區域所有污水；

(iii)

雖然有些回應者希望政府一次過落 實計劃第二期甲和第二期乙，但鑑 於計劃的規
模、對財政的影響 ，以及日後污水量增幅方面的不明 朗因素，大多數回應者接受
分階段落實計劃；

(iv)

對 於是否有需要進行污水消毒，特別 是應否採用加氯／除氯程序，回應 者意見分
歧；以及

(v)

市 民認為如能淨化海港，繳付較高的 排污費也是值得的；不過，有些回 應者對排
污費的加幅表示關 注。

3.
就為期五個月公眾諮詢所 收到的意見而撰寫的詳細報告，載 於附件甲。該份報告
及公眾諮詢期間收 到的意見，已上載到淨化海港網站(www.cleanharbo ur.gov.hk )。

政府就未來路向的 決定
4.
在考慮收到的意見後，我 們在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的委 員會會議上告知委員
落實計劃第二期的 下一步工作。政府的決定現概述如 下：
(i)

分階段落實計劃，把海港區域所有 污水集中於昂船洲或附近地方處理 ；

(ii)

致力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完成第 一階段(即第二期甲)；這個階段 包括(a)建造深
層輸送隧道，將現 時未經處理的污水由港島西岸和北 岸輸往昂船洲；(b)擴建現有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 的化學處理和其他設施，以應付源 自港島的污水及日後污水量
的預計增幅；以及(c)興建消毒設施；

(iii)

致力提早在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建 成消毒設施(我們會進一步提升該 消毒設施，作
為第二期甲的一部 分)；

(iv)

(v)

在 第二階段(即第二期乙)，於昂船 洲污水處理廠毗鄰土地興建生物處 理設施；以
及
在 得到市民接受藉徵收排污費以收回 計劃的全部營運經費後，才展開計 劃第二階
段和提早興建消毒 設施；進行第二期乙的另一附帶條 件，是該期計劃的落實時間
須視乎將於二零一 零至一一年度進行的污水量增幅和 水質狀況檢討的結果而定。

5.

在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五 日的會議上，委員初步認為由於近 年香港的人口增長明

顯放緩，因此須仔 細評估實際的污水處理量要求；此 外，亦須審慎考慮修訂排污費計劃 的
建議。委員亦關注 政府有否一套全面水資源管理計劃 以鼓勵節約用水及達致減少污水產
生。下列三章節將 討論委員關注的事項。

全面水資源管理
6.

為了節約寶貴的水資源和 減少污染，政府在全港推行了多項 節約水資源的措施。

由二零零零年起， 政府准許使用閥式沖廁設備，包括 可讓用者視乎需要選擇“全沖水

量”或“半沖水量 ”的“雙掣式沖廁”系統。此外， 准許的最高沖廁用水量也降低了
50% ，由15 公 升減至7.5 公升。上述決定和有 關供應商如何為其沖廁系統申請安 裝前試驗記
錄的指引已在二零 零零年十月公布。綜合多年經驗， 政府將使用該等系統的指引納入香 港
水務標準規格內。 到目前為止，超過40 種閥式沖廁 設備證實符合測試規定。經測試及 格的
沖廁系統清單和相 關的通告及指引已上載到水務署的 網站，以便市民及專業人士查閱。 網
站地址 為 :h ttp://www.wsd.g ov.hk/tc/plumbi ng_and_engineer ing/index.html.
7.
除了推廣新的雙掣式沖廁 系統外，政府也探討其他水資源， 例如廢水循環再用。
預期在二零零五年 八月落成的昂平污水處理廠是全港 第一間三級污水處理廠，經處理的 廢
水會供昂平本區作 沖廁及指定的灌溉用途。我們也計 劃在北區進行廢水循環再用示範計
劃，把經石湖墟污 水處理廠處理的出水供應給區內一 些居民、學校和社區，作沖廁、無 限
制灌溉和水飾等用 途。根據這些試驗性項目所提供的 第一手資料，水務署現正準備在今 年
較後時間進行研究 ，目的是規劃一套互相配合的工程 策略以進行全面的水資源管理。
8.
公眾教育是全面水資源管 理的重要環節。政府已在二零零五 年一月開始推行了一
項全新的節約用水 公眾教育計劃。

污染者自付原則 - 排污費
9.
排污費計劃在一九九五年 起實施。政府當時及其後的政策是 補貼污水處理服務的
建設費用，並按污 染者自付原則收回營運費用。
10.

目前，政府就污 水處理服務徵收的費用分為排污費 及工商業污水附加費（附加

費）兩種。所有排 污者均須繳付排污費，收費劃一定 為每立方米用水1.2 元；附加費 則只
向30 個造成較高 污染量的行業徵收，包括飲食業、 洗熨業及紡織業。就住宅用戶而言 ，如
在四個月的水費結 算期內耗水量不超過12 立方米， 便無須繳付排污費。至於附加費， 每單
位用水的收費水平 視乎有關行業所排放的廢水的污染 物含量而定。
11.
現時的排污費和附加費水平分 別以收回50% 及100% 的相關 營運費用為目標。自一
九九五年實施排污 費計劃以來，這兩項收費從未調整 。在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政府從 排
污費收回4.05 億元，相等於經常費用的 44% 。 來自附加費的收入為1.73 億元 ，成本回收率
為69% 。
12.
根據市民的反應，他們願意就排污服務付出費用以能擁有一個潔淨的海港，政
府決定實行的污水策略，其長遠目的是收回污水處理服務的全部營運費用。作為示
範，我們可假設在二零一三至二零一四年度計劃第二期甲投產的時候須收回十足的營
運費用。就此，住宅用戶的平均排污費將由現時每月11元，經以後8年遞增至26元
（按現時價格計算）。

13.
上述粗略估計已把所有已撥 款進行的排污設施改善工程 (包括 淨化海港計劃及非淨
化海港計劃)計算 在內。雖然在計劃第二期甲和第二 期乙完成後，本港的排污費預期有 所增
加，香港仍然是世 界上排污費最低的主要城市之一。
14.
在處理污染行業排出的廢水 方面，收回十足成本的現行政策將 維持不變。不過，
我們打算檢討該項 計劃的運作以回應業界的一些關注 。有關的檢討包括現時所採用的化 學
需氧量的基本數值 是否仍合適，重估化學需氧量的程 序可否簡化及有效期能否延長。檢 討
結果或會影響附加 費的按量收費表，因此在現階段不 能像預算排污費一般，預計附加費 日
後的加幅。不過， 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由於附加費 現時的成本收回率為69% ，較排 污費
的44% 高，因此 為收回十足成本而實施的加幅，在 比例上應低於排污費的加幅。

計劃的處理量要求
15.
計劃下一項最重要的工作， 是把港島的污水輸往昂船洲處理， 使海港中部持續惡
劣的污染情況得以 改善。有關工程包括興建類似計劃 第一期所採用的深層隧道(附件乙)。
這些隧道將於深入 海平線下130 米的地底興建，並 長時間注滿污水。隧道一旦建成， 即使發
現容量不足，也無 法擴大，以容納更多污水。因此， 我們須從長遠角度審慎評估可能出 現
的人口增長。假如 單單因為現時人口增長較預期緩慢 而降低隧道的設計容量，日後容量 不
足的風險會大大增 加。較為審慎的做法是以計劃集水 區最終能夠容納的人口為設計依據 。
這正是就計劃進行 的環境及工程可行性研究所採用的 做法。該項研究假設有關區域完全 發
展後，最多可容納630 萬人。此外，有一點值得注 意，就是由於深層隧道工程的性質 所限，
即工程需在狹窄的 環境內進行，縮小隧道的直徑能否 大幅降低建設費用，實成疑問。
16.

除隧道的容量外，我們也須 考慮是否有需要增加昂船洲污水處 理廠的最高處理

量。以昂船洲現有 設施的設計，每天只可處理170 萬立方米污水。計劃（第一期及第 二期）
集水區的污水總量 現時已達每天185 萬立方米，超 過該處理廠的最高處理量。我們打 算在二
零一三至一四年度 完成第二期甲。即使人口增長率偏 低，屆時仍需要有足夠處理能力以 處
理530 萬人每天 產生的222 萬立方米污水。請委 員注意：我們會在計劃的詳細設計 階段檢討
人口和污水量的預 測，以及該處理廠的設計處理量。

當務之急
17.
從工程角度來看，第二期甲 能否在二零一三年完成，主要視乎 深層隧道系統建造
工程的進度而定。 因此，我們建議在今年內向財務委 員會轄下工務小組委員會申請撥款
約1.66 億元(按2004 年9月價格計算)，以 便就第二期甲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以及大規模的地

盤勘測和隧道系統 的設計。從勘測所得的地質資料將 有助設計合乎效益的隧道系統。第 二
期甲現時的實施大 綱見附件丙。有關的實施進度將取 決於申請的撥款是否得到及時的批 核
及排污費計劃的修 訂是否順利。
18.

雖然以前進行的研究已證實 計劃第二期甲的環境可行性，我們 仍須進行環境影響

評估(環評)，詳 細研究該期計劃在施工和運作期間 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並建議適當 的緩
解措施，把該等影 響減至可以接受的程度。我們擬於 二零零六年三月展開環評研究(與 地盤
勘測和其他規劃和 設計工作同時進行)，以期在二零 零七年九月完成。
19.
計劃第二期甲的工程包括在 地下深層興建約20 公里的污水輸 送隧道。這些隧道的
規劃和設計工作， 需要專家參與。此外，由於我們對 有關深度的地質狀況所知甚少，因 此
有需要在計劃初期 進行全面勘測，搜集有用的資料， 以便進行隧道工程的規劃、設計、 招
標和建造工作。我 們會委託具備相關經驗和專業知識 的工程顧問進行規劃和設計工作， 以
及就土地勘測提供 意見。由於隧道工程的勘測、規劃 和設計工作十分複雜，而且互相影
響，我們須及早委 任顧問，確保顧問有足夠時間進行 這些工作。我們擬於二零零六年年 初
委任顧問，以期在 二零零九年年初展開建造工程。

20.

擬申請撥款的分項數字如下 ：

百萬元
環評研究

7

地盤勘測

94

設計污水輸送隧道

53

應急費用

12
總計

166

21.
假如未能在今年內獲得撥款 進行這些時限最迫切的工程項目， 計劃第二期甲便無
法如期落實。

徵詢意見

22.

請委員：
(i)

閱悉 計劃第二期的公眾諮詢結果，以及 上文第6至16 段所載的補充資料 ；以及

(ii) 支持 向工務小組委員會申請撥款約1. 66億元，以盡早進行計劃中時限 最迫切的環節
的建議。

環境保護署
二零零五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