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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費近年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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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要聞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昨日開會討
論兩電周年電費檢討，中電與港燈在會
上公布明年電費調整。中電宣布，明年
基本電費維持不變，每度電收費93.7
仙，但燃料費會加至每度電62仙，同時
提供1.3仙地租及差餉特別回扣，最終
平均淨電價為每度電154.4仙。港
燈宣布，明年基本電費為每度電
114.5仙，燃料費加至每度電82.5
仙，港燈提供1仙的特別回扣，最
終平均淨電費為每度電197仙。

由明年元旦起，中電電費較今年
11月加價6.4%，但對比今年1月，累計
加價19.8%；港燈電費較今年11月加
價5.5%，但對比今年1月，累計加價
45.6%。

中電總裁蔣東強表示，國際燃料價
格過去一年多持續飆升，加上俄烏衝突
引發的能源危機，全球多國電費亦不斷
上調，例如新加坡、東京和倫敦的電價，
在2021年1月至今年11月分別錄得43%
至102%的增幅，全球燃料成本上升，
香港亦不例外。為幫助紓緩市民的電費
壓力及鼓勵慳電，中電將發放特別節能
回扣、透過中電社區節能基金撥款。

港燈執行董事陳來順稱，受地緣政

治影響，國際燃料供應緊張，燃料價格
大升。他說港燈已盡最大努力把加幅減
至最低，考慮到加價對基層家庭的影
響，港燈撥出4000萬元推出特別電費
補助，並撥出5500萬元推出一系列紓
困措施和推廣節能工作。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承認，電
力價格昂貴，而兩電解釋加幅是因為國
際能源價格改變， 「能源價格的改變，
如果不容許在電價反映，結果會令電力
供應可能不穩，長遠下去甚至可能電力
公司退出市場。」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質疑政府對
電費加幅的表述是嚴重誤導香港市民，
強調加幅不是5.5%和6.4%，而是
45.6%和19.8%， 「政府係必須要畀香
港市民知道加幅係幾多。」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促請謝展
寰， 「你會不會再把關，再同他們（兩
電）講，雖然他們賺盡8%是合法，但
我覺得（政府）可以 『做多啲』 。」

對於兩電強調俄烏衝突影響本港電
費加價，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學鋒表
示， 「唔知仲以為導彈射咗我哋啲電
廠。」 他強調兩電是公營行業，在艱
難時期應與市民共渡時艱，盡企業責
任。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批
評兩電賺足8%回報，認為應該從
准許利潤撥出部分款項承擔燃料
費。他在環境事務委員會提出無
約束力議案，促請兩電撥出部分

准許回報，紓減電費增幅，最終獲委員
會一致贊成通過。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
形容兩電明年電費加幅是難以接受。她
並稱，內地電網發展漸趨完善，政府可
與大灣區、南方電網協調，並加入大灣
區電網，確保未來內地能有清潔能源長
期供港，減低兩電買電支出，減緩本港
電費加價幅度。

對於檢討《管制計劃協議》的動議，
謝展寰回應稱，未有相關管制的國家，
在今次能源危機下出現電廠倒閉、多
個住宅用戶停電等情況，認為本港相
關管制能提供穩定可靠的電力供應，以
及有相對好的價格，認為有優勝之處。

兩電昨日宣布明年元旦電費加價，中電收費較本月加價6.4%、港燈加價5.5%；
但若與今年一月電費比較，中電按年加價19.8%，港燈按年加價45.6%，平均淨電價
按年升幅創歷年新高，引起社會嘩然。兩電把電費加價歸咎於地緣政治緊張，俄烏
衝突引發能源危機，令國際燃料供應緊張，導致燃料價格大幅上升。環境及生態局
局長謝展寰表示，政府已多次要求兩電降低加幅，並希望不要賺盡《管制計劃協
議》內的8%准許回報率，但兩電不同意，政府 「唔同意都要尊重合約精神」 。

多名立法會議員形容兩電明年電費 「加幅驚人」 ，認為兩電應該負起社會責
任，並促請政府 「做多啲嘢」 ，提議政府考慮更改兩電管制計劃協議。

大公報記者 邵穎、易曉彤（文） 何嘉駿、麥潤田（圖）

兩電狂加價
港燈港燈 45.6% 中電中電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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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有Say：

港燈 中電

資料來源：兩電提交立法會文件

◀兩電在疫
情未止的情
況下，仍用
盡利潤管制
協 議 的 加
幅，令各界
嘩然。

燈飾店：唯有少開點燈
劏房戶：業主一早已加價

掃一掃 有片睇

▲有燈飾店表示，加電費後會在非繁忙時
段關掉部分燈飾，務求 「慳得就慳」 。

中 電

每度電港仙

基本電價
燃料調整費

地租及差餉特別回扣*
2022年特別回扣
平均淨電價

2022年
1月

93.7
38.6
-1.3
-2.1
128.9

2022年
11月

93.7
54.8
-1.3
-2.1
145.1

2023年
1月

93.7
62
-1.3
--

154.4

調整
（與2022年11月比）

凍結
+7.2
--
+2.1

+9.3（+6.4%）

港 燈

每度電港仙

基本電費
燃料調整費
特別回扣
平均淨電費

2022年
1月

109.0
27.3
-1.0
135.3

2022年
11月

109.0
78.8
-1.0
186.8

2023年
1月

114.5
82.5
--

197.0

調整
（與2022年11月比）

+5.5
+3.7
+1.0

+10.2（+5.5%）

+19.8%（與2022年1月比）

+45.6%（與2022年1月比）

疫下搵食艱難，電費
再大幅加價，基層住戶及
燈飾商戶百上加斤，灣
仔、旺角、深水埗多家燈

飾店都表示，疫下生意減少，每月電費
至少四千元以上，冀政府有資助；劏房
住戶表示雖有獨立電錶，但每度電價格
仍是業主 「一刀切」 ，有住戶直指，兩
電未加價，業主已加價，而政府資助都
是直接落到業主，自己從未受惠。

「而家係肉在砧板上，任人宰
割。」 現年70多歲的標叔，一家三口居
於面積僅幾十平方呎的劏房，每月租金
高達5000多元，電費由業主 「均一定
價」 為每度電兩元，他慨嘆， 「中電未
加價，我們已加價啦」 ，對於兩電明年
再加電費，他認為業主亦可能進而上升
電費。標叔說，如今一個月的
水電費已經要一千多元，而用
電作為基本支出，很難節省，
「夏天女兒說很熱，你不可能
不給她開冷氣」 。

住在深水埗劏房的李女
士則希望，兩電在疫下可暫緩
加價。她表示，自己身體殘

疾，只能做一些兼職，一個月有時可能
分文不入，雖然自己所住的劏房有獨立
電錶，但電費價格一向都是由業主直接
釐定，她擔心今次加價可能會令業主相
應提升電費。至於電費資助，李女士則
表示，業主從未提過。

冀政府加大資助
在燈飾舖林立的鴨寮街，店員陳先

生表示，為吸引客人光顧，每天都 「一
定要全開燈和冷氣」 ，每月電費支出達
五千至七千元，而疫情下生意銳減，再
加電費無疑是大負擔。

另外，灣仔一間燈飾舖負責人梁先
生表示，每月電費支出逾萬元，預計兩
電加價後，每月需多付逾千元電費，唯
有於店舖非繁忙時段關掉部分燈飾 「慳

得就慳」 。
而在旺角上海街，不少

燈飾舖門前都張貼有 「大減
價」 的標識，有負責人表
示，如今每月電費要六千多
元，而生意有時一日只不過
兩、三單，冀政府加大對商
戶的資助。

雪上
加霜

2023年兩電電價調整

港 燈：港燈平均淨電費則增至每度電197仙，按年增45.6%。當中包括
基本電費的加幅。3人家庭若每月用275度電。

中 電：中電平均淨電費則增至每度電154.4仙，按年增19.8%。當中包
括基本電費的加幅。3人家庭若每月用275度電。

2022年1月電費：275度×135.3（港仙／每度電）＝約372元
2022年11月電費：275度×186.8（港仙／每度電）＝約513元（貴141元）
2023年1月電費：275度×197（港仙／每度電）＝約541元（貴169元）

2022年1月電費：275度×128.9（港仙／每度電）＝約354元
2022年11月電費：275度×145.1（港仙／每度電）＝約399元（貴45元）
2023年1月電費：275度×154.4（港仙／每度電）＝約424元（貴70元）

三人家庭每月最少加70元電費
燈飾舖店員張先生：

經營壓力增加
•現在電費已很貴，現在疫
情下客人都少了，再加價壓
力一定不小。目前在客人少
的時候少開些燈節約開支。

劏房戶李女士：

疫下盼可不加
•希望疫情下可先不加電
費，現在雖然有獨立電錶，
但電費價格還是業主制定，
資助方面，業主沒提及。

焦點
新聞

Ta Kung Pao

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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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本港天氣預測

21℃-24℃
有一兩陣雨

6 10 11 13 32 3946

-
頭獎：無人中

每注派1,926,660元
二獎：1注中

每注派79,040元
三獎：65注中

15,424,951元
下期多寶／金多寶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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