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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11年，香港的环境呈现可喜新景象，在多方面取得进展。废物回收取得更
好成绩，泳滩水质维持良好，空气质素也持续改善（儘管路边空气质素仍有
待改善）。这些成果举足轻重，證明我们可以逆转及改善受到破坏的环境。

香港的都市固体废物回收率於年内维持一个高水平，全赖社会各界同心协
力，减少及回收都市固体废物。「废物源头分类计划」的覆盖率，现已高达
全港八成家庭住户，而参与的商业楼宇亦愈来愈多。此外，我们继续推行多
项针对个别类型物品，例如悭电胆及充电池的回收计划。另一方面，我们於
2011年设立「社区回收网络」，将回收物料的收集推展至各个方便公众前往

的地方，并增加回收种类。

年内，我们又公布一套综合废物管理策略，以之前的都市固体废物管理政策大纲为基础，继续推
进计划纲领。这套全盘的方案以减废、回收和妥善处理废物为目标，强调叁大策略包括加强推动
减废，致力提高废物回收，建造和扩建设施，以便处理和处置日後产生的废物量 。即使回收率已
达到极高水平，香港仍有废物需要处置。透过引进先进技术，我们能确保废物处置设施可持续使
用。

环境保护署致力改善泳滩水质，成绩斐然。多年来水质持续好转，在2010年，全港泳滩更首次全
部达到水质含菌量指标。所有泳滩的水质在2011年继续符合含菌量指标，促使四个以往因为水质
欠佳和不稳定而关闭的泳滩能得以重开。泳滩重新开放给公众享用，全赖我们在两方面的工作取
得成果。我们一方面在泳滩附近地区完善污水接驳系统，另一方面，前期消毒设施正式启用，用
以消除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污水内99%以上的细菌。当然，若要水质持续改善，仍需全面
实施「净化海港计划」和其他污水收集系统工程，我们现正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空气质素是香港公众关注的议题。在2011年，一些空气污染物的浓度继续维持低於往年的水平，
證明香港以至与广东省携手推展的措施均取得成效。然而，路边空气质素仍令人关注，因此，我
们已宣布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减低车辆废气排放，包括设立3亿元「绿色运输试验基金」、在多条
繁忙路段设立巴士低排放区试点、拨款1.5亿元资助车主更新其石油气的士及小巴的催化器，以及
试验更清洁的能源技术。与此同时，我们所有现行计划均会继续推行。诚然，我们尚有空间更进
一步，未来我们将努力争取公众支持，以推行更多积极行动。

2011年，我们首次与广东省及澳门共同展开为期叁个月的公众谘询，收集叁地居民对《共建优质
生活圈专项规划》初步建议的意见，这是年内另一重要里程碑。谘询期间，我们亦举办了多次简
报会，务求令公众了解到在大珠叁角地区创造绿色及优质的生活环境，区域合作至关重要。

香港也继续履行国际社会责任，矢志应对气候变化。我们藉着环境保护运动委员会推展的「逆转
气候变化大行动」，提高大众这方面的意识。在2011年，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以「纾缓气候变化：
从楼宇节能减排开始」为题展开一连串社会参与过程。我们亦开始担当主导角色，成为C40大城
市气候领袖组织指导委员会成员。除了上述重点工作，我们也落实不同的政策措施加以配合，例
如全面实施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籤计划第二阶段，以及收紧《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则》的标準，以全
面实施《建築物能源效益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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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的绿色经济正在萌芽。2011年，政府先後支持本港环保业界在北京和香
港举办的环保展览中参展，并邀请中国多个省份的代表团到港参加有关活动。香港环保行业的从
业员人数，2010年比2009年增加了11.3%，同期的增值额增长率接近20%。未来我们会继续支持
环保业，让业界把握更多新机遇，茁壮成长。

2011年，香港在改善和保护环境两方面均有长足进展，凭着这股动力，我们当可向前迈进。我相
信只要大家努力不懈，投放更多资源，将来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

本人诚意邀请读者就我们的表现和本报告提供宝贵的意见，帮助我们改进。回馈意见请填写网
上回应表格，或电邮至 epr@epd.gov.hk。

环境局常任秘书长/环境保护署署长
王倩仪太平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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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1. 环境局与环境保护署（环保署）矢志提升香港的环境质素，并主导解决与可持续发展及气
候变化相关的长远问题。

2. 我们负责监督的八项计划纲领都与上述目标相辅相承。我们充分谘询持份者及社会人士的
意见，共同拟定政策和计划。我们亦与广东省和澳门的环保部门群策群力，共同处理与区域环境
相关的问题。此外，环境局和环保署也负责采取措施，确保香港履行关於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
及其他环境问题的国际责任。

3. 在政府内部，我们不断研究如何减轻我们的营运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并支援其他政府部门
管理内部营运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4. 以下是我们在2011年的工作成果概要，并根据可持续发展叁重底线分为环境层面、社会层
面及经济层面。

环境层面 社会层面 经济层面

我们的用电量减少了1.7%，超出 1%的减耗
目标。
提倡环保采购，向政府部门发出通告，建议
将环保特色列为招标要求；编製B5柴油的采
购合约。
推行一系列措施纾减路边空气污染，例如设
立「绿色运输试验基金」、在多条繁忙路段
设立专营巴士低排放区试点、以及资助石油
气的士和小巴车主安装新的催化器。
公布推行「减废․回收妥善处理废物」管理策
略，解决香港的废物问题。
设立社区回收网络。
加入国际性C40大城市气候领袖组织指导委
员会；成立「粤港应对气候变化联络协调小
组」。
香港所有宪报公布的泳滩连续两年均符合水
质指标。
成立户外灯光专责小组，向政府提供意见处
理户外灯光事宜。
扩大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籤计划的涵盖範围，
新增两类产品：洗衣机和抽湿机。
国际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公约的《卡
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伸延至香港。

与广东省和澳门共
同完成了为期叁个
月的公众谘询，收
集公众对《共建优
质生活圈专项规
划》初步建议的意
见。
就建议限制销售能
源效益较低的钨丝
灯泡谘询公众。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展开「纾缓气候变
化：从楼宇节能减
排开始」公众参与
过程。
就扩大塑胶购物袋
环保徵费计划至所
有零售商户谘询公
众。

合共拨款4.5亿元整
治路边空气污染（3
亿元设立「绿色运
输试验基金」；1.5
亿元资助石油气的
士和小巴车主安装
新的催化器）。
透过环境及自然保
育基金预留5,000万
元资助屋苑设立厨
馀原地处理设施。
推行医疗废物管制
计划，规定化学废
物处理中心的使用
者须缴付每公斤2.7
元的医疗废物处置
费。
向环境及自然保育
基金注资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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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告范围
1. 本报告由环境局与环境保护署（环保署）共同撰写，概述我们在2011年为改善香港环境及
纾减内部营运活动的影响而付出的努力，以及对香港可持续发展作出的贡献。

2. 环境局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辖下主管环境及可持续发展事宜的行政实体，环保署则是该
局的一个主要部门。鉴于环境是我们的首要工作重点，本报告因此特意注重环境影响的事项。然
而，我们亦参考「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指引，尽可能涵盖其他可持续发展议题。

3. 本报告的读者群主要有行政、立法两会议员、学术界、环保团体、本地及海外机构和企
业、对环保有兴趣的市民及其他政府机关。

4. 除另行说明外，本报告涵盖的日期由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本报告备有中英
文版，为节省用纸，报告只登载于环保署网页。所有币值单位均以港元计算。我们各计划及政策
的详情已载于《香港环境保护2012》年报。

2011年环保工作报告读后回应
5. 我们诚意邀请读者透过网上回应表格，就我们的环保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6. 2011年报告共获得20份回应，当中大部分均评价报告具可读性（11份回应给予「良好」
评分，8份给予「一般」评分），只有一份回应认为报告的可读性「差劣」。这方面，本年度报告
已相应改良，在保证资料全面的前提下采取更精简的文字和表述方式。至于图表，回应的读者认
为满意（4份回应给予「良好」评分，14份给予「一般」评分，没有「差劣」评分），此外并普
遍认同报告有助外界了解我们的环保工作（10份回应给予「良好」评分，9份给予「一般」评
分，没有「差劣」评分）。回应的读者表示希望日后的报告增加统计资料、插图及其他资料的超
连结。

7. 回应表格询问读者最感兴趣的环保事宜。在营运方面，最感兴趣的课题依次是减少能源及
资源消耗、环境管理系统、废物管理设施和环保采购；在政策与计划纲领方面，结果依次为空气
质素、废物管理、能源管理、水质、噪音管理、可持续发展、环境评估及伙伴合作与推广法规管
理。

8. 回应的读者并表示希望日后报告进一步加强内容。按照感兴趣的次序排列，读者希望获得
更多资料的范围为内部营运的环境影响、改善香港环境、组织架构与管治、与持份者携手合作、
目标、促请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抱负与策略、以及经济影响，我们已尽量在本年度报告提供更多
这些方面的报导及资讯以回应读者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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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部组织及政策概览
1. 组织架构与管治
1.1 环境局是负责制订政府环境保护政策及计划纲领的决策部门，环境局局长直接向行政长官
和行政会议汇报下列叁大计划纲领範畴：

能源，由环境局制定整体政策，当中节约能源的政策则由机电工程署负责推行。
可持续发展。
环境保护，範围涵盖空气质素、环境评估及规划、自然保育、噪音、废物管理及水质。除
自然保育外，所有政策与计划纲领均由环境局辖下的环境保护署（环保署）制定及推行，
自然保育政策则由渔农自然护理署负责。

1.2 除了保护香港的环境，环境局及环保署也设有部门环境、安全及健康委员会，专责管理部
门的可持续发展事务。委员会是一个谘询架构，成员包括管理层及员工的代表，此外我们并设有
能源及排放管理小组，致力找寻有效措施减少部门内部的能源消耗量，以达到我们在《清新空气
约章》所定的目标。（有关我们内部营运的详细资料，请参阅「内部营运的环境影响」。)

2011年资料

职员编
制*

环境局39名员工；环保署1 683名员工。见「鼓励员工参与」。

开支 环境局7,200万元；环保署29.10亿元。见「经济层面」。

设施 环境局：一个办事处；环保署：九个办事处、叁个策略性堆填区及40多个其他设施
（见附件II）。

总部 香港添马添美道2号政府总部东翼15及16楼。

历史 环境局於2007年7月成立；环保署於1986年成立。
* 截至2011年12月31日。

2011年环境局／环保署总部已迁往添马政府总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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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環境局局長

環境局副局長

環境局局長
政治助理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
環境保護署署長

環境保護署

詳圖

環境局
能源及可持續發展科

詳圖

环境局
能源及可持续发展科

環境局副秘書長

可持續發展科

可持續發展評估及可持續
發展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能源科

 《管制計劃協議》

 電力市場的未來發展

 電動車輛

 能源效益及節約能源

 可再生能源

 電力、氣體及燃油穩定供應

 氣體市場發展

 電力及氣體安全

 能源諮詢委員會

財務監察組

能源設施的財務監察

資料及諮詢協議

監察汽車燃料零售價格

電力小組

電力市場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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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署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
環境保護署署長

傳謀關係組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1）

環境評估科

 環境影響評估及規劃事宜

 噪音模擬及消減

水質政策科

 水質政策

 廢物及水質科學

環保法規管理科

 執行環保條例(i)及與業界建
立合作夥伴關係

部門事務科

管理及行政支援(ii)

社區關係組

 鼓勵公眾採納更加環保的生
活方式

中央檢控組

檢控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2）

自然保育及
基建規劃科

自然保育

基建規劃

廢物管理政策科

廢物政策

環境基建科

 廢物設施

 廢物減量

 環保園策劃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3）

空氣質素政策科

空氣政策

空氣科學

流動污染源管制

跨境及國際事務科

 跨境及國際事務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备注︰
(i) 空气、环境影响评估及规划、噪音、废物及水质计划纲领的大部分执法行动由环境法规管
理科负责。 
(ii) 包括部门环境管理、知识管理、员工的职业安全与健康、人力资源管理及资讯科技。

2. 抱负与策略

抱负和使命
2.1 我们的抱负和使命是缔造一个健康宜人的环境，贯彻社区可持续发展，以及确保提供可
靠、安全、具效益和价格合理的能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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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及能源政策
2.2 为实现上述抱负和使命，我们采纳「环保及能源政策」，全面应用於日常工作、计划及内
部营运（详见附件I）。政策的原则包括：

遵从环保法例的条文和精神；
防範於未然，藉着规划和预防措施防止环境污染问题；
随时作好準备，确保发生紧急环境事故时可完善应变；
减少耗用资源；
向员工及公众传达我们的目标；及
为员工提供培训及专业训练。

策略
2.3 我们设立了八项环保策略，确保提高香港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防範於未然：

策略 目标

参与制订政府的政策和规划，包括城市规划。 尽量减低拟议政策、策略和规划对环境造成的
影响。
把可持续性因素纳入决策过程。

釐定并实施改善环境的计划，监察环境质素，
处理污染投诉及污染事件。

直接达致改善的範畴如下：
空气质素
消减噪音
水质
废物管理
自然保育

规划和提供废物管理设施。 确保以可持续的环保方式处理和处置废物。

建立管制法规架构，执行环保法例。 减低污染活动造成的空气、水质、废物及噪音
影响。

制订能源供应政策，并釐定推广能源效益的计
划。

减低生产及使用能源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建立夥伴合作关係，邀请持份者参与。 加强各界合作及改善环境的能力，并且推广可
持续发展。

举办环保教育活动，提高环保意识，鼓励公众
参与。

提高公众环保意识，鼓励各界支持改善香港环
境的计划。

支持有关环境的研究及专业技能发展。 促进香港的环境管理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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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部营运的环境影响
我们的内部营运包括化验所、废物设施和办事处事务。我们已推行下列措施减低内部营运的环境
影响：

实施完善的环境管理系统；
推行措施尽量减少耗用能源及资源；
确保以最符合环保标準的方式管理废物设施；
提倡环保采购。

1. 环境管理系统
1.1 我们采取两种途径管理环境影响：持续监察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活动，以及透过能源
及排放管理小组监察能源／减少排放的表现。我们致力减轻营运活动的环境影响，年内凭着这份
努力取得香港环保卓越计划的「卓越级别」节能标誌和「卓越级别」减废标誌。

1.2 我们各办事处包括环境资源中心与室内空气质素资讯中心的室内空气质素均保持良好。目
前共有16个办事处取得「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检定證书。

2. 减少能源及资源消耗
2.1 我们在减少耗电量、减轻运输造成的环境影响和减少废物叁方面取得理想的成效。

减少耗电量
2.2 我们将善用能源列为优先要务，有关的措施持续取得成效，成功减低耗电量。在2011年，
我们定下目标减少用电1%，结果全年节约用电量达到1.7%（见表1），超标完成。

位於税务大楼内的环保署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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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 2009-2011年耗电量及污染物排放量*

2009 2010 2011

耗电量（百万度） 2.867 2.827 2.779

二氧化碳（公吨） 2 007 1 979 1 945

二氧化硫（公斤） 6 022 5 937 5 836

氮氧化物（公斤） 3 728 3 676 3 613

可吸入悬浮粒子（公斤） 287 283 278
* 由於我们大部分办公室皆位於与其他使用者共用的办公室大楼内，而该等办公室大楼装有共用空调系统，并没有独立

电錶读取我们办公室的空调耗电量，因此我们办公室的耗电量计算并不包括空调耗电量。

2.3 我们的节能管理及实务措施如下：

整体能源管理措施

通过能源及排放管理小组找出更多节约能源的可行途径。
所有办事处及化验室每年进行自我审核，以便找出可以改善的地方。
所有办事处均设有能源监督，专责协调实施节能措施和定期监察节能成效。
遵守政府於2006年所签订《清新空气约章》的规定，申报能源消耗量。

良好作业守则

夏季保持室内温度在摄氏25.5度，鼓励员工夏日穿着轻便衣服上班。
采用分区控制开关及活动感应控制器等节能装置。
以节能照明装置取代老化灯具，如条件许可则装设活动感应控制器。
适当地减少灯的数量，并关掉不使用的灯，加强例行检查及提醒员工离开时关灯。
使用可编程序的时间掣及电脑和办公室设备的节能装置，并购买有能源效益标籤的设备。
关掉不需要的设备，在电灯掣和办公室设备旁标贴节能提示。
提供日常环保小贴士和发出部门通告，鼓励员工遵从环保作业守则。

减轻运输造成的环境影响
2.4 於2011年，我们的车辆行车里数和燃料用量均减少（见表2）。我们设有下列多项良好作
业守则，尽量减轻运输造成的环境影响：

购买或更换新的环保车辆，包括在2011年增购一辆电动车；
新订废物管理设施合约规定承办商须采用混合动力车；
鼓励员工安步当车，如需要乘车则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并尽量使用政府集体乘车制度
共用政府车辆；
提倡环保驾车习惯，例如停车熄匙、只在必要时才驾车外出、行车时保持稳定车速和预先
计划行程尽量缩短行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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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 2009-2011年燃料耗用量及污染物排放量

2009 -2011 年燃料用量

年份 车辆数目 汽油
（公升）

柴油
（公升）

石油气
（公升）

电力
（度）

行车里程
（公里）

超低硫柴油[1]

（公升）

2009 52 辆[2] 100 713 60 2 693 - 673 000 92 000

2010 53 辆[3] 100 631 60 697 979 685 400 91 900

2011 52 辆[4] 99 299 60 734 1 090 661 300 80 900

2009 – 2011年污染物排放量（公斤）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可吸入悬浮粒子

2009 2010 2011 2009 2010 2011 2009 2010 2011

车辆 - 2 2 1 022 1 021 974 178 175 165

船只 8 8 7 4 639 4 634 4 079 183 182 161
註：
[1] 海水监测船「林蕴盈博士号」使用超低硫柴油。
[2] 48辆汽油车、一辆液化石油气车、两辆混合动力车及一辆欧盟二期柴油车。
[3] 47辆汽油车、一辆电动车、两辆液化石油气车、两辆混合动力车及一辆欧盟二期柴油车。
[4] 46辆汽油车、两辆电动车、两辆液化石油气车、一辆混合动力车及一辆欧盟二期柴油车。

减少废物
2.5 我们透过回收及更有效使用资源来减少废物。

2.6 2011年共回收41 223公斤废纸和393公斤塑胶废料，另继续回收用罄的打印机碳粉盒及影
印机碳粉盒循环再造。

2.7 年内善用资源的措施如下：

我们持续推行节约用纸措施，例如采用电子系统申请及办理内部采购和休假事宜，以及推
广以电子方式分享报告和简报材料，年内影印纸用量比2010年减少2.2%；
推行「消耗品及存货回收计划」，循环再用消耗品及存货；
物色到一款电脑软件，有助减低打印机碳粉的耗用量，现正逐步为部门内所有电脑安装此
软件；
推出计划翻新旧电脑捐赠给有需要人士。

3. 废物管理设施
3.1 我们在废物管理设施合约订明条款，确保这些设施符合
国际空气污染物排放标準，例如最新的欧盟排放标準。2011
年，屯门曾咀兴建中的新污泥处理设施亦纳入此列，工程合约符
合最新的欧盟空气排放标準；同样，年内已完竣的化学废物处理
中心提升工程亦符合相关标準。此外，我们现正研究在新界东南
堆填区推行堆填气体使用计划的可行性。

3.2 总体而言，废物管理设施的营运者必须严格遵守合约规
定，完善控制和监察污染物排放，与此同时新废物管理设施的长
期合约现已订明承办商必须实施符合ISO 14001标準的环境管理
体系并取得认證，环境保护署并鼓励新承办商签署《清新空气约章》。

化学废物处理中心的高温焚化炉
（左）及焚化控制中心（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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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倡环保采购
4.1 政府率先奉行环保采购政策，目的是以身作则，为商界起示範作用和促进环保产业的发
展。这方面的具体措施包括：

与政府物流服务署联合制定逾100种产品的环保规格（截至2011年底）；
2011年3月发出内部通告，鼓励所有政府决策局和部门於采购货物及服务时，订定招标规
格需考虑环保因素；
2011年1月与发展局发出联合通告，鼓励公共工程项目使用循环再造及环保材料。
与政府物流服务署紧密合作，一同拟定合约，在2012年1月开始的16个月期内向多个政府
部门供应350万公升B5柴油（含百分之五生物柴油）。

4.2 参与政府为精简程序和减少用纸於2009年9月推行的「电子采购试点计划」。

另请参阅：目标 ─ 我们的进展及2012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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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善香港环境
香港是个人烟稠密、生活步伐急促、工商业活动频繁的城市，不难想像我们的空气质素、水质及
土地资源都承受着多重压力。环境局和环境保护署（环保署）除了有既定的计划纲领防治污染问
题，也一直与其他政府部门紧密合作，寻求和实施其他有效的治理方案。另外，环境局和环保署
亦与广东省及澳门的相关部门共同努力，制订有利区域的发展计划及实现改善珠叁角地区环境的
长远愿景。

下列章节详述我们2011年的工作成效：

1. 清新空气

2. 更佳水质

3. 符合环保原则的废物管理

4. 环保能源管理

5. 自然保育

6. 宁静环境

7. 跨境与国际合作

8. 透过环境评估拟定预防及消减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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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新空气
使命：

透过介入规划过程和执行《空气污染管制条例》及《保护臭氧层条例》的管制规定，使空气质素
达至和维持於令人满意的水平，保障市民大众的健康和福祉。

2011年空气质素
1.1 随着多项本地的管制措施和区域合作的减排工作顺利展开，香港的空气质素持续得到改
善。近年二氧化硫、可吸入悬浮粒子及氮氧化物水平全部下降，然而二氧化氮水平却升高，其中
路边监测站录得的升幅较为显著，此外，空气中臭氧水平亦有所上升。我们现正致力解决这些问
题（见下文）。

1.2 鍳於最新的科学研究结果和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新指引，我们已着手修订空气质素指标。
有关的公众谘询程序经已完成，我们现正整理所有建议，尽快提交立法会审议。

1.3 区域合作方面，粤港两地继续朝着协定目标努力，即在2010年减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可吸入悬浮粒子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至低於1997年水平。我们预期香港这方面可完全达
到2010年减排目标。两地政府现正评估工作成效，据此进行联合研究，进一步规划未来至2020年
的减排工作。

图1 – 1999-2011年香港空气质素趋势

放大 查看資料

表3 – 2011年长期（一年平均）空气质素指标达
标情况

註：“ ” 符合空气质素指标 “ ” 不符合空气质素指标
“--” 无量度

放大

空气污染消减措施
1.4 道路交通：儘管如上文所述，自1999年至今部分主要的路边空气污染物显著减少（见图
1），道路交通仍然是香港主要污染源头。车辆是二氧化氮的主要排放源，而本港的二氧化氮水平
正有上升趋势。有见及此，我们已将减少车辆废气列为优先要务，务求有效整治问题。2011年实
施的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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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3亿元绿色运输试验基金，提倡更环保的运输技术。
禁止汽车引擎空转《汽车引擎空转（定额罚款）条例》。
在铜锣湾、中环及旺角等多条繁忙路段设立专营巴士低排
放区试点。
安装路边遥测设备检测排放过量废气的汽油及石油气车
辆，并预留1.5亿元拨款资助石油气的士及小巴车主安装
新的催化器。
推广及测试电动车。

环保署职员及交通督导员在一架停泊
路边的车旁，向车上的司机宣传「停
车熄匙」。

铜锣湾是设立低排放区的叁个试点之
一。

1.5 发电厂 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全港总额50%，同时也排放
大量的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悬浮粒子。自2005年至今，发电厂的
污染排放水平因实施排放上限已大幅下降（见图2），而根据
2010年12月发表的技术备忘录，发电厂必须在2015年前将上述
叁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减少34-50%，故此未来污染物的排放料会
继续减少。

1.6 船舶：航海运输是香港二氧化硫、可吸入悬浮粒子及氮氧
化物的主要源头。2011年香港政府宣佈多个计划减低船舶污染排放，其中包括提倡使用低硫燃
油。

1.7 非路面流动污染源：机场、货柜码头和建築地盘的非路面车辆及流动机械也会排放空气污
染物。2011年，我们就管制非路面流动污染源的建议标準谘询持份者，目前正在草拟立法。

图2 - 2005-2010年发电厂的排放总量

放大 查看資料
葵青区货柜码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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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佳水质
使命

为香港策划提供污水处理设施、介入规划过程及执行《水污染管制条例》及《海上倾倒物料条
例》，确保香港的海水和河溪水质达至水质指标以及符合各个保育目标，保障公众健康和福祉。

2011年水质概况
2.1 我们推行水污染管制计划，旨在达到海水、河溪和泳滩的水质指标。2011年，连续第二年
全港41个宪报公布的泳滩全部符合水质指标（见图3），令人非常鼓舞。此外，海水及河溪符合
水质指标的情况亦令人满意，达标率分别为75%及88%（见图4及图5）。未来我们会再加把劲，
全力推行我们的水污染管制计划，让香港各处海澄水澈，维持整体水质良好。

图3 - 1986-2011年香港泳
滩符合水质指标的情况

放大 查看資料

图4 - 1986-2011年香港海
岸水域符合水质指标的情况

放大 查看資料

图5 - 1986-2011年香港内
陆水域符合水质指标的情况

放大 查看資料

优化海港水质
2.2 「净化海港计划」是一套完善收集、处理和处置维港两岸排放的污水的策略。「净化海港
计划」第一期工程於2001年投入服务，让维港集水区75%的污水得到有效处理。2010年，「前
期消毒设施」正式投入服务，负责消毒经处理污水。「净化海港计划」第二期甲的建造工程目前
正在进行，预计於2014年投入服务，届时馀下25%污水便可得到妥善处理和消毒。为确保维港水
质长期令人满意，我们正研究「净化海港计划」第二期乙工程采用更高的污水处理级别的地下生
物处理设施。2011年，我们完成了城市规划程序，改划设施选址的土地用途。

示意图显示「净化海港计划」第一期及第二期
甲工程所建造和实施的污水输送系统，以及第
二期乙工程拟建的生物处理厂位置。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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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滩和腹地
2.3 2011年6月，四个以往因为水质欠佳而关闭的荃湾泳
滩，包括近水湾、更生湾、海美湾和丽都湾，重新开放给市民畅
泳。该区另叁个泳滩的水质亦令人满意，待至泳滩设施完善後便
会重开。泳滩得以重开，有赖两项有效措施：「净化海港计划」
的「前期消毒设施」以及持续推行的「乡村污水收集系统计
划」，安排村屋接驳公共污水系统。

2011年6月四个关闭的荃湾泳滩重
开，其中包括之前泳客不可使用的海
美湾。

查看資料

另请参阅：目标 ─ 我们的进展及2012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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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符合环保原则的废物管理
使命：

为香港策划一套可持续的废物管理策略，提供废物管理设施及执行《废物处置条例》下的管制，
保障公众健康和福祉，确保市民不会因废物处理和处置不善而受到不良环境因素影响。

3.1 纵使近年减少堆填处理的废物量取得不俗成绩，香港堆填空间短缺的问题仍然迫在眉睫，
多个堆填区预料会在2010年代中至後期饱和。2011年堆填区处理的固体废物总量约为491万公
吨，比2004年减少23%及比2010年减少2.6%。自2004年至今，家居废物量减少了15%，工商业
废物量则维持平稳。

图6 - 2004-2011年堆填处置的各类固体废物

放大 查看資料

 

放大

3.2 2011年，我们宣布实施综合废物管理计划，透过一系列以「污染者自付」为本的政策，诱
导社会大众更积极回收及减少弃置废物。各项计划的详情如下。

源头减废
3.3 我们於2005年推行「废物源头分类计划」，截至2011年底，共有1 791个屋苑和732座工
商大厦参加本计划。2011年设立的社区回收网络以「废物源头分类计划」範围以外的地区为目
标，收集的可回收废物类别亦更多。

3.4 生产者责任计划将扩大规模。2011年，我们就扩大强制性塑胶购物袋环保徵费範围至所有
零售商展开公众谘询，此外并就废电器电子产品筹备推出第二套强制性生产者责任计划，并安排
於2012年就推行都市固体废物收费谘询公众。

在学校推广「社区回收
网络」的教师指南。

时任环境局副局长潘洁博士在宣
传「扩大塑胶购物袋环保徵费计
划」展览中与小朋友享受智乐遊
戏的乐趣。

发展废物设施
3.5 扩展堆填区：我们继续筹备扩建叁个策略性堆填区的处理量。在这方面2011年我们取得下
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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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完成新界西堆填区扩建计划的可行性研究；
管理新界东北堆填区扩建计划的设计和建造顾问合约；
进行新界东南堆填区扩建计划的重新规划土地用途。

3.6 废物处理：我们已规划多项废物处理设施，以处理及缩减废物体积。2011年进展如下：

环境谘询委员会通过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第一期工程两个选址的环评报告，政府已决定在石
鼓洲附近建造一个人工岛发展综合废物管理设施。
有机资源回收中心第一期已展开招标程序，希望设施可以尽快启用。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已拨款5,000万元资助屋苑回收厨馀原地堆肥。
污泥处理设施动工兴建，预计可於2013年尾开始运作。
详情请参阅《香港环境保护2012》废物形形色色 因物制宜

特殊废物
3.7 我们并於2011年推出医疗废物管制计划，规定废物生产者妥善收集、运输和处理废物。这
类废物由化学废物处理中心处理，使用者需缴付废物处置费，每公斤约2.7元。

图7 – 2011年化学废物处理中心处理的废物量

查看資料
化学废物处理中心2011年共处理12 752公吨废物。这所设施的环境控制措施齐全，符
合现行欧盟排放标準 。

另请参阅：目标 ─ 我们的进展及2012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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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保能源管理
使命：

确保可靠和价格合理的能源供应，提倡有效率和安全的能源使用，并将生产和使用能源对环境造
成的影响减至最少。

减少楼宇耗能
4.1 香港建築物的耗电量占全港总耗电量近九成。因此，政府致力提高建築物能源效益，从而
减低耗能水平。《建築物能源效益条例》（香港法例第610章）将於2012年9月21日起全面生
效，订明新建築物和现有建築物主要装修工程的照明、电力、空调、电梯及自动扶梯的装置必须
符合「建築物能源守则」的基本能源效益标準。政府并透过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现有建築物
提高能源效益（见表4）。

表4 – 环保基金资助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综合审计和能源效益项目（截至2011年12月31日）

接获申请宗数 超过1 500 宗

批出申请宗数 791宗

资助金额 3.09亿元

受惠楼宇 超过5 300座楼宇

每年节省电力 约1.4亿度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约98 000公吨

图8 – 香港耗电现况

2010年各行业用电情况

 

现代化写字楼大厦用电情况

推广更富能源效益的照明装置
4.2 香港的照明用电量在过去十年平均占总用电量15%。鉴於钨丝灯泡发热消耗了九成电力，
政府於2011年就限制销售能源效益较低的钨丝灯泡谘询公众。政府亦积极应对就户外灯光可能引
致能源浪费和光滋扰的问题，并已成立户外灯光专责小组编製《户外灯光装置业界良好作业指
引》，2012年一月发出。

 

这款家居灯饰采用钨丝灯泡（右图）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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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益标籤
4.3 2011年9月，「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籤计划」第二阶段正式推行，涵盖範围扩展至洗衣机及
抽湿机。本计划於2009年开始推行，涵盖的首批产品包括空调机、冷冻器具和紧凑型荧光灯（悭
电胆）。「自愿性能源效益标籤计划」於1995年开始推行，一共涵盖了共19种产品，包括2011
年新增的LED灯。

另请参阅：目标 ─ 我们的进展及2012年目标。

22

http://sc.isd.gov.hk/gb/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9/16/P201109150264.htm
http://www.emsd.gov.hk/emsd/schs/pee/eels_vlntry.shtml


5. 自然保育
使命：

在顾及社会和经济因素的考虑下，以可持续的方式维护香港的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使现在和
将来的市民均可享用这些资源。

保护公园环境
5.1 政府制订自然保育政策，要旨在於规管、保护和管理对香港生物多样性保育工作至为重要
的天然资源。香港设有24个郊野公园、四个海岸公园和一个海岸保护区，全部受到法例保
护。2011年，香港地质公园正式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其後重新命名为中国香港世界地质公
园。

 

西贡的六角形火山岩柱是中国香
港世界地质公园的独有特色。 地质公园遊客中心展出多种化石及模型供公众观赏。

保护郊野公园不包括土地
5.2 郊野公园周边有不少毗连或邻接土地并未划入公园範
围。截至2011年底，全港77幅「不包括土地」已有42幅推行城
市规划措施。2011年6月，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宣布延伸管理协
议计划範围，以保护具保育价值的私人拥有「不包括土地」。

保障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安全
5.3 国际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公约的《卡塔赫纳生物
安全议定书》於2011年5月延伸至香港。为确保我们的法律和政
策符合公约及议定书，香港於2011年3月开始实施《基因改造生
物（管制释出）条例》。

塱原是香港其中一个具重要生态价值
的自然地点。

另请参阅：目标 ─ 我们的进展及2012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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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宁静环境
使命：

透过制定噪音政策，介入规划过程，推行噪音消减措施以及执行《噪音管制条例》，以预防、尽
量减少和解决环境噪音问题。

消减交通噪音
6.1 香港有逾百万名市民受交通噪音滋扰，与此
同时亦有过百万人受惠於环境保护署多年来推行的
噪音缓解措施，包括在城市规划过程提出建议、纳
入新道路规划的噪音缓解措施，以及在现有道路装
设隔音屏障和铺设低噪音物料。截至2011年底，本
港已有八个现有路段装设隔音屏障，使33 000人受
惠，另有53个路段重铺低噪音物料路面，受惠的市
民多达98 000人。

东涌居民较少受
交通噪音滋扰，
因房屋发展项目
在早期规划阶段
便考虑了适当噪
音缓解措施。

噪音规划建议／个案： 早在规划阶段听取意
见，有助纾减交通噪音问题。

2011年处理了1 205宗噪音规划建议／个案。

放大 查看資料

图9 - 1990-2011年安装隔音屏障为市民
减低交通噪音总结

自1990年至今，我们装设的隔音屏障已
为323 000位市民创造更宁静环境，总费用达31
亿元。另外，至今我们共斥资 4.3亿元为超过     
7 900 个住宅单位安装隔音设施。

放大 查看資料

创新的噪音缓解措施
6.2 我们不断开拓不同的新方法缓解噪音，例如其他可行的低噪音路面设计，以及最近透过安
装减音窗减低噪音对受体的影响。

另请参阅：目标 ─ 我们的进展及2012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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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跨境与国际合作
使命：

致力整治跨境污染问题及促进区域与国际合作，藉此保护环境。

与广东省通力合作
7.1 香港与广东省多年来一直保持合作，致力改善双方共同关注的环境问题。2011年我们在各
重大合作领域均取得进展：

空气质素：由2006年至2011年，珠江叁角洲地区二氧
化硫、可吸入悬浮粒子及二氧化氮每年平均浓度分别下
降49%、14%及13%（详见「清新空气」）。污染情况
得以改善，有赖两地共同采取减排措施。粤港两地现正
进行联合研究，共商改善空气质素的下一步行动。
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政府在2008年开展的「清洁生产伙
伴计划」，截至2011年底已批核超过1700份来自珠叁
角地区港资工厂的资助申请。
水质：香港和广东省继续进行联合研究以评估珠江河
口的纳污能力。此外深港两地亦已完成《大鹏湾水质区域控制策略》第一次回顾。

时任环境局局长邱腾华先生於「粤港清
洁生产伙伴」标誌计划颁授仪式致辞。

编制区域合作规划
7.2 香港、广东省和澳门现正共同开展编制《共建优质生活圈专项规划》（《专项规划》）的
研究工作。《专项规划》的目标是要将大珠叁角地区打造成一个低碳、高科技、低污染的优质生
活城市群。2011年9月至11月，《专项规划》的初步建议进行了共同公众谘询，合共收到约90份
回应，在未来编製《专项规划》最终定案时将会充分考虑。

时任环境局副局长潘洁博士在2011年10月进行的公众论
坛介绍《 共建优质生活圈专项规划》初步建议（左），右
图是相关的公众谘询文件。

与其他内地部门及澳门合作
7.3 香港积极与邻近的深圳及澳门紧密合作。我们与深圳订有「清洁生产工作合作协议」，截
至2011年底深圳方面已批出400份资助申请。2011年，双方并就汽车废气管制、电动巴士及船只
改用更清洁能源等课题交流专业技术。

7.4 2011年我们与澳门特区政府合作，交流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影响评估（环评）、危险废物
管制、空气质素监测、环境教育和水质监测的经验与心得。

7.5 我们也经常与内地其他省市的官员研究共同关注的课题。2011年，环保署职员分别与福建
省、北京市、云南省、长春市政府、泛珠叁角各省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同侪会面，广泛交流
各类环保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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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积极推动环保行业发展。时任环境局局
长邱腾华先生（右二）於2011年6月在北京举行
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上，欢迎国
家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右一）到香港馆参观先
生。

应对气候变化
7.6 2011年5月，香港正式成为C40指导委员会成员，该会的职责是制定C40的工作路向。此
外，环境局局长6月到巴西参加C40气候峰会，同年12月环保署人员亦随同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南非
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7.7 2011年8月，我们成立了「粤港应对气候变化联络协调小组」，加强合作控制区内温室气
体排放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香港及广东省政府代表於香港举行的粤港合作
联席会议第十四次会议期间，出席签订《粤港
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协议》仪式。

 图10 – 1990-2009年温室气体排放量

放大 查看資料

另请参阅：目标 ─ 我们的进展及2012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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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透过环境评估拟定预防及消减措施
使命：

评估发展工程项目、计划及策略可能引起的环境影响，并确保推行适当措施，避免潜在的污染问
题发生，藉此防範环境污染。

《环境影响评估条例》
8.1 《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环评条例）是监管指定工程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环评）的主
要法律框架。《环评条例》自1998年实施至今已有162宗环评项目获得批准。

香港的环评条例在国际广受注视。我们的环评条例网站的浏
览访客来自世界各国，当中香港（每年约300 000次点
击）、中国及美国浏览访客最多。虽然点击数字时有波动，
但过去四年平均每年也有160万次点击。

策略性环境评估
8.2 大型规划及发展倡议项目须在决策早期进行策略性环境评估（策略性环评），藉此确定可
能引致的重大环境问题和建议预防或缓减措施。2011年有多宗大型策略性环评进行，包括「以填
海和岩洞发展增加土地供应」的研究，和「铁路发展策略2000」的检讨修订研究。

网上策略性环境评估知识中心於2005年推出，为公众提供方
便途径查阅策略性环评报告、研究概要、手册、各地经验及
其他相关资源。2011年政府上载了两份关於香港的策略性环
评资料到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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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及计划
8.3 政府辖下各决策局及部门向政策委员会、行政会议、立法会各委员会等组织提交政策和计
划建议文件时，必须列明其建议对环境及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影响。2011年，我们审阅了逾310份
拨款申请及政策建议的环境影响，另处理165宗可持续发展评估。

另请参阅：目标 ─ 我们的进展及2012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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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会参与层面
保护环境是社会各方的共同责任，政府一直与所有持份者紧密合作，共商解决方案纾减他们对环
境造成的损害，与此同时也徵集公众对主要措施的意见，致力寻求共识。我们设有林林总总的计
划，全方位推广公众的环保及可持续发展意识，倡导每位市民身体力行保护环境。

1. 夥伴合作与推广法规管理

2. 促进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3. 谘询公众

4. 鼓励员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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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夥伴合作与推广法规管理

夥伴合作
1.1 我们致力拓展夥伴关係，向业界宣传守法和良好作业守则。我们分别与本港四个主要行业
建立了正式夥伴关係，包括建造业、物业管理业、饮食业和汽车维修业。我们於2011年与行业夥
伴协办了多项活动，其中包括：

「优质餐饮业环保管理计划」，旨在倡导本地饮食业界超越环保法规的要求；
为物业管理从业员举办研讨会介绍最新的「医疗废物管制计划」共有124位人士参加；
与香港建造商会协办「绿色采购」会议，鼓励业界采购环保产品；
举办工作坊推广尽量消减建築噪音和妥善申请建築噪音许可證，共有逾250名人士参加；
为参与发展局辖下公德地盘嘉许计划及区议会「优质大厦管理比赛」的建築地盘及现有楼
宇，进行逾180次实地环境审核；
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和两个行业商会携手举办2011-13年汽车维修业环保亲善大使委任典
礼；
为香港专业教育学院中式餐饮业务文凭学员举办环保讲座，以推广环保管理意识；及
就多项影响业界的环保计划和措施，举办39次研讨会及讲座，共2 800人参加；另外，与
业界举行了37次会议。

1.2 年内我们与多个行业组织合作推行碳审计和减碳计划，举办连串培训工作坊、考察参观、
研讨会和相关活动。2010年，我们委託香港中华总商会製作网上「碳管理系统」，网站已於2011
年1月投入服务。

2011年6月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和香港多个主要饮食业商会举办资讯交流会期
间，参加者实地视察本港食肆的环保装置，例如罩式静电除油烟器（左）及
具备热回收功能的蒸柜（右）。

法规管理支援服务
1.3 环保署透过一站式行业环保支援中心为个别经营者提供资讯和指导意见，此外并可安排面
对面谘询服务，帮助他们申领环保署的相关牌照。2011年我们每月平均处理598宗个案，另接
待亚洲环境守法与执法网络(Asia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Network)访问
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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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环境守法与执法网络代表到访环保署行业
环保支援中心并与环保署交换纪念品。

企业环境管理
1.4 环保署致力倡导公私营机构推行企业环境管理。2011
年，我们为香港特许秘书公会举办环境管理／报告技术研讨会，
此外也特别开设网站，鼓励上市公司上载环保工作报告与大家分
享，成为工商企业的先导模範。目前所有政府决策局及部门均有
委任环保经理和每年出版环保工作报告（见附件III）。

环保署已设立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
系企业网上名单，由通过认證的企业
现身说法，解释为甚麽要申请认證和
上载意见及建议。这项计划自1997年
推出以来获得超过 170间机构回应支
持。

环保署为香港特许秘书公会举办研讨会推广环保营商手法，双
方代表摄於会上。

另请参阅：目标 ─ 我们的进展及2012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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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促进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2.1 我们许多计划和政策都有赖社会共同参与支持，才可水到渠成。为此，我们透过各种计划
促进公众采取行动和推广环保意识。

资助社区环保项目
2.2 政府以财务支持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环保基金）和可持续发展基金，透过它们资助环保
团体、学校、社区组织、学界和社会各方推行的环保及可持续发展计划与项目。

2.3 环保基金专门资助本地非牟利机构。基金於2008年获政府注资10亿元，2011年再获注资5
亿元。近年的资助计划包括：

2009年推展4.5亿元建築物能源效益计划，资助大厦业主提高能源效益，截至2011年底已
批出逾3亿元拨款。
2009年并推出「非政府机构进行的节能项目」。截至2011年底，合共批出逾5,800万元拨
款。
2011年预留5,000万元资助各屋苑设立厨馀原地循环再造设施。
其他资助项目主题详见表5。

表5 - 自2008年起环保基金的资助项目*

项目主题 项目宗数
资助金额(百

万元)

环保研究、技术示範和会议 63 56

环保教育和社区参与项目 72 21

学校及非政府机构小型环保工程，例如安装绿化屋
顶、可再生能源设施及节能装置等

723 264

社区废物回收 43 64

屋苑厨馀循环再造 11 9

建築物能源效益资助计划  309
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综合审计项目 119
能源效益项目 672

非政府机构进行的节能项目计划  58
能源改善项目 143
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综合审计 14
节能教育计划 25

*资料截至2011年12月31日

2.4 可持续发展基金2011年批出720万元资
助七宗项目，向社会各界提倡可持续发展概念及
作业守则。由2003年至今，基金合共拨款4,240
万元资助45宗项目。

「非政府机构进行的
节能项目」计划下其
中一项能源改善工程
— 安装隔热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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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环保意识
2.5 2011年，我们举办逆转气候变化大行动，透过研讨会、刊
物、讲座和展览等使社会各界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

2.6 香港环保卓越计划2011年吸引超过600间公司和机构参
与。

2.7 年内到我们环境资源设施参观的访客数以万计（见下列统
计数字），我们亦经常举办工作坊、讲座、比赛及其他活动传达环
保资讯。

2011年社区培训及环保意识外展活动统计数字

环境资源及教育设施和访客中
心：

7项设施，访客逾112 000人
次（分拆数字见图11 ）

社区环保意识推广讲座： 8次， 共253人参加

公务员环保培训课程： 20次讲座，共305人参加
2011年 环保署在港九新界多个热
门商场及其他场地举行巡迴展览庆
祝成立二十五周年（上），展览摊
位设有主题互动多媒体遊戏，访客
可透过参与了解环境保护工作
（下）。

图11 – 2011年参观各设施的访客人数

我们的设施设有环境主题展览和可亲身体验的展品，访客并可
参加导赏团和教育工作坊。

查看資料

与学校及青少年携手合作
2.8 2011年，我们继续努力鼓励年青一代参与环境事
务。於2011-12年度，共有超过15 300名学生参加「学
生环境保护大使」计划。年内，环保会并联同国际珍古
德（香港）协会在五间小学试验推行环境教育课程。

2.9 环保会也透过香港绿色学校奖鼓励学校绿化校园
和实行绿色管理。2011-12年度共有228间幼儿学校及
中小学参与此奖励计划。另一方面，学校废物分类及回
收计划亦吸引1 048间学校参加。

2.10 可持续发展学校奖励计划和可持续发展学校外展
计划的要旨都是倡导低碳生活，後者2011年共吸引约60
间学校参与。两套计划均由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办。

参加「学生环境保护大使计划」培训的学生参
观南生围（左）及回收厂（右），加强环保意
识。

得奖绿色学校的代表向访客介
绍校园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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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资讯
2.11 市民及经营者可透过环境保护互动中心查阅和下载特定的环境数据、申请牌照及许可證和
在网上付款。我们还定期发表下列环境数据供市民参考：泳滩水质；空气质素；珠江叁角洲区域
空气质素；检控数字；环境影响评估；固体废物量；河溪及海水水质。

另请参阅：目标 ─ 我们的进展及2012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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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谘询公众
3.1 社会参与过程 的作用是谘询公众对主要政策措施的意见。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与环境局的可
持续发展科一直紧密合作，2011年联合展开「纾缓气候变化:从楼宇节能减排开始」的社会参与过
程，年内先後举办28场社会参与活动，包括五次地区论坛，吸引1 300名持份者参与，共收到约1
700份公众意见书。委员会将於2012年向政府提交报告及建议。

3.2 公众谘询 是就个别影响广大社会的建议徵集意见的渠道。2011年，我们分别就扩大塑胶
购物袋环保徵费至所有零售商户以及限制销售能源效益较低钨丝灯泡的建议展开公众谘询。

3.3 定向谘询 的对象是受新建议方案直接影响的持份
者。2011年，我们就新登记车辆排放标準由欧盟四期收紧至欧
盟五期的建议谘询运输业，此外并就为非路面车辆及流动机械
引入法定排放标準的建议谘询有关的持份者。我们又循公众持
续参与的途径，继续鼓励各社区对综合废物管理设施和堆填区
扩建工程发表意见，包括与有关的区议会及乡事委员会、潜在
易受影响地方的代表和其他主要持份者会面共商。

3.4 区域公众谘询：2011年，粤港澳叁地政府就《共建优质
生活圈专项规划》的初步建议共同进行了为期叁个月的区域公
众谘询。

3.5. 定期会议：我们也定期与立法会和环境谘询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商讨我们各项政策及计
划。

时任环境局副局长潘洁博士（中）与其
他政府部门代表摄於《共建优质生活圈
专项规划》公众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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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鼓励员工参与
4.1 我们深明员工的努力是工作成功的要素。为此，我们不遗馀力地促进他们参与和工作相关
的事宜，同时提供培训，致力保障和增进职业安全与健康的意识，支持他们在专业及个人两方面
的发展。

员工概览
4.2 按性别及职位划分的最新员工组合如下：

图12 - 按性别及职级划分的员工组合 （截至2011年12月31日）
环境局
编制：39 名员工

环境保护署
编制： 1 683名员工

与员工沟通
4.3 我们很重视与员工良好沟通，这有助了解互谅和促进在工作相关事宜上同心协作，还可广
开渠道让员工表达心中的关注和疑虑。我们设有部门协商委员会，成员包括员工和管理层代表，
每叁个月举行一次会议，另亦指派委员会成员加入部门环境、安全及健康委员会。

安全与健康
4.4 环保署一直推行全面的安全管理制度，辖下所有行政及功能组别也设有安全代表，并每年
进行内部安全及健康检查。

4.5 我们亦提供职安健培训，2011年合共举办80个课程，共有逾310名员工参加。我们并会每
日透过内联网系统向全体员工发出安全提示及实用贴士。

4.6 2011年的职业意外受伤数字为每千名员工1.8宗，有关的员工主要是因为滑倒、绊倒／从
高处堕下、提起／搬动物件或被物件碰撞而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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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与发展
4.7 2011年我们的员工平均参加了3.2天培训（见表5），年内举办了22次内部工作坊，共有约
900位职员参加，讲题涵盖投诉处理、诚信、执法及检控技巧等。我们并安排了28位年青专业人
员和督察到广州暨南大学参加研习课程，让他们瞭解内地的行政、司法及公务员制度、国家规划
和环境管理实况。同年，94位员工参加了公务员事务局举办的调查技巧培训课程，加强搜集證据
和检控的技能与技巧。

4.8 环保署并透过「环境工程毕业生培训计划」促进环保工程专业的发展。年内共有53名环境
工程系毕业生在环保署接受在职培训。

表5 - 2011年员工培训资料

员工职级 平均培训日数

高级管理人员 1.9

专业人员 4.4

督察 4.2

其他员工 0.5

每名员工的平均日数 3.2
註： 根據培訓的公務員及非公務員員工計算。

环保署新员工参观工
厂瞭解相关的环境影
响，属入职培训课程
一部分。

 

员工的环保意识
4.9 我们每年也举办活动增进员工及家属的环保知识，让他们
贡献社会，此外也筹办各类员工联谊，增进团队精神和促进员工
之间的友谊。2011年的活动包括：

香港珊瑚礁普查；
绿色力量环岛行；
第35届毕拉山（古蹟）越野长跑赛；
苗圃行动主办的苗圃挑战十二小时；
公益金活动，包括公益行善「折」食日、公益绿识日、公
益服饰日和公益爱牙日；
社区活动，例如慈善机构举办的白米义卖和玩具捐赠活
动。

环保署员工与家人到内地旅遊 。

环保署员工参加第35届毕拉山（古
蹟）越野长跑赛。

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谢展寰先生（中排右九）出席员工
篮球锦标赛及颁奖予胜出队伍。环保署每年也举行颁奖
典礼嘉许在体育和其他活动表现傑出的员工，以及表扬
服务环保署满20年的员工。

另请参阅：目标 ─ 我们的进展及2012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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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经济层面
1. 可持续发展的投资
1.1 政府每年投入数十亿元的公帑，致力长远地改善香港的环境。2011年，不计算大型基建工
程项目的投资在内，环境局与环境保护署（环保署）的开支总额超过29亿元。

环境局及环保署2011年开支

环境局开支总额：7,200万元 环保署开支总额：29.10亿元（不包括大型基建工程项
目）

2. 政策与计划纲领的经济影响
2.1 我们支持污染者自付原则，赞同污染者应承担清理和防治污染的部分费用。我们也藉着经
济手段诱导经营者放弃不可持续发展的作业方式，同时提倡更环保的技术及作业方式。

污染者自付措施
2.2 在2011年，我们推行了「医疗废物管制计划」，规定化学废物处理中心的使用者缴付每公
斤2.7元的医疗废物处置费。年内我们亦就「扩大塑胶购物袋环保徵费」至涵盖所有零售商谘询公
众，以及筹备在2012年谘询公众对开徵都市固体废物收费的意见。

引入医疗废物处置费可使在化
学废物处理中心处理有关废物
的开支上收回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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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资助措施
2.3 我们在2011年设立3亿元绿色运输试验基金，资助公共运
输业和货车车主试验绿色创新技术，另预留1.5亿元资助石油气的
士及小巴车主更换催化器。除此之外，2010年实施的5.4亿元资助
计划亦继续推行，资助欧盟二期柴油商业车辆车主购买符合现行排
放标準的新商业车辆，该计划将於2013年截止。此外，政府并向
购买环保车辆的车主提供税务宽减优惠。

2.4 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环保基金）於2011年预留5,000万
元协助屋苑设立厨馀原地处理设施和举办各类活动宣传减少厨馀。
环保基金还资助大厦业主推行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综合审计和能源
效益计划。

2.5 政府於2008年与广东省携手开展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投入
9,300万元支持珠叁角地区的港资工厂，藉以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及
作业方式。截至2011年底，本计划已批核超过1 700份资助申请。

全新的催化器（左）和积聚了车辆
引擎废气微粒的旧催化器（右）。

屋苑厨馀循环再造项目宣传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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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目标 - 我们的进展及2012年目标
我们已就每个工作领域制定长远及短期目标，据此衡量我们的进展和确保我们能依循既定路向努
力，实现最终目标，使环境更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我们的工作领域如下：

1. 清新空气

2. 更佳水质

3. 符合环保原则的废物管理

4. 环保能源管理

5. 自然保育

6. 宁静环境

7. 跨境与国际合作

8. 透过环境评估拟定预防及消减措施

9. 可持续发展

10. 夥伴合作与推广法规管理

11. 促进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12. 内部营运

13. 我们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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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新空气

长远目标（1）: 减少本港空气污染。

2011年目标 2011年的进展 2012年目标

i. 拟划未来路向，致
力减低渡轮废气排
放量。

达标。
我们已拟备减少本港渡轮和远洋轮船
废气的管制策略，措施包括提高本港
船用燃料供应标準，并与珠叁角地区
政府合作管制远洋轮船停泊时的废气
排放，以及在较长远将来设立排放管
制区。

i. 检讨《第二份技术备忘
录》，以求进一步收紧电力
行业的排放上限。

ii. 提供50%港口设施费用及灯
标费优惠，藉此鼓励远洋轮
船停泊本港时转用更清洁的
燃油。

iii. 收紧新登记车辆的废气排放
标準，由欧盟四期提高至欧
盟五期。

ii. 拟定计划管制非路
面流动污染源的排
放

达标。
立法管制计划已拟妥，规定所有售卖
或出租在本港使用的非路面流动机器
必须符合法定的废气排放标準。

长远目标（2）： 检讨香港的空气质素指标，并制定长远的空气质素管理策略。

2011年目标 2011年的进展 2012年目标

i. 敲定新空气质素指
标和长远空气质素
管理策略的最终建
议。

致力尽快达标。
要达到建议的新空气质素指标必须实
施多项空气质素改善措施，当中牵涉
的範围十分广泛，而且涵盖多个政策
部门。由於部分措施具争议性和複
杂，我们需要更多时间拟划推行路
向。在此期间，我们已开始落实一些
预期会受立法会及广大市民支持的措
施。

i. 於2012年初向立法会提交最
後一套新空气质素指标和新
指标正式生效的日期。

ii. 修订法例以有效实施新空气
质素指标。ii. 最後落实的建议提

交立法会审议。

2. 更佳水质

长远目标： 推行「净化海港计划」第二期以改善海港水质，并长期维持改善的结果。

2011年目标 2011年的进展 2012年目标

i. 完成有关「净化海港计划」
第二期乙生物处理适用性的
技术评估。

达标。
技术评估已於2011年12月完
成。

i. 拟定实施「净化海港计
划」第二期乙的未来路
向。

ii. 完成法定程序，改划昂船洲
一幅土地的用途，以供兴建
「净化海港计划」第二期乙
的生物污水处理厂。

达标。
於2011年9月完成了《城市规划
条例》（香港法例第131章）订
明的法定程序，为一幅土地改划
用途兴建「净化海港计划」第二
期乙的地下生物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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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符合环保原则的废物管理

长远目标： 提倡循环再用及减少废物，发展综合废物管理设施，藉此纾减处置废物造成
的环境负担及对堆填空间的需求。

2011年目标 2011年的进展 2012年目标

i. 就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第一期
的环评结果谘询公众和环谘
会。

达标。
已於2011年10月按照《环评条
例》规定提交综合废物管理设施
第一期的环评报告，报告於2011
年12月获环谘会通过。

i. 开始申请拨款兴建综合
废物管理设施第一期。

ii. 港岛西和西九龙废物转
运站及离岛废物转运设
施工程延续合约开始招
标。

iii. 扩大社区回收网络：在
非政府机构的场地设立
35个社区回收点；由非
政府机构在12区设立16
个社区回收中心；社区
回收推广车到访屋苑及
公共场所1 500次。

iv. 就强制性废电器电子产
品生产者责任计划下建
议兴建的废电器电子产
品处理及回收设施，委
託顾问进行研究。

v. 参考2012年1月展开的
公众谘询结果，拟订废
物收费的未来路向。

ii. 港岛西及西九龙废物转运站
工程延续合约开始招标。

计划调整。
由於需要更多时间调整和拟订港
岛西及西九龙废物转运站合约的
招标条件，故招标日期延至2012
年。

iii. 委託顾问为「新界东南堆填
区扩建计划」的合约进行招
标及相关研究。

致力尽快达标。
敲定合约策略及申领批准推行工
程的时间比预期长，现调整委託
顾问展开研究的时间表。

iv. 扩大「废物源头分类计划」
的範围，在适当的公众地方
举办废物回收活动，促进社
区回收可再造物料，倡导市
民改变生活习惯。

达标。
现已设立社区回收网络，加大力
度促进本港各区减废和回收废
物。

v. 邀请相关业界参与拟定强制
性废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
任计划的细节。

达标。
已按计划邀请相关业界参与拟定
实施计划的细节。2011年第四季
与业界联会及废电器电子产品回
收商举行会议，商讨废电器电子
产品生产者责任计划的实施细
节。

vi. 就「扩大塑胶购物袋环保徵
费计划」谘询公众。

达标。
就「扩大塑胶购物袋环保徵费计
划」所进行的叁个月公众谘询经
已於2011年完成，现正筹备尽快
实施有关建议。

vii. 与公众讨论都市固体废物收
费的可行方案。

达标。
完成为2012年1月10日正式展开
公众谘询的準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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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保能源管理

长远目标： 制定政策及推行措施，提倡能源效益及节约能源，并促进在香港使用可再生
能源。

2011年目标 2011年的进展 2012年目标

i. 於2011年9月全面实施
第二阶段「强制性能源
效益标籤计划」。

达标。
第二阶段计划於2011年9月全面实
施。计划範围现已扩大至涵盖五种电
器，包括洗衣机及抽湿机。

i. 为全面实施《建築物能
源效益条例》作好準
备。

5. 自然保育

长远目标： 制定政策及推行措施，以规管、保护及管理对香港生物多样性重要的自然资
源。

2011年目标 2011年的进展 2012年目标

i. 以管理协议及公私
营界别合作—试验
计划作为重点，持
续推行《新自然保
育政策》。

达标。
管理协议项目再获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批
准拨款继续推行。12个须优先加强保育地
点当中，现已有四个地点正进行叁宗计
划，分别是长春社和香港观鸟会在塱原及
河上乡营运的计划；大埔环保会在凤园营
运的计划；以及香港观鸟会在拉姆萨尔湿
地须优先加强保育地点外的拉姆萨尔及后
海湾湿地营运的计划。
至於公私营界别合作—试验计划，鉴於早
前关於《环评条例》的司法覆核，项目倡
议机构於2011年5月15日撤回沙罗洞的环
评报告。项目倡议人已於2012年4月5日重
新向环保署提交环评报告。

i. 以管理协议及公私营界
别合作—试验计划作为
重点，持续推行《新自
然保育政策》。

ii. 监察为保护郊野公园
「不包括的土地」而实
施的措施。

ii. 监察为保护郊野公
园「不包括的土
地」而实施的措
施。

达标。
本港目前共有77幅郊野公园「不包括的土
地」，其中23幅已根据《城市规划条例》
(香港法例第131章) 纳入分区计划大纲
图。自2010年8月起，其馀54幅郊野公园
「不包括的土地」中19幅已根据《城市规
划条例》刊登宪报纳入草拟发展审批地区
图，未来我们将继续采取措施根据《城市
规划条例》或《郊野公园条例》保护馀下
35幅「不包括的土地」。2011年6月，环
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委员会表示支持将管理
协议计划範围扩大至涵盖郊野公园「不包
括的土地」和郊野公园内的私人土地，以
更完善地保育郊野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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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宁静环境

长远目标： 透过推行噪音消减措施，减低及缓解道路交通噪音。

2011年目标 2011年的进展 2012年目标

i. 进一步开发和继续实施建议
的噪音消减措施。

达标。
我们继续研究采用新的低噪音路
面物料。

i. 继续推行「工务计划」
下的加装隔音屏障工
程，并在一些路段试行
重铺低噪音路面。（根
据计划进度来衡量，包
括已动工的路段)。

ii. 持续发展及推行噪音消减措
施，包括「工务计划」下的
加装隔音屏障工程，以及进
行低噪音路面试验计划。

达标。
八个路段的隔音屏障工程继续施
工，另有四个路段已重铺路面。

7. 跨境与国际合作

长远目标： 与区内及全球合作，致力改善生活环境质素。

2011年目标 2011年的进展 2012年目标

i. 就「香港应对气候变化策略
及行动纲领」的公众谘询结
果，制订措施应对气候变
化。

达标。
已展开行动减少香港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重点措施包括提高建築
物能源效益、研究开拓可再生能
源的潜力和建设高效而环保的公
共运输系统。

i. 继续制订及推行措施应
对气候变化，包括在主
要政府楼宇及公共设施
进行碳审计，以及鼓励
企业参与，开拓更多空
间减少碳排放。

ii. 继续推行「清洁生产伙
伴计划」。（根据认知
推广活动参加人数及获
批资助申请宗数衡量)。

iii. 与广东省共同完成研究
珠叁角地区下一阶段减
少空气污染物排放的安
排及总结达致2010年减
排目标的情况（根据进
度衡量）。

ii. 继续推行「清洁生产伙伴计
划」（根据参与认知推广活
动的人数及获批核资助的申
请宗数来衡量）。

达标。
计划自2008年4月推出至今已举
办249次认知推广活动，吸引超
过23 600人次参加。同期共有1
708宗资助申请获得批核，以支
持港资工厂进行实地评估、示範
及核證项目。

iii. 继续与广东省共同研究珠叁
角地区2010年以後的空气污
染物的减排安排及总结达致
2010年减排目标的情况（根
据进度衡量）。

达标。
双方正逐步进行联合研究和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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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透过环境评估拟定预防及消减措施

长远目标（1）： 提供方便公众查阅《策略性环评手册》及相关资讯的途径，藉此在本港和国
际推广策略性环评。

2011年目标 2011年的进展 2012年目标

i. 透过策略性环境评估知识中
心网站发放有关策略性环评
的资料及知识。

达标。
策略性环境评估知识中心网站录
得约483 600次登入浏览。

i. 策略性环境评估知识中
心网站增设最新的本港/
海外策略性环境评估参
考资料及∕或其他相关材
料。

长远目标（2）： 协助公众瞭解环评结果。

2011年目标 2011年的进展 2012年目标

i. 继续维持环评条例网站有效
运作，让公众查阅工程项目
简介及环评报告、环评条例
申请及审批结果、环评指引
及其他环评资讯。

达标。
环评条例网站準时发布工程项目
简介及环评报告以配合环评条例
的公众查阅规定。此外，环评条
例网站提供易用及透明的途径，
让公众全面查阅环评条例下的申
请及环保署署长作出的决定。

i. 谘询持份者编制全新及∕
或更新指引，协助环境
影响评估程序及提升透
明度。

9. 可持续发展

长远目标： 在香港推动可持续发展。

2011年目标 2011年的进展 2012年目标

i.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展开「纾
缓气候变化：从楼宇节能减
排开始」社会参与过程。

达标。
社会参与过程已於2011年8月展
开。

i.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向政
府提交「纾缓气候变
化：从楼宇节能减排开
始」公众参与过程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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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夥伴合作与推广法规管理

长远目标（1）： 提高受规管行业和工商业的环保意识，加强拓展与饮食业和汽车维修业的合
作夥伴计划。

2011年目标 2011年的进展 2012年目标

i. 更新《精明企业环保锦囊》
电子版。

达标。
图像及PDF版均已更新。

i. 为汽车维修业举办环保
研讨会，提高业界的环
保意识和表现。

ii. 举办以庙宇营运者为对
象的研讨会，促使业界
改善燃烧纸钱的环保表
现。

iii. 製作有关控制中式庙
宇、火化场和同类场所
燃烧纸钱产生空气污染
的指引。

ii. 委任「汽车维修业夥伴计
划」的环保大使。

达标。
约155位汽车维修业从业员及持
份者参加「2011-2013汽车维修
业环保亲善大使委任典礼」。

长远目标（2）： 增进建造业及物业管理业的环保知识与技能。

2011年目标 2011年的进展 2012年目标

i. 举办研讨会及奖励计划等推
广活动，增进建造业从业员
的环保技能。

达标。
2011年合共举办13次建造业研
讨会，环保署并与发展局协办
「公德地盘嘉许计划」，以及联
同香港建造商会协办「香港建造
业环保奖」。

i. 继续举办研讨会及奖励
计划等推广活动，增进
建造业从业员的环保技
能。

ii. 继续举办研讨会及环境
审核等推广活动，增进
物业管理业从业员的环
保技能。ii. 出版宣传材料及举办推广活

动，例如研讨会及现场审
计，增进物业管理从业员的
环保技能。

达标。
2011年合共举办七次物业管理业
研讨会，并进行了91次住宅、商
业及工业楼宇环境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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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促进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长远目标： 鼓励公众采纳更环保的生活方式。

2011年目标 2011年的进展 2012年目标

i. 持续宣传政府的环保措施。 达标。
年内在多个商场和屋苑举办17场
展览∕短片巡迴广播，宣传废物源
头分类，吸引7 000位市民参
加。
为宣传应对气候变化及投入低碳
生活的讯息，我们举办了四场公
共研讨会；推出「气候变化教师
专业发展计划」（共有52间学校
参与）；以及在中小学举行61次
讲座和27次巡迴展览。

i. 宣传政府的环保措施。
ii. 促进更多公众参与和投

身环保行列。

ii. 继续促进更多公众参与和投
身环保行列。

达标。
2011年，各种持续推广活动如比
赛、奖励计划及导赏遊等继续推
行，数以万计的市民和数百间机
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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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内部营运

长远目标（1）： 透过推行有效的管理系统，继续改善我们内部运作的环保工作表现。

2011年目标 2011年的进展 2012年目标

i. 继续监察我们内部运作的潜
在主要环境因素。

达标。 i. 继续监察我们内部运作
的潜在主要环境因素。

ii. 继续透过能源及排放管
理小组釐定及推行节约
能源∕减低废气排放措
施。

ii. 继续透过能源及排放管理小
组釐定及推行节约能源∕减低
废气排放措施。

达标。
能源及排放管理小组於2007年成
立，负责釐定及推行节约能源∕减
低废气排放措施，以及监察相关
措施的实施成效。

长远目标（2）： 减少开支及耗用资源，以显示我们工作效率和保护环境的决心。

2011年目标 2011年的进展 2012年目标

i. 继续推行减少用纸措施，把
用纸量减至最低。

达标。
影印纸用量比2010年减少
2.2%。

i. 继续推行减少用纸措
施，把用纸量减至最
低。

ii. 继续推行节约能源措施
及监察耗电量。

iii. 监察物资用量，鼓励循
环再用。

iv. 继续推行「室内空气质
素證书计划」及按需要
安排续领證书。

ii. 继续推行节约能源措施及能
源审核。

超标完成。
2011年耗电量比2010年减少
1.7%，超越该年减低耗电量1%
的目标水平。

iii. 监察物资用量，鼓励循环再
用。

达标。
打印机墨盒∕碳粉盒用量下降。

iv. 继续推行「室内空气质素證
书计划」及按需要安排续领
證书。

达标。

长远目标（3）： 确保以符合环保标準的方法管理我们设施所处理及处置的废物。

2011年目标 2011年的进展 2012年目标

i. 继续密切监察我们的废物设
施承办商的表现，务求完全
符合法例及合约规定的环保
要求。

达标。
2011年，环保署各废物设施全面
符合所有法定的环保表现要求，
年内各设施共进行了121 713次
环境监察计量，包括策略性堆填
区、已修复堆填区、化学废物处
理中心及废物转运站，其中121
698次结果符合合约要求。

i. 继续密切监察我们的废
物设施承办商的表现，
务求完全符合法例及合
约规定的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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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们的员工

长远目标： 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及鼓励参与环保事务。

2011年目标 2011年的进展 2012年目标

i. 继续鼓励员工参与培训课程∕
研讨会以加强环保意识。

达标。
355名员工参加8次培训，内容涵
盖多个环保管理课题。

i. 继续鼓励员工参与培训
课程∕研讨会以加强环保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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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环保及能源政策
抱负
我们的抱负

为香港缔造一个健康宜人的环境；
鼓励市民重视环保，为自己和下一代着想，贯彻可持续发展；以及
为香港提供安全、可靠和价格合理的能源供应，并且致力改善能源效益，提倡节能，尽量
减少生产和使用能源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为了实践上述抱负，我们将会自强不息，全力以赴，达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我们也会制定
和实行多项政策和措施，改善和保护环境，积极参与政府对环境有影响的策略性决策。我们矢志
确保环境局和环境保护署（环保署）的各项政策、服务、计划以及内部运作均以对环境负责的前
提下发展和进行。

为了实践在能源方面的抱负，我们将会继续透过现有安排，监管两间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的运
作。我们并会致力透过公众教育、宣传、立法以及落实各个项目，达至提升能源效益和节能的目
标。此外，我们亦会促进本地燃料市场的竞争和透明度。

为了实践上述目标，环境局和环保署已采纳下列工作原则:

遵守法规
我们旨在订立有效的法例和高效率的监管机制，保障市民的健康和福祉，以免市民受任何不良的
环境、保育和能源因素影响。此外我们还会举办各种教育宣传活动，鼓励企业夥伴采纳环保作
业，进一步改善营商表现，超越法规的水平。

我们将会以身作则，确保所有环境局和环保署的营运不但谨守法律规定，更加符合所有相关环保
法例、标準和条例的精神，并遵循内部的指引及程序。若有可能，环境局和环保署更会致力超越
有关的标準要求。

防止污染
我们旨在於规划阶段执行环境影响评估和寻求机会改善香港的环境质素，以防範因发展项目、规
划和政策引起的环境问题。

我们实施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持续改善主要设施的环保表现。我们还会尽量避免、减少和
控制日常工作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此外，我们会规定承办商采取和实施合适的环境管理体系及污
染控制措施；亦会积极鼓励商界和香港其他机构，采用类似的系统和措施。我们还会实行各种计
划和措施，减少废气排放，使运作达到《清新空气约章》的规定。

合适的废物处理设施
我们会提供先进的基建设施，以符合国际最佳作业方式处理和处置废物和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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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事故的应变行动
我们会设立处理环境事故的紧急应变系统，联同其他政府部门，合力携手，迅速应变，尽量减低
事故对环境的损害。

减少消耗资源
我们旨在规划和提供方便而具成本效益的废物管理设施；秉承可持续发展方针，在香港推行废物
管理，以期达到减少消耗资源，减少製造废物，重用及回收有价值的废物。

我们会根据「物尽其用、废物利用、循环再用、择善而用」的原则去使用物料，继续改善我们的
运作，更有效地使用天然资源及能源。

能源供应和效益
我们会继续监察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电力公司的表现。我们亦会积极推广提升能源效益和节能，
以期在产品、建築物和服务的策划、设计、生产、使用以至保养阶段，均能达至有关目标。我们
并会致力把节约能源和提升能源效益这两个範畴，落实至公私营界别的政策、策略、计划、项
目、推行和运作的层面。我们也致力提倡夥伴关係，凝聚社区支持，促进适合的研究和发展项
目，提高市民大众对能源效益和节能的意识。

可持续发展
我们透过积极推动和参与，推行符合环保及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政府政策和计划。我们还会采用并
推广最新的科技系统，继续与其他机构建立新的合作夥伴关係，致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沟通与夥伴关係
我们旨在透过各种活动、宣传、教育和行动计划，促进公众对环保、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我们并会与有关的持份者合力推动宣传和公众教育的活动，务求促进市民大众的支持和参与，共
同携手，朝向理想的环保、节能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

此外，我们亦会向社会大众公布我们的环境、能源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发表环保工作表现的年
报。我们亦会确保所有员工都清楚瞭解政策内容，能就社会上持份者所关注的问题，解释我们的
政策及相关措施的详情。

培训
我们会透过适当的培训和专业职能发展，确保所有员工已具备应有的知识和能力，履行他们的职
责和在所参与的工作中作出贡献。

管理层检讨
管方将会根据内外因素的转变，相应地检讨我们对环境、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与目标，以及
持续提升我们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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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环境局／环保署办事处及设施

部分办事处及设施的图片:

设於政府总部的环境局/
环境保护署总部办事处

税务大楼办事处 室内空气质素资讯中心

区域办事处（北） 顾客服务中心 晒草湾遊乐场-访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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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环境资源中心 海水监测船 中环路边空气监测站

新界西堆填区 新界东北堆填区 新界东南堆填区

九龙湾废物回收中心 港岛西废物转运站 青衣化学废物处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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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政府各局／部门及机构的环保工作报告
政府各局／部门及机构的环保工作报告可经下列网页连结参考：

http://sc.epd.gov.hk/gb/www.epd.gov.hk/epd/tc_chi/how_help/tools_epr/collect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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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欢迎你对本年报提出宝贵意见，好让我们改善将来的刊物。我们备有网上回应表格供读者填写，
请於填妥後按它的「递交」键传送给我们。此外你亦可电邮你的意见至epr@epd.gov.hk。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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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的图片及图表资料

3 内部营运的环境影响

环境局／环保署办事处获发“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证书

环境局／环保署办事处 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证书级别

1. 室内空气质素资讯中心 卓越

2. 修顿中心办事处 良好

3. 税务大楼办事处 良好

4. 湾仔环境资源中心 良好

5. 荃湾政府合署办事处 良好

6. 港岛西废物转运站行政大楼 良好

7. 沙田政府合署办事处 良好

8. 化学废物处理中心办事处 良好

9. 粉岭环境资源中心 良好

10. 华懋交易广场办事处 良好

11. 长沙湾政府合署办事处 良好

12. 华懋荃湾广场办事处 良好

13. 南丰商业中心办事处 良好

14. 美利大厦办事处 良好

15. 坚尼地城环保展览角 良好

16. 合和中心办事处 良好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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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善香港环境

1. 清新空气

图1 - 1999-2011年香港空气质素趋势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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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 1999-2011年香港空气质素趋势

年份

空气污染物浓度年均水平（微克／立方米）

可吸入悬浮粒子 氮氧化物 二氧化氮 二氧化硫 臭氧#

一般 路边 一般 路边 一般 路边 一般 路边 一般

1999 52 91 114 452 57 99 18 27 34

2000 48 84 113 415 52 96 16 28 32

2001 51 80 112 386 55 99 16 19 36

2002 46 70 101 366 50 92 17 18 36

2003 54 76 102 346 53 95 17 17 40

2004 60 80 106 342 58 101 25 24 43

2005 55 75 103 356 52 96 22 22 35

2006 54 75 102 354 52 96 22 21 36

2007 55 73 99 336 53 97 21 22 37

2008 51 68 99 331 53 98 20 23 39

2009 47 61 88 314 50 110 14 14 43

2010 45 60 94 318 52 117 12 10 39

2011 48 61 91 326 53 122 13 12 41
# 由于浓度极低，因此路边监测站不量度臭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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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 2011年长期（一年平均）空气质素指标达标情况

监测站 二氧化氮
一年

总悬浮粒子
一年

可吸入悬浮粒子
一年

二氧化硫
一年

铅
3个月

一般监测
站

中西区

东区 -- --

葵涌

观塘

深水埗 --

荃湾

沙田 --

大埔 --

东涌

元朗

塔门 -- --

路边监测
站

铜锣湾 -- --

中区 -- --

旺角
注：“ ” 符合空气质素指标 “ ” 不符合空气质素指标 “--” 无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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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 2005-2010年发电厂的排放总量

返回

图2 - 2005-2010年发电厂的排放总量

排放物 （公吨）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氮氧化物 46 434 41 766 44 849 38 528 38 104 27 038

二氧化硫 77 058 66 034 60 370 50 582 46 311 17 770

可吸入悬浮粒子 2 324 1 863 1 599 1 480 1 530 1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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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佳水质

图3 - 1986至2011年香港泳滩符合水质指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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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 1986-2011年香港泳滩符合水质指标的情况

年份 符合水质指标的百分比

1986 74%

1987 65%

1988 65%

1989 78%

1990 83%

1991 78%

1992 75%

1993 68%

1994 68%

1995 59%

1996 66%

1997 63%

1998 78%

1999 85%

2000 85%

2001 83%

2002 80%

2003 83%

2004 83%

2005 83%

2006 83%

2007 83%

2008 83%

2009 93%

2010 100%

20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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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 1986至2011年香港海岸水域符合水质指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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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 1986-2011年香港海岸水域符合水质指标的情况

年份 符合水质指标的百分比

1986 76%

1987 79%

1988 77%

1989 81%

1990 85%

1991 73%

1992 76%

1993 73%

1994 79%

1995 83%

1996 83%

1997 82%

1998 70%

1999 81%

2000 87%

2001 79%

2002 87%

2003 87%

2004 87%

2005 85%

2006 87%

2007 80%

2008 81%

2009 87%

2010 80%

2011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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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 1986-2011年香港内陆水域符合水质指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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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 1986-2011年香港内陆水域符合水质指标的情况

年份 水质指标达标情况（以监测站百分比作基准）

1986 49%

1987 47%

1988 49%

1989 58%

1990 61%

1991 61%

1992 62%

1993 66%

1994 68%

1995 70%

1996 72%

1997 76%

1998 78%

1999 77%

2000 82%

2001 83%

2002 83%

2003 82%

2004 82%

2005 85%

2006 86%

2007 86%

2008 88%

2009 90%

2010 89%

2011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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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显示「净化海港计划」第一期及第二期甲工程所建造和实施的污水输送系统，以及第二期乙工程拟建的生物处理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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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至2011年泳滩的全年级别

年份
个别级别的泳滩数目

符合水质指标的泳滩百分比 总额
良好 一般 欠佳 极差

1997 10 16 12 3 63.4% 41

1998 16 16 8 1 78.0% 41

1999 22 13 6 0 85.4% 41

2000 21 14 6 0 85.4% 41

2001 21 13 5 2 82.9% 41

2002 23 10 2 6 80.5% 41

2003 23 11 1 6 82.9% 41

2004 25 9 5 2 82.9% 41

2005 23 11 1 6 82.9% 41

2006 22 12 5 2 82.9% 41

2007 25 9 7 0 82.9% 41

2008 24 10 7 0 82.9% 41

2009 23 15 3 0 92.7% 41

2010 23 18 0 0 100.0% 41

2011 31 10 0 0 100.0% 41

返回

68

附录



3. 符合环保原则的废物管理

图6 - 2004-2011年堆填处置的各类固体废物

返回

图6 - 2004-2011年堆填处置的各类固体废物

都市固体废物 （百万公吨）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特殊废物 0.59 0.64 0.60 0.57 0.51 0.45 0.41 0.41

建筑废物 2.41 2.39 1.51 1.15 1.13 1.14 1.31 1.22

工商业废物* 0.83 0.93 0.97 1.03 1.08 1.08 1.09 1.10

家居废物* 2.57 2.49 2.42 2.33 2.23 2.20 2.24 2.18

总额 6.41 6.45 5.49 5.07 4.94 4.86 5.04 4.91
* 都市固体废物包括家居废物及工商业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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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 2011年化学废物处理中心处理的废物量

废物 公吨 百分比

医疗废物 840 6.6

海洋油污废水 2 329 18.3

海洋污染物 1 584 12.4

已用的不含氨侵蚀剂 448 3.5

陆地废油 1 874 14.7

卤化、非卤化及易燃溶剂 2 943 23

酸性废物 432 3.4

已用的含氨侵蚀剂 509 4.0

碱性废物 684 5.4

有毒金属及其他金属溶剂 623 4.9

其他（包括氰化物／除害剂／多氯化联苯废物等） 486 3.8

总额 12 75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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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宁静环境

2011年噪音规划建议／个案

返回

2011年噪音规划建议／个案

範围 2011年噪音规划建议／个
案

百分比

TT 运输及交通规划研究 9 1

LM 批地、租约、短期租约、拨地等 205 17

ODP 发展大纲图、各区计划大纲图、设计图、规
划摘要、学校地区／设计／噪音消减措施、
住宅发展／计划

278 23

AA 为其他部门／机构作出消减噪音的建议 390 32

MPS 大型规划研究（填海、环境影响评估、环境
评估等）

323 27

总计 120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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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 1990-2011年安装隔音屏障为市民减低交通噪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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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 1990-2011年安装隔音屏障为市民减低交通噪音总结

年份 隔音屏障的累积长度（公里） 累积受惠人数（以千计）

1990 2 9.3

1991 4 16.9

1992 4 22.4

1993 4 23

1994 6 24.9

1995 6 28.3

1996 7 31.3

1997 15 50.6

1998 27 75.3

1999 28 77

2000 30 100

2001 34 124

2002 37 139

2003 38 152

2004 45 173

2005 49 194

2006 69.4 254.2

2007 77.7 290

2008 77.7 290

2009 81 310

2010 84 320

2011 85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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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跨境与国际合作

图10 – 1990-2009年温室气体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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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 1990-2009年温室气体排放量

年份
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当量千公吨）

发电 运输 废物 其他 总额

1990 22 900 5 940 1 550 4 915 35 300

1991  25 600 6 470 1 600 5 091 38 800

1992  29 200 6 870 1 660 5 282 43 000

1993  29 700 6 970 1 760 5 041 43 400

1994  21 900 7 270 1 770 4 937 35 900

1995  23 000 7 180 1 940 4 740 36 900

1996  21 800 7 170 1 900 4 668 35 600

1997  20 000 7 340 2 010 4 795 34 100

1998  22 100 7 430 1 550 4 418 35 500

1999  20 100 7 570 1 120 4 535 33 300

2000  21 200 7 800 1 120 4 555 34 600

2001  21 600 7 640 1 260 4 107 34 700

2002  23 400 7 890 1 490 3 395 36 200

2003  26 500 7 810 1 800 3 502 39 600

2004  26 400 7 640 2 000 3 763 39 800

2005  28 600 7 480 2 220 3 660 42 000

2006  28 500 7 480 2 140 4 184 42 300

2007  29 600 7 640 2 170 4 262 43 600

2008  28 000 7 540 2 150 4 640 42 300

2009  29 100 7 290 2 190 4 294 42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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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会参与层面

2. 促进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图11 – 2011年参观各设施的访客人数

资源中心 访客人数

环保园访客中心 34 595

粉岭环境资源中心 24 329

荃湾环境资源中心 12 643

湾仔环境资源中心 22 795

流动环境资源中心 4 023

坚尼地城环保展览角 9 291

龙虎山环境教育中心 4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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