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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財政司司長： 

 
思匯對 2023-2024 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建議  

 

去年一月，思匯政策研究所（下稱「思匯」）為 2023-2023 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

建議，側重於應對氣候變化所需採取的行動。此後氣候變化威脅更甚，科學界警告亦

日趨明確，但全球應對氣候危機的措施仍然不足，可能會導致以下情況： 

 

• 為阻止地球氣溫繼續上升，需要令全球加快邁向淨零排放經濟，故過渡會非常

急促，亦帶來可貴經濟機遇； 

• 必須投入鉅額資金以適應氣候變化和海平面上升。 

 

2022 年 10 月政府發表《行政長官 2022 年施政報告 — 政策措施》中已提及應對以上問

題的投資金額。1思匯冀望閣下可於本年度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把此金額按年分

和相關措施分列明細，並詳列未來三年加快應對氣候變化的財政措施，其中應包括三

大範疇： 

 

• 為降低全球過渡至淨零排放相關的經濟風險，須制訂相關財政政策（詳見附件

一）； 

• 為應對氣候變化造成的實體風險，須提供基建設施投資資金（詳見附件二）； 

• 支持香港金融服務業參與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相關行動，既可從中增加香港

收入，也可帶領低收入國家加快為能源發電減碳（詳見附件三）。 

 

思匯明白閣下制訂《財政預算案》時有多方考量，亦未必可以趕及在本年度預算中加

入我們建議的政策，故冀望閣下可了解此三大範疇重要之處，並仔細研究相關行動，

將對香港未來大有裨益。 

 

 

 

 

 
1 「投放充足資源推行各項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 預計在未來 15 至 20 年涉及的金額約達 2,400

億元 。」載於《行政長官 2022 年施政報告 — 政策措施》，頁 48，原文刊於：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2/public/pdf/measure/Policy-Measures-full-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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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意見書同時抄送予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先生，因其部門大部分工作與思匯建

議相關，並須財政措施支持。 

 

 

 

 

 

 

思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監 

姚俊業謹啟 

 

連附件 

副本送：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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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降低全球過渡至淨零排放相關經濟風險之財政政策建議 

 

如附函所述，全球過渡至淨零碳排放，禍福相倚，或會為香港經濟同時帶來難題和機

遇，故應制訂相關財政政策以降低風險，並順應時勢，把握綠色金融機遇。 

 

推測香港未來經濟變化 

首先，思匯建議政府應就零碳未來建構財務模型，以確定香港經濟哪些範疇或會因而

增長和萎縮。例如，思匯預計將有以下改變： 

1. 非公務的高排放活動，如乘坐遊輪和長途飛機度假等將大幅減少； 

2. 金融服務將更著重為亞太地區低碳轉型和碳交易市場提供資金（詳見附件三例

子）。 

 

碳排放定價 

自 2006 年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特恩發表《斯特恩報告》以來，引起大眾關注如

何透過為二氧化碳排放制定價格（即「碳定價」）去推動減碳。鑑於以下發展，思匯

建議政府可研究於香港市場設置碳定價： 

1. 中央正積極推進全國碳市場建設，現先於發電行業試行，預計將進一步擴大至

更多範疇。政府須考慮香港應否與之掛鉤： 

a. 如果香港和內地採用相同的碳定價機制，雙方貿易將會更頻繁簡便； 

b. 與國內龐大市場掛鉤，有望降低香港減碳成本； 

c. 中國碳市場建設仍處於發展階段，或會有政策變化，可能導致市場混亂。 

 

2. 歐盟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經過數年改革，現時價格相當可觀，接近每公噸二氧化

碳 100 美元。然而，其入口產品無須支付碳價成本，比歐盟產品更為廉宜。故

歐盟現時向水泥和鋼鐵等高碳行業提供免費碳排放配額，以提升其市場競爭力，

卻削弱這些行業的減碳動力。因此，歐盟宣布設立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

向任何入口至歐盟的受規範商品收取碳關稅，即其碳排放與歐洲碳價的差額，

令其他國家有所影響： 

a. 如果出口國未有設立碳定價機制，歐盟將收取 CBAM 碳關稅； 

b. 如果出口國已設立碳定價機制，CBAM 會個別調整相應碳稅。 

 

3. 部分國家已制定碳交易市場價格和機制，似乎成為國際趨勢； 

4. 此外，要實現全球淨零排放目標，各國必須使用成本高昂的移除二氧化碳技術

（CDR），以抵消人類活動剩餘排放，此將成為全球碳定價機制的關鍵一環。 

 

綜上所述，當全國碳市場機制成熟並順利運行幾年後，此時加入或對香港有利。 因此，

香港可嘗試「摸著石頭過河」，具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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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燃料和能源的碳含量定價，並具「歲入恆定」特質，即稅收總量不增不減。 

政府可以考慮以下兩項範疇與徵收碳稅所得掛鉤：（一） 汽油和柴油稅項；

（二）物業差餉； 

2. 於全國碳市場順利穩定運行幾年後加入。 

 

以上做法優點為： 

1. 未來與中國內地碳交易市場協調一致，促進兩地經濟聯繫； 

2. 降低香港出口產品被歐盟和其他採用 CBAM 相類政策地區徵收碳稅的風險； 

3. 擴闊香港稅基； 

4. 中央建設全國碳市場過程或會對外圍經濟有所影響，稍後加入可減低香港經濟

風險。 

 
落實並加強《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 

政府於 2021 年 10 月發布《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提出多項減少排放目標，並列

出不同範疇的減碳行動。然而，藍圖未有釐清如何計算每項政策減排量以達至所需的

總減排量。此外，政府及後亦甚少有上述目標的進展報告。故思匯建議政府實行《香

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時，應定時清晰匯報進度，以確保可順利達至碳中和未來。 

 
藍圖包括五大範疇： 

1) 低碳能源發電 

《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探索未來可大幅輸入周邊地區零碳電力，但對於如何

實現此目標卻未有確實方案。 自 2021 年發表以後，形勢有所改變： 

• 歐洲地緣政治危機導致能源短缺，導致 2023 年香港能源發電成本增加； 

• 中央積極推動綠色低碳能源，並透過建設全國碳市場為碳排放定價； 

• 粵港澳大灣區內各地正按「十四五」規劃積極發展綠色低碳能源。思匯預期，

未來區內低碳能源與化石燃料如煤和天然氣相比，或將更為廉宜。 

 

因此，思匯建議政府透過以下方式平衡能源成本，加快香港實現淨零排放的步伐： 

• 促進電力公司與粵港澳大灣區的持分者合作，增加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發電量； 

• 鼓勵香港煤氣生產和燃氣調峰發電廠研究使用碳捕獲與封存技術，以減少其碳

排放； 

• 研究提升跨境能源運輸基建設施並確認投資需求。 

 
2) 改善建築物能源效益 

建築物用電佔香港總用電量達 90%，其中商業樓宇佔比尤高，故思匯歡迎《香港氣

候行動藍圖 2050》承諾在 2035 年前減少建築物用電量。2然而，由於自 2015 年來

 
2 「為推動建築物持續減碳，我們亦訂下中期目標，以 2015 年的操作環境作為比較基礎，務求在 2035

年或之前，減少新建及現有商業樓宇的用電量 15％至 20%，並減少住宅類別的用電量 10%至 15%。」

載於《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頁 33，第 4.4.7 項，原文刊於：

https://www.climateready.gov.hk/files/pdf/CAP2050_booklet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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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用電量不斷增加，且規劃署預計未來樓宇數量持續增加，要實現減排承諾將有

困難。故政府可採取的揩施包括： 

 
1. 就目前用電量如何減至 2035 年目標訂定清晰藍圖，並闡明各範疇如何減少

用電，落實行動； 

2. 如果香港預計目前政策未能實現 《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中訂立的目標，

則可制定鼓勵減碳的財政措施，例如： 

 
針對大型商業建築，思匯建議香港效仿其他地區，為建築物能源效益設立類

似酒店星級標準的「能源星級」評級體系，並在政府網站公布，吸引公眾關

注。其優點包括： 

(a) 可比較相同基準計算的設計和實際營運能源耗用數據，以鼓勵良好節

能設計及管理； 

(b) 每年評估建築物能源效益數據，如有改變，其評級亦會有所升降，令

大眾持續關注建築物用電情況，並鼓勵業主和發展商提升能源效益表

現。 

 
當設立可靠統一的建築物能源效益評級體系，政府便可引入財政措施以鼓勵減

少用電，如把物業差餉徵收率從 5%改為浮動比例，能源效益較高的建築物可繳

交較少差餉（如 3%），而較低能源效益的建築物須繳交更多差餉（如 7%）： 

1. 如改善建築物能源效益表演可減免一定比例差餉（如上述舉例差額約

4%），便可積極鼓勵現時較低能源效益的建築物採用節能措施，如重新

校驗和樓宇裝修改造等； 

2. 政府可調整差餉中點，令差餉總收入保持不變。 

 
3) 為建築物施工減碳 

從鋼鐵和水泥等原材料，到施工現場，興建建築物均會導致大量碳排放。思匯建議

要求地產發展商須在發出佔用許可證六個月內，提交計算建築物隱含碳排放的生命

週期分析予屋宇署，而屋宇署亦應上傳至其網站。政府可帶頭測量轄下建築物，並

配合上述建議措施，要求所有新建建築的總樓面面積寬免均採用此標準給予，其優

點包括： 

1. 方便建築師和發展商設計新建築時參考最佳節能設計，從而改進建築設計； 

2. 政府可應用相關數據以制定建築施工碳強度上限； 

3. 未來如要令建築材料達至淨零排放標準，此舉便可降低所需碳抵消信用額的

成本。 

 
4) 為香港交通運輸減碳 

政府應資助為香港交通運輸減碳，其中應該： 

 
1. 減少出行：目前自置物業印花稅並不鼓勵自住業主因工作地點改變而搬家。

為增加業主搬近工作地點的誘因，減少出行，如自住業主因工作地點改變而

搬家，可於售出其唯一或主要住所後不必繳納新物業的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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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變交通模式至低碳出行：鼓勵市民改變出行模式，減少依賴私家車，並使

用較低排放的交通模式。於 2001 年至 2021 年間，香港私家車數量增加逾

70%，而其他車輛的數量僅略有增加。私家車載客量比公共交通工具少卻大

幅佔用路面，導致交通擠塞，大大增加行車時間和碳排放，燒耗更多燃料。

政府應實施政策以改善上述問題，如推行電子道路收費計劃； 

3. 改善現有交通工具以減少其碳排放：為專營巴士和其他商業車輛營辦商設立

新的資助和營運模式，如提供補貼購買使用潔淨能源的商用車輛。 

 

5) 減少廢物處理帶來的碳排放及污染 

相比鄰近經濟體，香港回收業優勢較少，回收率亦偏低。政府近年來已採取不同措

施，但要使香港過渡至零廢城市，仍需繼續努力。為實現這目標，政府可以資助以

下舉措： 

• 分析能否透過與中國尖端回收業合作，以擴展香港回收業； 

• 研究如何提高香港回收產品出口價值。 

此外，政府資助回收業的金額應逐步提升至可以完全抵付回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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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管理應對氣候變化造成的實體風險及其經濟影響 

 

氣候變化引致的實體風險將日益增加，如熱浪、海平面上升，以及更頻繁的極端天氣

導致強風、暴雨、水災和山泥傾瀉等問題。 

 

再者，世界資源研究所指出，應對氣候變遷的適應能力可帶來經濟效益——投資 1 美

元於氣候適應可避免氣候危機帶來的損失，從而產生 2-10 美元的回報。香港應把握此

機會，改善基建設施以應對極端天氣事件。固然，香港政府現已開始投資相關改善工

程，但思匯認為政府規劃時應更著重長遠風險。 

 

以海平面上升為例，香港可透過天文台監測，採納其科學建議，有序規劃 2100 年或之

前可能出現的海平面上升風險。然而，對於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此類重大投資，政府

應評估更為長遠的影響。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最新報告提及未來全球

海平面上升的各種情景，並指出如排放持續高企，將無法排除 2300年海平面上升逾 15

米的極端狀況。思匯建議香港發展規劃應考量海平面上升風險，其中包括： 

 

• 政府須明確指明香港現有的氣候適應策略及相關措施應對海平面上升的程度，

以此為基準興建基建設施的同時，應考慮海平面比現有推測上升更多的可能，

以保護城市免受海平面上升、風暴潮和漲潮的破壞； 

• 政府應在規劃時分辨在海平面上升時易受影響的區域，並考慮最進取的排放估

計，以作為指引去決定在哪些地區投資鐵路等長遠項目。 

 

思匯亦建議香港增加資助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如恢復沿海紅樹林，可以形成天然屏

障，減低強風大浪對於海岸的直接衝擊力，封存更多二氧化碳，並提高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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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支持香港金融服務參與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相關行動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服務業乃為本港經濟支柱之一，佔 2020 年本地生產總值

23.4%，並提供約 276,200 份職位。3香港金融服務業是亞洲重要的集資渠道之一，並透

過直接或本地企業投資，在區內舉足輕重。 

 

疫症肆虐令經濟放緩，並帶來旅遊限制和不便，阻礙香港為亞洲區內提供優良服務。

本港現放寬限制，生活漸趨復常，便須重建經濟。因此，香港應協助促進公正能源轉

型夥伴關係（JETP）4，既可推動香港金融服務，也可有助亞洲區內減碳。細節如下： 

 

• JETP 為金融機制，支持各國以自定途徑從燃煤發電轉移至綠色低碳能源。南非

於 2021 年 11 月簽署首個 JETP 協議，獲籌資 85 億美元減碳；5而印尼則於 2022 

年11月簽署了另一個 JETP協議，於未來籌集200億美元加速能源轉型。6此外，

越南和印度亦正討論 JETP 協議，相信未來有更多國家加入。 

 

• 思匯建議香港金融管理局透過以下方式帶領金融服務業參與 JETP： 

o 發行專門為 JETP 籌募資金的過渡債券，如約 20 億美元的「JETP 債

券」； 

o 為 JETP 爭取最惠國待遇，惠及香港的銀行、財務顧問、律師和會計師，

以便為 JETP 籌集商界資金和提供相關服務。 

以上兩項措施應會增加香港金融服務業參與 JETP 的信心和意願。 

 

• 金融管理局將需要為公營機構參與 JETP 而制定相關政策和措施，如： 

o 根據 JETP 明確界定相關條文、探索潛在可能交易、為香港金融服務提供

者提供機會，並協助商界實施 JETP 的企業治理； 

o 金管局應作為開發者與主要項目方合作，就現有合約重新磋商，並促使

為重組後提前退役的燃煤發電廠融資，及後應參與營運監測和排解疑

難。 

 

• 香港政府或金融管理局可為此範疇帶來以下優勢： 

o 公營機構參與將令香港金融服務業更易於參與協議及相關貿易； 

o 公營機構談判可以降低交易違約風險，若有參與者違約亦可更易恢復。 

此外，金管局可以低於其轉貸給 JETP 的成本借款，其差額便可支付行政

 
3 詳見香港貿發局〈香港金融服務業概況〉，原文刊於：

https://research.hktdc.com/tc/article/MzEzOTI4MDY3 
4 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會於 2022 年 11 月概述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原文刊於：

https://www.iisd.org/system/files/2022-11/just-energy-transition-partnerships.pdf 
5 詳見南非 JETP 年度進度報告，原文刊於：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dvancing-the-

south-africa-just-energy-transition-partnership-12-month-progress-update/twelve-month-update-on-
progress-in-advancing-the-south-africa-just-energy-transition-partnership#financing-package 
6 有關印尼 JETP 協議詳情，可見：https://www.iisd.org/system/files/2022-11/just-energy-transition-

partnership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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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及承擔部分虧損風險，因此一些原本難以獲利的項目，如已有承購

協議的項目，便可順暢納入計劃； 

o 公營機構可以為商業銀行或不願承擔但非常重要的項目提供資金，例如

資助購買現有的燃煤發電廠，以便當有足夠的低碳電力運作時，能以迅

速、有序、公正的方式轉型，讓燃煤發電廠退役。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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