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松炎 Dr YIU Chung-y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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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志明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修正的「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及增
加社區設施以優化生活環境」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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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1 日:「推動‘港人港水’，守護本地資源」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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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事務委員會
20161024 41. 姚松炎議員詢問，在 2011 年至 2015 年期間，都市廚
餘人均棄置量起伏不定(政府當局的文件附件 A)，而此趨勢
可歸因於不同因素，例如經濟周期，以及政府為推 廣從源
頭減少廚餘而推行的措施，當局有否評估不同因素的相對
比重。他亦詢問在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 期及第 2 期啟
用後，廚餘量的預計減幅為何。

廢物

20161128 30. 姚松炎議員特別詢問，自基金於 2015 年推出以來，堆
填區廢塑膠棄置量有否減少。他引述政府當局在 2016 年

廢物

8 月提供的資料 ( 立法會 CB(1)1172/15-16(02)號文件)，當
中指出，在基金推出前，2012 年、2013 年及 2014 年的
堆填區廢塑膠棄置量一直上升 ( 即分別為 668,000 公噸、
681,000 公噸及 736,000 公噸)，原因是同期的廢塑膠回收
率因應 塑膠原材料 的價格及需求顯著下降而不斷下跌。
20161128 32. 應姚松炎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同意提供每年堆填區廢
塑膠棄置量(以公噸計)在 2015 年 10 月推出基金後的最新
數字與前數年(即 2012 年至 2015 年)數字的比較。

廢物

20161128 49. 姚松炎議員關注到，使用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較低
的潤版液及印刷機清潔劑的規定，可能會對印刷業的運作

空氣

及生產成本造成影響，因而會為違規情況提供誘因。他詢
問，在執法及就違規情況舉證以作檢控方面，會否有任何
可預見的困難。
《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 章)似乎局限
20161219 9. 姚松炎議員認為，
了規劃署在土地用途方面的規管權力，以致該權力只適用
於發展審批地區圖 (或其後為取代該等地區圖而 制訂的
任何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涵蓋的地區。朱議員及姚議員促請
政府當局堵塞《城市規劃條例》的漏洞，將規劃署對違例
堆填活動的規管範圍擴展至發展審批地區以外的地區，例
如南大嶼山。

廢物

20161219 11. 姚松炎議員詢 問政府當局會否定期公開相關的土地
資訊，包括基線環境情況、航攝照片或地質數據如 有關土
地處於香港主水平基準之上多少米，以便監察及偵測非法
堆填活動。

廢物

20161219 31. 姚松炎議員詢問，香港就新登記車輛(柴油私家車除外)
實施歐盟 VI 期廢氣排放標準，及就新登記柴油私家車實
施加利福尼亞 LEV III 標準後，預計在改善空氣質素及保障
公眾健康方面會有何可量化的效益。

空氣

20170123 22. 姚松炎議員提述 2015 年 10 月公布的審計署署長第
六十五號報告書，當中披露一個設於九龍灣的廚餘試驗處

廢物

理設施的實際廚餘處理量遠低於環保署匯報的數字。他又
提述最近一則傳媒報道，當中指環保園一個廚餘回收商把
所收集的廚餘的 80%棄置於堆填區。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
設立機制，讓公眾參與監察廚餘回收運作的表現。
20170123 32. 姚松炎議員對土地發展與自然保育之間的衝突所引起
的問題表示關注。姚議員引述置富山谷為例，雖然有關地
區極具歷史及生態價值，但該山谷部分地方已預留作住宅
發展用途。他並批評政府當局漠視保育人士反對發展有關

其他

地方的意見。他又反映，政府當局為推展香港的《生物多
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計劃》")而成立諮詢委員會，卻
沒有聽取該等委員會的意見及建議，該等委員會部分委員
對此表示失望。
20170123 52. 姚松炎議員提到，據傳媒報道，某些入口的廢電器電子
產品被發現棄置於香港的棕地。他認為現時的執行管制工
作成效不彰。他擔心，當局現時就有害廢電器電子產品 的
進出口施加 的 許可證管制，在延伸適用於所有受管制電
器廢物(不論該等廢物是否被歸類為化學/有害廢物)後，非
法輸入廢電器電子產品的情況會變得更為普遍。他建議政

廢物

府當局除加強執行管制工作外，亦應制訂其他措施，阻撓
非法輸入有害廢電器電子產品(日後亦包括受管制電器廢
物)的活動，例如加重相關罪行的罰則。
20170224 12. 姚松炎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帶頭購置歐盟 VI 期車輛，並
規定政府工程項目的承辦商須採購該等車輛，務求在實施
新車輛廢氣排放標準前推動市場供應符合標準的車輛。

空氣

20170224 15. 姚松炎議員詢問當局基於甚麼理由，不立即停止接受
通過歐盟汽油私家車測試的柴油私家車作首次登記，當局
事實上可以這樣做，然後才把法定上限由加利福尼亞 LEV
II 標準收緊至 LEV III 標準。

空氣

20170227 24. 姚松炎議員認同下調電動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寬免額
只會進一步減低公眾購買電動車的意欲。

空氣

20170227 28. 姚松炎議員轉述業界對下述事宜的關注：在現有私人
屋苑安裝電動車充電器往往十分困難，尤其是在徵求業主
立案法團/物業管理公司准許在該等屋苑的公用地方安裝
所需設施方面。

空氣

20170327 7. 陳克勤議員及姚松炎議員關注到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可能會令非法棄置廢物的潛在問題惡化，而且物業管
理公司在處理該問題時會面對困難。陳議員、姚議員、劉
業強議員及邵家輝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採取甚麼措施，配

廢物

合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執法工作，包括如何辨別違例的廢
物產生者及在農地和鄉村打擊非法棄置廢物的活動。
20170327 28. 姚松炎議員及何啟明議員提出類似意見，並認為可利
用從住宅樓宇收取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資助已減廢的物
業管理公司/住戶購買廚餘回收機及其他循環再造設施。

廢物

20170327 50. 姚松炎議員注意到，政府在 2016 年至 2019 年只預留
1 億 5,000 萬元撥款，推展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
劃 ("策略及行動計劃 ")的各項措施。他認為推廣策略及行

其他

動計劃的資源支援極為不足。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成
立策略及行動計劃的專用基金或提交法例修訂，藉此更迅
速及更有效地推行策略及行動計劃的措施。
，並認為政府和 氣候
20170429 22. 姚松炎議員支持新的《管制計劃協議》
電力公司應進行工作，提出各種獎勵措施，以鼓勵市民節 變化
約能源及保護環境。他詢問，政府和電力公司會否在新的
《管制計劃協議》下引入按時段收費或實施累進電費率，
以進一步鼓勵電力用戶節約能源，尤其在電力需求極高時。
他亦詢問，新成立的社區節約能源基金會否提供電力裝置
或充電設施的資助。
20170522 6. 姚松炎議員關注到，為量度路邊空氣污染水平而設的路
邊空氣質素監測站為數不多，以致所收集的數據有限，這
情況或會窒礙當局更全面分析地區空氣污染情況及有效監
察有關問題。姚議員及梁國雄議員 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公開

空氣

路邊空氣質素監測站收集的統計數字，以及會否安裝微型
感應器及其他裝置，加強量度空氣污染物的工作。
20170522 8. 應姚松炎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同意提供資料，說明微型
感應器在香港的應用情況、該等感應器所收集的數據，以
及如何利用有關統計數字評估路邊空氣質素。

空氣

20170522 18. 郭偉强議員、胡志偉議員、郭榮鏗議員、姚松炎議員、 空氣
梁國雄議員及何啟明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何措施推廣單車
作為綠色交通工具，以減少路邊的廢氣。姚松炎議員表示，
根據騎單車活動不應影響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原則，他正與
部分專業人士擬備有關於香港島興建單車徑的建議書。
20170522 36. 姚松炎議員詢問按照部分南區區議員所建議，設置漂
浮垃圾收集箱是否可行。他建議政府當局參考有關設置及
使用此類收集箱的海外經驗。

廢物

20170529 9. 姚松炎議員表示，大部分團體代表認為當局應加強從源
頭減少及回收廢物方面的工作，並規定製造商須承擔回收
其產品包裝物料的責任，以免過量使用包裝物料。姚議員

廢物

及副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引入包裝物料生產者責任
計劃，藉此提供經濟誘因，鼓勵製造商回收並循環再造零
售店鋪收集屬其產品的包裝物料。
20170529 12. 許智峯議員、姚松炎議員及葛珮帆議員認為，當局應將
所得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回撥專為廢物管理及回收等相關
措施而設的帳目。

廢物

20170529 18. 姚松炎議員認為應考慮透過相應調低差餉抵銷都市固
體廢物收費，亦應提供誘因鼓勵減少棄置廢物。

廢物

20170529 19. 副主席、姚松炎議員及葛珮帆議員詢問日後針對違反
都巿固體廢物收費規定的個案採取執法行動時可能遇到甚
麼困難，以及政府當局會採取甚麼相關執法措施，以應對
這些困難。姚議員詢問當局會採取甚麼措施，打擊北區水
貨客非法棄置大量廢物的問題。

廢物

20170529 20. 應姚松炎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同意提供書面回應，說明
當局採取執法行動時可能遇到的困難，以及應對這些困難
的相關措施。

廢物

《2017 年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20170707 1.

姚議員詢問，根據禁止象牙貿易的建議，某人或某法律實體如
在展覽展示象牙項目，並收取入場費(不涉及任何象牙交易)，
會否被視為為商業目的管有象牙。

《2016 年海岸公園(指定)(修訂)令》小組委員會
20161122 1.

姚議員表示支持《修訂令》。姚議員及主席要求當局闡釋以下
事項：
(a)除上述船速限制及捕魚許可證制度外，保護大小磨刀海岸公
園海洋生態的措施，以及相關的監察機制為何；
(b)《海岸公園條例》(第 476 章)及《規例》的執行情況為何，
包括搜證工作、訂明罰則及過往成功檢控的數目；及
(c)政府當局會否定期向立法會匯報海岸公園的生態基線資料。

《2017 年〈2016 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電氣設備及電子設備)(修訂)條
例〉(生效日期)公告》及《產品環保責任(受管制電器)規例》小組委員會
20170523 1.

姚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檢討由政府資助的廢電器電子產品處
理及回收設施的興建和營運，是否有可能違反《競爭條例》(第
619 章)。

20170602 2.

許議員及姚議員關注到，沒有張貼在受管制電器之上的循環再
造標籤或會被濫用，以及有人或會由海外網站購買受管制電
器，從而規避繳付循環再造徴費和妥善處置電器廢物。

†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於 2017 年 7 月 14 日作出裁決，宣布姚松炎自 2016 年 10 月 12 日起被取消就職立
法會議員的資格，並已離任立法會議員的職位，無權以立法會議員身分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