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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起，一项针对“四电一脑”
（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电脑
等） 的废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任计划

（简称废电器计划） 正式在香港实施。香
港特区环境局局长黄锦星为记者介绍计
划时感慨，“酝酿多年的废电器计划终于
落地，标志着香港减废回收踏入新的里
程。”

商家付费收旧机

根据计划，市民购买新“四电一脑”
时，销售商家必须为顾客提供免费除旧服
务，即同一天送新电器并带走同一类别的
旧电器，顾客不用额外付费；而每出售一
件“四电一脑”，电器供应商须向特区政
府环境局辖下环境保护署缴付15元至165
元港币不等，用于循环再造。

据香港 《产品环保责任 （受管制电
器） 规例》细则，“四电一脑”供应商必
须经环境保护署登记后方可分发相关电
器，同时亦须履行申报及缴付循环再造
征费的法定责任，违例者最高可处罚款
10万元港币。

征费法例甫一出台，便掀起不少业内
热议。本该供应商承担的循环再造征费，
会不会通过售价调整转嫁于消费者身上？

港岛铜锣湾中原电器店铺职员杨先
生向记者表示，尚未接到公司的价格调
整通知，“市场竞争压力大，循环再造征
费比例较低，应该暂时不会加价。”记者
在店铺内发现，相比于8月1日之前的电
器售价，中原电器的部分品牌电视、冰
箱价格反而有减无增。

也有市民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价格调
整表示理解，认为消费者既然使用了电
器，就应当承担相应的“环保责任”，但
期望加价幅度控制在 1%至 2%的合理范
围内。有意购置新电视的市民程小姐则
说不介意电器售价上调，“愿意多出些
钱，为环保尽一份力。”

黄锦星在废电器计划运行头两天走
访业界后对媒体表示，这项计划可改善
以往回收商胡乱弃置废旧电器引发的环
境污染问题，已取得多数市民的普遍理

解和支持。

用科技转废为宝

据特区政府统计资料显示，香港现
在每年产生超过 7 万吨废电器电子产
品，其中 85%为“四电一脑”等主要家
用设备，绝大部分会出口至其它地区重
用或回收。“但长远看来，依赖出口来处
理废电器并不是持续可行的方案。”黄锦
星说，政府于2012年开展研究，探索在
香港建设废电器回收设施的可行性。

2016 年初，欧绿保综合环保 （香
港） 有限公司中标后受特区政府委托，
开始动工兴建全港第一个废电器电子产
品处理及回收设施“WEEE·PARK”，
园区 2018 年 3 月正式开幕，为香港废电
器计划的平稳实施打下基础。

“欧绿保为大众提供全天候的免费除
旧服务。”欧绿保首席技术总监郑坚明向
记者介绍说，市民只要拨打回收热线，
即可预约上门时间，“自废电器计划实施
以来，我们平均每天可处理 500 宗除旧
服务”。

目前，欧绿保已建立了 5 个位于新
界及港九的区域性回收中心、8 个设于
回收中心之间的卫星收集站与本地零售
商签订了2000余份合作回收协议。

记者来到面积约3.7万平方米的处理
厂房。厂内设置的 4 条处理线错落有
致、运行顺畅，顷刻间便可将废电器拆
解、切碎。“在‘四电一脑’中，冰箱最
难处理。”郑坚明向记者详细解释说，首
先将冰箱中的氯氟烃 （CFC） 或氢氯氟
烃 （HFC） 等有毒制冷剂抽取出来，压
缩并密封于罐中，送至化学废物处理中
心；其次向破碎机内注入惰性气体或氮
气，在氧气浓度较低的环境下切割冰箱
机体；最后将密度不同的金属及塑胶等
二次物料，用物理方法分离后再作保存。

“可别小看了废电器，它们浑身是
宝。”他笑说，以空调为例，其外壳为
铜、扇叶为铝、机身为铁，切割提炼后
能为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二次物料，“转

废为材，WEEE·PARK可谓是‘城市中
的采矿场’！”

郑坚明介绍，自2017年10月初期运
行至今，园区已累计处理约4500吨废电
器，“在废电器计划下，我们会按需增加
运营时间，预计最大年处理量可达5.7万
吨，每年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
250万棵树的吸收总量。”

据了解，欧绿保营运 WEEE·PARK
属自负盈亏模式，但每年可根据回收总
量向政府申请部分资助，目前收支状况
基本平衡。环境局也表示，新征收的循
环再造费用，将有一定比例用于补贴
WEEE·PARK营运。

再生电器回馈社会

在WEEE·PARK园内修复工场，大
量二手电器被整齐地分类、堆置，由维
修工程师及电业工程人员一一检查、修
复、测试并保洁。

“对于仍可良好运转的电器，我们会
将其修复为‘再生电器’，再经反复测试
后通过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或非营利机
构转赠于有需要的基层家庭，多数以电

视、冰箱及洗衣机为主。”郑坚明直言，
在 WEEE·PARK 回收的电视中，多达
30%可在修复后继续使用。

目前WEEE·PARK每月接获约300项
由社会福利署转介的“再生电器”申请，
郑坚明预计每年可成功修复并转赠约1000
部电器，环保之余更将爱心回馈大众。

在公众教育方面，WEEE·PARK也
颇费心思。园区导赏廊内，各类电器化
身为活泼的玩偶，生动地向小朋友展示
每一项物料的位置及占比；他们还举办
了数次电器修复讲座，工作人员耐心指
导、细致讲解，被邻里街坊亲切地称为

“电器医生”……
在从业多年的郑坚明看来，废电器

计划的实施象征着香港力求环保的决
心，“这个共同的愿景需要人人出力，
WEEE·PARK当然责无旁贷”。

根据 《香港资源循环蓝图 2013—
2022》 所定的时间表，特区政府正按照

“污染者自付”的原则，逐步全面推行强
制性生产者责任计划。记者翻查立法会
文件显示，2018年底，废电器计划还将
加推“四电一脑”弃置禁令，严禁堆填
区及废物转运站处置废弃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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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台湾看台湾看香港看香港 背景：国务院近日宣布取消港澳及台湾民众

在大陆就业的许可审核，不再需要办理专门的“台
港澳人员就业证”。

该措施令香港人可如内地居民般自由选择职
业，也可避免内地企业因手续繁复而拒绝招聘香港
人，相信可以吸引更多香港人到内地寻找更大和更
佳的发展机会。

——香港民主建港协进联盟 （民建联） 主席、
立法会议员 李慧琼

中央政府推出便利港人在内地工作措施，可使
大湾区内各地居民的交往更紧密，增加港人尤其是
青年的国民身份认同感。若港人能把握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这不可多得的机遇，就业、创业和安居方面
的空间将更广阔。

——香港立法会议员 葛珮帆

取消在内地就业许可，将为港澳人士在内地就
业带来很大方便，也有利于共同建设大湾区。期待
未来有更多便利港澳人士在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生
活、就学、投资、创业的政策和措施出台。

——香港经济民生联盟主席 卢伟国

之前港人赴内地工作需要办理就业证，很麻
烦，申请过程劳心劳力，还需要提供体检报告，办
下来至少要一周，换工作后原单位证件又变得无
效，还需要重新申请。取消就业许可，心理层面上
可 让 港 澳 青 年 感 觉 融 入 内 地 ， 不 是 “ 外 来 ” 人
员。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主席 吴学明

大陆在就业方面的政策真是越来越好了，包括
办理“五险一金”之类的手续更方便，相信会有更
多台湾青年学生来大陆找工作。新公司今年招收的
台湾毕业生人数比去年整整多了三倍，待遇也更好。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助理、
台湾青年 韩宜伦

对我们这些有想法到大陆寻找机会的大学生来
说，取消就业证的措施是一大进步。希望大陆方面
的求职创业信息以后能更多地传到台湾。

——台湾大学生 高麒钧

在澳门这座有着“小欧洲”之称的神奇小城
里，巷尾街头随处耸立着欧陆建筑，西式面孔的土
生葡人说着流利的粤语，葡国餐厅葡式特色菜香气
四溢。由于历史渊源和文化联结，澳门成了中国与
葡语系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一座“金桥”。

“80 后”郑彩云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在大三
巴附近的新填巷经营着一家葡式辣鱼店，售卖各种
各样的葡式鱼罐头。郑彩云曾在葡萄牙从事法律工
作，却因偶遇葡国辣鱼协会的负责人，而变成了今
天的罐头店老板。

当时那位负责人说，葡式辣鱼罐头品牌有意开
拓亚洲市场，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门路。郑彩云立
刻想到，葡式辣鱼罐头，对澳门人来说，其实早已
是最普及的平价美食。无论是早餐还是夜宵，取一
勺辣鱼搭配上饼干或面包，或是加入泡面中烹煮，
都是澳门人最喜爱的食用方法。郑彩云于是将其引
入澳门，创办了亚洲首间葡式辣鱼专卖店。

地处大西洋的葡萄牙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罐头出
口国之一，其原始的捕鱼方法及独特的制作工艺，
使得这里出产的鱼罐头质优又味美。郑彩云的店铺
还沿用了简洁的葡式工业设计风格，黑白的背景搭
配上五颜六色的鱼罐头，再加上“猫店长”的慵懒
和可爱，辣鱼店一开业便
吸引到大量市民和游客前
来“打卡”，甚至还有香
港的“辣鱼控”专门到此
拍摄婚纱照，葡式鱼罐头
也成为游客心中的“澳门
最潮伴手礼”。

除美食外，澳门与葡
语系国家和地区在经贸、
文化、旅游等方面均有着
密切交流。在氹仔旧城区
水鸭街的山度士葡国商店
里，鳞次栉比地排列着从
葡萄牙直运而来的特色美
酒小食、葡人手工制作的
特色公鸡公仔以及葡式餐
布及餐具等，琳琅满目，
宛如一个小型的葡萄牙生
活百货店。店主马济时是
一位有着西方面孔、在澳

门出生长大的土生葡人。她说，之所以开设这样的
店铺，就是希望给土生葡人捎来一份“葡式问
候”，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便利；更希望通过澳门，
向中国介绍葡萄牙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加深两国之
间的联系和交流。

在塔石广场的葡语国家产品展示中心，陈列着
澳门设计师李惠晶设计的中国服饰。这套服饰所用
到的蜡染花布来自于澳门企业家陈志强创办的花布
企业，其纺织原料来源地及工厂均在中国内地。在
一次出差途中，陈志强在飞机上透过电子屏幕看到
非洲肯尼亚一个讲述用蜡染布制作服装的节目，因
此萌生出将蜡染印花布料转变为时装的想法。回澳
后，在李惠晶的帮助下，陈志强旗下企业就开始生
产富有魅力的蜡染时装。现在，这些时装已远销至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葡语国家和地区，不仅使得企
业的利润大幅度增长，还推动澳门设计品牌走向世
界。

从美食推广到文化交流、从人才培养到商贸往
来，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
角色正日益得到广泛认可和肯定，独具葡式特色的
商品正络绎不绝地通过这座“跨洋大桥”走进内
地，内地产品亦源源不断地经澳门走向世界。

澳门：中葡之间架金桥
辜雨晴

看澳门

澳门议事厅前地。（资料图）

香港城西“叮叮”电车回顾展近日举行媒体预展。本次电车回顾展将于8月9日至11月底举行，展出
珍贵电车及香港西区历史照片、电车车票、电车邮品等，让观众通过这些图片和实物回味一百多年来香港
电车的独特魅力和历史沿革。图为香港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电车专家张顺光在香港唯一一辆编号120的复
古电车上介绍120电车的特点。 中新社记者 张 炜摄

回味叮叮车

台行政管理机构“主计总处”日前公布台湾民众
5月总薪资平均近4.8万元新台币，引发极大争议。对
此，台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赖清德解释称，提出这个
数据是要让资方心里有数，让劳工在谈薪水时，可以
跟老板说“你给的薪水太低”。岛内网友戏称，这是

“2018最强笑话”。
此前，赖清德曾表示台湾劳工平均薪资达到 5万

元新台币，被台湾网友骂翻，纷纷表示“抱歉，就是
我拉低了平均薪资”。而赖清德此番又出来强辩道，

台当局所给的数据是为了让劳工跟老板谈薪资时有底
气，是为劳工着想，对劳工有利。

许多网友听到赖清德说可向老板反映“你给的薪
水太低”后，纷纷留言讽刺称，“然后我就没工作
了？！”“真的干话连篇！”“老板：我可以给你更低。”

“2018 最强笑话”。对此，台湾资深媒体人黄创夏直
言，岛内政客们满口胡言，是在玩“权力的游戏”，
因为再怎么蠢的话，都有人会去相信和护卫，这才叫
做权力的滋味。

WEEE·PARK工作人员在处理废旧电器。（欧绿保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