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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與各界溝通

276次 區訪

平均每 

2個 工作天
有一位司局長落區

次 立法會會議

自上任以來，行政長官共出席了

24

行政長官主持高峰會

扶貧稅務新方向 傷健共融 優質教育

教育
社會福利
醫療
輔助服務
保安

基礎建設及房屋
環境及食物
社區及對外事務
經濟

2019-20
（預算）  $ 4,410億

+22%

2018-19   $ 4,030億

2017-18   $ 3,618億

906 806 193613 285481843 137146

855 725 169544 243443795 123133

802 626 153513 222409653 126 114

政府經常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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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香港的核心價值，亦是我們的絕對優勢，包括我

們的法治、獨立的司法機關、人權、自由，都受到 

《基本法》的保障。我和特區政府是會竭盡所能捍衞法

治和確保《基本法》、『一國兩制』在香港準確、全面地

落實。」

「作為從政者，不時都要警醒自己，要準確掌握民情。

我亦深切體會到，縱使有良好意願，也必須要開放包

容；縱使政府須重視行政效率，也必須耐心聆聽。」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直轄於中
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依託祖國、面向
世界，保持自身獨特優勢。這些包括法治精神、行政管理權、
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以及人權、自由等優勢，都
受到《基本法》保障。

特區政府會竭力執行「一國兩制」、維護《基本法》和捍衞法治，
而良好管治就是履行上述憲制責任的重要基礎。政府亦會確保
日後工作更貼近民心、民情、民意，積極提升公眾參與。政府
的施政風格需要變得更開放、更包容，聽取民意的工作要革新。

採用新的財政政策是本屆政府改善管治的另一項重要舉措。在
確保公共財政穩健的前提下，我們遵照《基本法》的要求，以
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同時實踐理財新
哲學，善用盈餘造福社會。特區政府的經常開支由本屆政府任
期開始至現在（即2017-18至2019-20年度）已增加792億元 
（21.9%），以支持各項改善民生的新措施，而計及基建及
其他非經常開支的總政府開支於2019-20年度預計高達 
6,078億元，較2017-18年度上升29.1%。與此同時，我們仍
然保持着超過11,000億元的穩健財政儲備。我們會繼續秉持理
財新哲學，投資未來，提升競爭力，並為社會創造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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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個 委員會

免遣返聲請

政府「人才庫」內的青年人

數目增加至約3 500人

政府委員會內

青年成員比例

增加至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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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委員自薦計劃
已取得的進展
在 2017 年及 2018 年《施政報告》及	

《施政綱領》下，共公布了40項新措

施，當中39項已完成或按序推進。

本屆政府已完成或取得重要進展的主要

措施如下：

強化執行能力

•	在本屆政府首三年（即2017-18至

2019-20年度）， 公務員編制已增

加約13	500個 職 位（7.6%）。 預計

至2020年3月底，公務員編制將達

191	816個職位。（公務員事務局）

•	於2018年7月邀請在2000年6月1日

至2015年5月31日 期 間 入 職 的 現

職公務員選擇在65歲（文職職系）或

60歲（紀律部隊職系）退休。（公務員

事務局）

•	已選定在觀塘一幅面積約11	000平

方米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

採用「一地多用」的發展模式進行綜

合發展，除提供公務員學院及社福設

施外，亦會興建高架行人平台、公眾

休憩空間和綠化平台，以改善當地的

環境和提升區內的通達性。我們已

於2019年5月就發展項目的初步規

劃諮詢觀塘區議會，預計發展項目於

2026年年底完成。（公務員事務局）

•	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於2018年

12月展開的檔案法公眾諮詢已於

2019年3月結束，法改會正在分析諮

詢期內所收集的意見，待法改會提交

報告後，政府會積極跟進。（政務司

司長辦公室）

公務員團隊

•	九龍杏林街入境事務處（入境處）職

員宿舍及將軍澳魷魚灣村道香港海關

（海關）員佐級職員宿舍已於2018年

年底落成，並分別於2019年1月及

5月完成入伙。另外，觀塘將軍澳道

職員宿舍的建造工程亦於2019年6月

完成，並於2019年8月起陸續入伙。

（保安局）

•	正加快興建五個部門宿舍項目，計有

香港仔田灣懲教署職員宿舍、將軍澳

百勝角消防處紀律部隊宿舍、粉嶺芬

園已婚初級警務人員宿舍、慈雲山雙

鳳街海關職員宿舍和將軍澳第123區

寶琳路海關職員宿舍，預計可於約

2019年第四季至2022年年底內陸續

落成及入伙。（保安局）

•	於2019年4月公布，放寬長期優良服

務公費旅行獎勵計劃的安排，容許獲

獎人員彈性選擇一名同行人士領取旅

行津貼。（公務員事務局）

司法機構

•	司法機構已成立中央督導委員會，負

責監督新高等法院及新區域法院發展

計劃的落實工作。新區域法院發展用

地的法定改劃程序已於2019年5月展

開。（政務司司長辦公室╱發展局）

•	於2019年3月把《2019年司法人員

（延展退休年齡）（修訂）條例草案》提

交立法會審議，預期於2019-20立法

年度恢復二讀辯論。（政務司司長辦

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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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參與

•	已將「青年委員自薦計劃」恆常化，定

期招募18至35歲、有志服務社會的

青年人加入政府諮詢委員會，直至目

前為止，已有35個委員會參與「自薦

計劃」，共開放71個名額，並已委任

50名委員。青年成員的整體比例已由

2017年年底的7.8%上升至2019年

年中的10.9%，逐步邁向本屆政府訂

立15%的目標。（民政事務局）

•	行政長官已主持六場高峰會，涵蓋不

同範疇，包括稅務新方向、扶貧、傷

健共融及優質教育，與持份者就有關

政策和措施直接交流。（相關政策局）

地方行政

•	截至2019年9月底，各司局長已進

行276次區訪，即平均每兩個工作天

便有一位司局長落區了解地區事務。

（民政事務局）

•	於2013年推出由各區議會主導的社

區重點項目計劃，至今已有27個項目

獲批撥款，當中20個項目已投入服

務。（民政事務局）

廉潔

•	已為政府人員和公職人員製作新的誠

信培訓短片，內容包括公務員較常面

對的貪污問題，亦涵蓋最新的關注議

題。（廉政公署）

•	完成一系列45周年紀念活動，包括

電視劇集、開放日及加入虛擬實境及

擴增實境體驗遊戲的巡迴展覽等。另

外又推出青年推廣計劃，在多媒體平

台宣傳由大專生創作的反貪廣告，並

以廣告為藍本製作網絡宣傳短片，進

一步加強培育年輕一代的誠信觀念。

（廉政公署）

•	與七個國際反貪評級機構的領袖進行

了共17場訪問交流活動及會議，向

國際社會宣揚香港強而有力的反貪機

制及廉潔情況。與世界正義工程合辦

「廉政公署第七屆國際會議」，吸引逾

500人出席。自2017年起，與超過

50個國家的反貪機構建立聯繫，並為

近4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反貪人員舉

辦培訓課程。（廉政公署）

免遣返聲請

•	在2018年，非華裔非法入境者和新

的免遣返聲請數目比高峰期大幅回落

約八成。入境處已基本完成審核超過

11	000宗的積壓聲請。（保安局）

公共選舉

•	已與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合作訂

立實務安排，確保2019年區議會一

般選舉將按照有關法例，在公平、公

開和誠實的情況下舉行。（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

•	已跟進選管會提交的2019年區議會

一般選舉選區分界建議，並修訂相關

法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法律援助

•	自2018年7月1日起，把制定法律援

助（法援）政策和管理法律援助署的工

作，從民政事務局撥歸政務司司長辦

公室，藉此彰顯法援制度的獨立性。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	落實了一系列措施提升免費法律諮詢

服務，包括自2019年4月1日起大幅

上調當值律師費用，以及在灣仔政府

大樓增設無律師代表民事程序法律諮

詢計劃辦事處。（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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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挑戰

強化執行能力

•	在公共服務需求不斷增加，以及全球

經濟不明朗的情況下，我們在擴大公

務員編制以落實新措施的同時，亦需

要確保公務員系統穩定發展，以維持

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公務員事務

局）

《基本法》第45條：

普選行政長官

•	政制發展相關議題極具爭議，我們必

須審慎行事。貿然重啟政改，將會導

致社會更加分化，是不負責任的做

法。社會就政改展開的討論，需要有

法理基礎，並在平和、互信的氛圍

下，以務實的態度進行。特區政府會

審時度勢，按照《基本法》及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推動政制發

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行政與立法關係

•	因應香港社會近期的發展，政府施政

需要更開放及包容，耐心聆聽民意，

準確掌握民情及積極回應市民及立法

會的訴求。（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免遣返聲請

•	現時仍有超過13	000名免遣返聲請

人因不同原因逗留在香港，例如正等

候向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上訴，正進

行司法覆核或刑事程序，或正等候遣

返。（保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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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

強化執行能力

•	在2025年年底前在政府所有部門全

面推行電子檔案保管系統，以提升保

存和管理政府檔案的效率。（政務司

司長辦公室）

•	將檔案管理分階段納入新聘政府人員

的入職培訓課程。我們已制訂一套適

用於各政府部門的培訓計劃，並把

檔案管理培訓的目標由現時每年約

4	000人次大幅增加至10	000人次。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地方行政

•	把「社區參與計劃」下推廣藝術文化活

動的2,080萬元「專款專項」額外撥款

恆常化；以及增加資源加強區議會的

人力支援。（民政事務局）

•	由2020-21年度起，把「地區主導行

動計劃」的每年經常開支撥款總額由

6,300萬元提升至8,000萬元，以進

一步解決地區上的老大難問題和發展

地區機遇。（民政事務局）

廉潔

•	為具執法或規管職能的非紀律部隊部

門及公營機構，制訂防貪指引，就相

關的工作程序提供最佳常規。（廉政

公署）

•	協助發展局和主要公共機構加強監督

建設工程項目的系統，以減少系統中

可能出現的貪污風險。（廉政公署）

•	與相關政府政策局╱部門合作，制訂

一套全面的公共工程承建商誠信管理

系統框架，並協助承建商實施有關系

統，以加強承建商在誠信管理及防貪

方面的意識及能力。（廉政公署）

•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框架

下，加強與廣東省及澳門的反貪機構

在廉政建設方面的合作，包括合辦培

訓課程，加強廉潔文化教育及宣傳工

作交流，致力構建清廉及透明的政商

關係，促進廉政機制協同。（廉政公

署）

修訂《刑事罪行條例》

•	就建議修訂《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章），以對窺淫及未經同意拍攝

私密處訂立新的刑事罪行進行公眾諮

詢。（保安局）

•	參考法改會有關性罪行的檢討，為修

訂《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有關性

罪行的條文進行前期工作，使有關條

文與時並進。（保安局）

保障人權

•	政府與私隱專員公署正積極檢討《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修

訂的方向包括設立強制性資料外洩通

報機制和加強規管資料保留時限等，

我們會在諮詢相關持份者後，草擬修

訂條例草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	為政府紀律部隊開發培訓資源，並納

入恆常訓練課程中，以提高紀律部隊

前線人員對性小眾的認識和敏感度；

我們亦會設立溝通平台，就研究其他

司法管轄區推行性小眾反歧視措施的

結果，與持份者探討及推展可行的反

歧視措施方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	支持平等機會委員會加強防止性騷擾

的工作，包括研究相關的法律保障、

設立一站式支援平台、向不同界別推

廣制訂反性騷擾政策及措施，以及通

過教育和宣傳活動提高公眾對性騷擾

的認識和警覺性。（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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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

•	建議將普通法律援助計劃申請人的

財務資格限額提高約三成，由目前

的307,130元，增加至400,000元；

以及將法律援助輔助計劃申請人的財

務資格限額增加約三成，由目前的

1,535,650元， 增至2,000,000元。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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