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來年我們在管理公共財政方面會面對許多挑戰，因此，

我們現在更有需要確保能夠秉承一貫的做法，保持公共財政

穩健。

實施去年公布的目標為本管理改革，有助我們把資源集

中於滿足社會各項重大需要。我們會繼續以最有效的方法運用

資源，以滿足市民的期望及促進香港的長遠利益。我們會特別

致力於提高政府的服務效益。我們亦會進一步改善政府中央服

務的效率，包括有效管理政府的辦公地方、宿舍和產業。

我們會確保在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

的多項新稅項寬減措施順利實施。同時，我們會增撥資源，

以及更積極工作，鼓勵納稅人士自願遵守稅務法例的規定，

並採取有效行動，打擊拖欠稅款、逃稅和避稅等行為，以保

障政府收入。

我們會繼續把資源適當地投入那些會為香港帶來長遠利

益的基礎建設和發展計劃中，也會致力保持財政儲備充裕，

以鞏固本港的經濟成就及加強其應變能力。

我們深信，審慎理財定會有助香港安然渡過難關，養精

蓄銳，更添活力。我們也深信，政府在經過這難關後，會成

為一個更能照顧社會需要和更有效率的機構，為市民服務。

庫務局局長俞宗怡



一

審慎理財

我們的施政方針，是保持公共財政穩健，以及營造一個

有利經濟持續增長和蓬勃的財政環境。

為了落實這項施政方針，我們會確保達致適當的平衡，

既滿足市民對更佳公共服務的要求，又能恪守小規模政府和

低稅制的原則。



二

第四頁

第六頁

第九頁

第十頁

成效重點

為了貫徹這項施政方針，我們必須在以下主要工作範圍

取得成績：

一 確保政府開支的增長，在

一段期間內不會超越經濟

增長，並確保可供政府調

配的資源能運用得宜，符

合經濟效益，提供最切合

社會需要的優質服務

二 維持有效的收入徵集和保

障制度，以應付各項開支
承擔

三 為政府各項計劃提供資金

四 藉審慎而有效率的管理，

按照既定指引把財政儲備

維持在適當水平

五 提高政府服務的效率、質
素和成本效益

六 以符合成本效益和高效率
的方式管理政府的產業

第十三頁

第八頁



三

本小冊子分為多個部分，分別闡釋以上各個成效重點，

概述我們的主要工作，並列出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指標。此

外，每部分亦臚列為貫徹該施政方針而新制定的主要措施，

並注明負責的機構，以及擬達到的具體目標。



四

我們認為，公營部門的增長不應過於迅速，以致剝奪私

營機構推動經濟增長所需的資源。因此，我們必須確保政府

開支的增長，在一段期間內不會超越經濟增長。在控制開支

的過程中，我們要考慮各方面對資源的需求，並以謹慎的態

度決定優先次序，以便把資源分配給那些對社會最有利的範

疇。我們致力確保所分配的資源，以符合效益的方式運用，

為社會帶來最大的利益。

成效指標

我們會比較政府開支的累積實質增長與本地生產總值的

累積實質增長，作為衡量這方面工作表現的成效指標。

一 確保政府開支的增長，在一段期間內不會

超越經濟增長，並確保可供政府調配的資

源能運用得宜，符合經濟效益，提供最切

合社會需要的優質服務

在政府各部門機關全面推行

一項提高生產力的計劃

措施 目標

(庫務局 )*

透過提高生產力和效

率，務求在政府的現有

運作開支上，調撥資

源，以應付在一九九九

年資源分配中要求撥款

推行的新措施

*  括號內為該措施的主要負責機構



措施 目標

就個別開支範疇，作全面的

檢討，以確定用於落實有關

施政方針的資源是否符合成

本效益

(庫務局 )

在一九九九年完成最少兩

個開支範疇的全面檢討

五



我們會維持一個簡單、低稅率而又明確的稅制。這樣可

確保資源盡量保留在私營機構，作最具效益的運用，從而有

助促進投資及企業經營。另一方面，市民期望政府提供更多

及更優良的服務，因此，我們必須取得平衡，確保有足夠收

入應付各項開支承擔。我們致力改善政府徵集收入制度的效

率，並盡量方便公眾，以及鼓勵納稅人士自願遵守稅務法例

的規定。我們會致力打擊逃稅行為及盡量減少避稅的機會。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所徵集的收入可

以應付政府開支的程度。

二 維持有效的收入徵集和保障制度，以應付
各項開支承擔

六

措施 目標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增設一個實地審

核小組，多處理 100宗個

案，估計每年可多收回

1億元稅款和罰款

加強打擊逃稅行為，並盡量

減少避稅的機會

(稅務局 )

改善有關申請簽發新商業登

記證的處理系統，以提高商

業登記署的效率

(稅務局 )

由一九九九年起，把處

理新商業登記所需的時

間由 6天縮短至 4天



措施 目標

擴展電子儲稅券計劃。對納

稅人士來說，這個計劃較購

買現有的儲稅券以繳納稅款

更為方便

(稅務局 )

由一九九九年起，把這個

現時只供公務員和退休公

務員參加的計劃擴展至所

有薪俸稅納稅人士

七



我們會作出重大投資和提供貸款，以支持經濟和社會發

展，藉此加強香港的競爭力和改善居住環境。我們會特別以

入股、貸款或其他方式，在法定機構進行策略性投資，為大

型基建和發展計劃提供資金。這樣，政府可以補充私營機構

在財力方面的不足。這種做法也可以鼓勵和吸引私營機構參

與具商業潛力的大型發展計劃，有助加強發展的靈活性和成

本效益。此外，我們也會以股東的身份，監察政府投資的成

績，確保為社會整體取得合理回報。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表現的成效指標是：

政府為大型基建和發展計劃提供的融資金額

政府投資的預期回報率

三 為政府各項計劃提供資金

措施 目標

完成向九廣鐵路公司注資，

以興建西鐵第一期工程

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之

前注入股本 290億元

申請批准有關馬鞍山至大圍

鐵路線和尖沙咀支線的融資

建議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

度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

交有關申請

(庫務局 )

(庫務局 )

八



四 藉審慎而有效率的管理，按照既定指引把

財政儲備維持在適當水平

我們必須維持充裕的財政儲備，以應付公共財政在日常

運作、處變應急及金融需求三方面的需要。自一九九七年十月

到現在的一場金融風暴，凸顯了擁有雄厚儲備以應付困難時

期需求的重要性。我們已將財政儲備的投資事宜交託給金融

管理局負責。我們會致力保持財政儲備的實質價值。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表現的成效指標是財政儲備的

水平。

措施 目標

研究如何統一土地基金和其

他財政儲備的投資策略，以

便由金融管理局以單一投資

組合的形式來管理

(庫務局 )

在一九九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或之前完成檢

討

九



我們在政府部門提倡合乎經濟效益的原則，協助各部門

提高服務的效率、質素和成本效益。我們定期檢討提供政府

服務的最恰當方式，例如透過營運基金、招商承辦、公司化，

以及其他方式。我們亦致力為各部門提供高效率而具成本效

益的中央支援服務，包括財務管理、會計、採購、車輛管理

及印刷服務。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透過架構檢討、

制訂服務表現的基準和顧客服務調查所得知的顧客滿意程度，

以及政府服務在成本效益方面的改善程度。

五 提高政府服務的效率、質素和成本效益

措施 目標

檢討政府印務局的運作，以

提高服務的效率和成本效益

(政府印務局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完成這項檢討

改善政府車輛管理服務

(政府車輛管理處 )

在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

年度內完成一項有關政

府車隊服務的全面檢

討，並訂出實行有關改

善措施的時間表

十



措施 目標

落實政府物料供應處的 5年業

務計劃，令該處的運作更具

效率、有更高的成本效益，

並更能符合顧客的需要

(政府物料供應處 )

在一九九九年年初或之

前為該處 5個科分別擬訂

詳細的行動計劃

為政府物料供應處的 3項服

務，即驗貨、送貨和採購服

務進行國際標準化組織認證

工作

(政府物料供應處 )

在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一年

度完結前完成認證工作

透過加強電腦化，提高政府物

料供應處服務和運作的效率

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之

前，為「貨倉運作、存

貨管理及物料提取電腦

系統」引進電腦條碼功

能，以進一步改善政府

物料營運中心 ( 該中心

是政府的中央貨倉 ) 的
存貨管理

加強「採購管理系

統」，使該系統能於

一九九九年六月或之前

處理公元二千年的年份

數位，並在二零零零年

年中或之前併入經增強

的採購管理功能

在二零零零年年初或

之前實施「電子投標

系統」

十一

(政府物料供應處 )



措施 目標

提供更有效率的政府帳項收

款服務

(庫務署 )

在一九九八年年底或

之前，提供多一種電

子繳款服務，讓市民

利用銀通集團網絡的

大部分自動櫃員機繳

付差餉、稅款及水

費，並在一九九九年

探討可否在其他網絡

引進類似的服務

在一九九八年年底或

之前，把庫務署和稅

務局位於灣仔的收款

處合併為庫務署綜合

性收支辦事處

十二



六

我們致力以經濟和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透過興建新政

府樓宇，以及按有利政府的條件租用或購置物業，滿足政府

對辦公地方和宿舍的需求。我們確保政府的辦事處和宿舍均

獲妥善管理及保養，從而保持物業的價值，以及為使用者提

供舒適的環境。我們致力在不影響使用者正常工作的情況下，

充分利用現有政府產業作商業用途。此外，我們也致力與各

局及部門緊密合作，統籌政府、團體及社區用地的聯用發展

計劃，以及盡量騰出過剩的土地作其他發展用途，務求充分

利用已用作或撥作政府、團體及社區用途的土地。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政府自置物業與租用物業的比率

政府辦事處和宿舍的佔用率

每年因停止租用辦公室而可節省的租金

重新發展或騰出的未盡用土地數目

以符合成本效益和高效率的方式管理政府

的產業

十三



措施 目標

完成把資料輸入政府、團體

及社區用地綜合電腦資料

庫，以便檢討這些土地現有

及已規劃的用途

(政府產業署 )

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之

前完成對 2 500 幅政府、

團體及社區用地的現有

及已規劃用途的調查，

並把所得資料輸入該資

料庫

每年擬訂及向前推展一項優

先處理計劃，為未充分利用

的政府、團體及社區用地現

時的使用者另配地方，及重

新發展或批出這些用地

(政府產業署 )

在一九九九年年初 或

之前擬訂一九九九 至

二零 零零 年 度到

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四

年度的 5年計劃

實施一九九九至

二零零零年度的計劃

計劃及監察興建新政府合署

的進度

(政府產業署 )

長沙灣政府合署定於

一九九九年啟用

策劃以下的新工程項

目  ：

– 興建沙田政府合

署，預期在二零零一

年完成

– 在柴灣興建一座包

括工場及政府辦事

處的大樓，預期在

二零零三年完成

十四



措施 目標

推行家具更換計劃，令辦公

室有現代化的外觀，同時也

可善用空間

(政府產業署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四

年間實行該計劃，涉及

約 350 000 平方米辦公地

方

改善舊政府建築物的狀況

(建築署 )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翻新約 450幢樓宇

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