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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局

在過往一年，我們致力落實 34 項承諾，在這些承諾中：

• 15 項已經實現；

• 13 項正如期進行；

• 1項尚要檢討；以及

• 我們正繼續努力，推展 5項持續的工作。

現按每個主要工作範疇詳細報告如下：

保障和徵集收入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已完成的項目

財政司司長已在 1998 至 1999 年度財

政預算案中公布該項檢討完成後

所作出的建議。

所需的法例修訂已獲臨時立法會

通過。稅務局已因應需要發出執

行指引，並修訂了現行的一套指

引，闡釋已實施的措施的詳情。

由 1998 年 9月 1日起，如果離境旅

客已於購買機票時繳付飛機乘客

離境稅，航空公司為他們辦理登

機手續時，便不會向他們徵收有

關稅項。新的收稅安排會節省辦

理登機手續的時間，並可改善旅

客服務。

1997 1. 檢討利得稅稅制，並在下年

度的財政預算案公布時，作

出有關決定及宣布會否修改

利得稅制或其他課稅安排。

1997 2. 在 1998 年實施檢討利得稅後所

作出的建議，令本港的營商

環境更具競爭力。

1997 3. 在 1998 年擴展售賣離境稅券的

計劃，以改善飛機乘客離境

稅的徵收程序，方便使用新

機場的旅客。



2

1997 4. 在 1998年簡化稅務局商業登記

的程序，並縮短處理時間，方

便營商。

1997 5. 在 1998 年增加香港海關在調查

工作方面的人手，使海關能

更有效率地處理涉嫌瞞稅和

違反《應課稅品條例》的個

案。

我們已把簽發新商業登記證所需

的時間，由 8個工作天減至 6個工

作天；並在商業登記署增設了兩

個付款處。

我們已取得資源，用以在香港海

關開設 3個職位，以加強調查工作

方面的人手。有關職位會於 1998 年

10 月開設時派員出任。

我們在過去一年就下列項目均取得良好進展。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會繼續

推行有關工作。

年份 目前情況

1996 6. 繼續嚴格執行有關法例，對付利用服務公司逃避或減低薪俸稅負

擔的做法，以及確保營商人士須妥善保存營業紀錄以供評稅之用。

1996 7. 加強打擊逃稅及減少避稅的機會，並確保所有到期稅款完全清繳。

財政預算規劃和財政管理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已完成的項目

1997 1. 詳細檢討政府的財政狀況，

並在下一份財政預算案討論

財政儲備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的財政管理方面所發揮

的作用。

1997 2. 在 1998至 1999年度，實施一項

經改良的管理程序，力求以更

準確的方法衡量政府服務的成

效，並會為此而更明確地界定

政策目標，以加強該等目標與

所投入的資源的聯繫。

我們在 1998年財政預算案，全面探

討了財政儲備的用途、水平和穩

健情況。

我們已推行目標為本管理改革，

制訂跨部門的施政方針。這套管

理改革 眼於政府致力向市民提

供服務的成效，涉及的範疇已涵

蓋所有決策局和部門的施政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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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3. 在 1998 至 1999 年度，政府經常

開支總額預計將較 1997 至 1998

年度增加約 77 億元，實質增

長為 5%。開支的增長可提供

充足的資源，落實房屋、教

育、老人服務和經濟發展這

幾個範疇的策略性政策目標。

1997 4. 加快推行工務計劃，以應付對

房屋用地和相關基建的需求。

1997 5. 物色更多合適的工程，包括

政府工程和受資助的工程，

把它們納入基本工程計劃內。

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6. 在 1997 至 2002 年間，預計會動

用 1,350 億元進行已列入計劃

的基本工程。開支主要用於：

教育 246 億元

平整土地及防洪 169 億元

運輸 172 億元

港口工程 128 億元

生福利 111 億元

(不包括獎券基金撥出用於福

利的非經常開支 )

環境 117 億元

水務工程 89 億元

1998 至 1999 年度的開支預算已得到

臨時立法會核准，政府經常開支

方面會有 5% 實質增長。

過去 12 個月，均能依期準時提交

我們所有撥款申請，供立法機關

的財務委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審

批，以便開展有關工程。我們會

繼續這種做法。

在 1998 年的資源分配工作中，有 107

項新工程獲得撥款。在 1996 和 1997

年的資源分配工作中，獲得撥款

的新工程分別有 71 和 95 項。

據我們估計，在 1997 至 1998 年度用

於進行非機場核心計劃中的基本

工程開支約為 185 億元，分項開支

如下：

教育 34 億元

平整土地及防洪 20 億元

運輸 21 億元

港口工程 12 億元

生福 利 20 億元

(不包括獎券基金撥出用於福利的

非經常開支 )

環境 28 億元

水務工程 14 億元



4

1996 7. 由 1996 至 2001 年，預計在機場

核心計劃的各項基本工程方

面，會動用 182 億元。

1996 8. 由 1996 至 2001 年，預計會動用

6.02 億元興建為新機場的第二

條跑道而設的政府設施。在

1997 至 1998 財政年度，預計會

動用約 4,000 萬元進行這項工

程計劃。

1994 9. 發展財務資料系統，以及為

管理人員提供適當的財務管

理訓練。

－ 在 1997 年 10 月以試驗形

式推行訂購單處理系統。

－ 在 1997 至 1998 年度，為

1 240 名人員提供訓練，

並為 30個決策局和部門

設置會計及財務資料系

統的部門查詢系統，以

改善部門的財務報告和

管制工作。

－ 在 1998 至 1999 年度結束

前將會計及財務資料系

統的部門查詢系統擴展

至所有部門。

截至 1998 年 9月底止，我們在機場

核心計劃的各項基本工程方面，

已動用了 109 億元。

與這項工程計劃有關的工程正如期

進行，我們亦已就該工程計劃所需

的系統和設備進行招標。在 1997至

1998 財政年度，我們動用了 3,680萬

元。在 1998至 1999財政年度首 6個

月內，我們預定動用 1.46億元。由

1996年起計，該項工程至今的總開

支預計為 1.828億元。

該系統如期在 1997年 10月以試驗形

式在 3個部門推行。庫務署現正檢

討該試驗計劃，以確定未來路向。

在 1997 至 1998 年度，逾 1 500名人員

參加了財務管理訓練。由 1994年 10

月起計，我們先後為 3 406 名人員

安排了為期兩天的課程；此外，由

1997 年 3 月起計，我們總共為 1 125

名人員安排了為期一天的課程。

截至 1998 年 9月底止，共有 60 個決

策局和部門設置了會計及財務資

料系統的部門查詢系統。我們預

計在 1998 至 1999 年度完結前，所有

決策局和部門 (共計 89 個 ) 均會設

置該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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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過去一年就下列項目均取得良好進展。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會繼續

推行有關工作。

年份 承諾

1996 10. 在繼續奉行精簡政府及低稅率的原則之餘，切實回應市民希望得

到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的要求。

調配由經濟持續增長所帶來的新資源給不同的政策範圍時，力求

取得適當的平衡。

1996 11. 繼續大力宣揚公營部門的運作應達致更高效率和更符合經濟效益

的信息。

1996 12. 把資源分配和開支的決定權，盡量下放予各決策局及各部門的管

理人員。

政府投資管理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已完成的項目

1997 1. 在 1998 至 1999 年度檢討財政儲

備的投資策略，以期取得更

高的回報。

1997 2. 在 1998 至 2001 年期間，申請撥

款發展科學園等高科技計劃。

我們已完成了對財政儲備的作用

和投資策略的檢討。財政司司長

已在 1998 年 2月 18 日發表財政預算

案時，公布了有關財政儲備的新

投資安排。新安排已在 1998 年 4月

1日開始實施。

政府在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後，

已向應用研究發展基金撥款 5.25 億

元，用以資助應用研究發展項目，

俾能提高本港工業生產的價值和

科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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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3. 在 1998 至 2001 年期間，申請撥

款約 500億元，作為鐵路發展

策略下各優先計劃的政府資

本投資。

1997 4. 在 1998 至 1999 年度，考慮進一

步加強各營運基金在運作上

的靈活性，從而改善服務，

提高生產效率和增加成本效

益。

財務委員會已批准向科學園公司

注資 2.68億元，以支付其經營費用；

另注入 5,480 萬元用作進行科學園

第一期興建工程。

當局現以撥款形式，而非投資形

式，為應用研究發展基金和科學

園提供資助，俾能更切合實際的

需要。

財務委員會已通過撥款 290 億元，

作為注入九廣鐵路公司的資本，

以便進行西鐵工程的各主要項目。

我們已在 1998 年 4月中，把首筆為

數 145億元的資金注入九廣鐵路公

司。

各營運基金均已設計和實施一套

指標，用以衡量生產效率和成本

效益，及識別任何工作表現未達

指標的地方。當局現正為加強營

運基金在運作和管理上的靈活性

而制訂政策。

政府產業發展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已完成的項目

1997 1. 在 1997 至 1998 年度騰出 260 個

政府宿舍單位和 3幅現時用作

公務員宿舍的土地。

我們已騰出 260個政府宿舍單位，

以供出售。當中有 133個單位已經

售出，餘下的會繼續出售或招租。

另外， 3幅宿舍用地已於騰空後售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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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2. 在 1998 至 1999 年度騰出 3幅宿

舍用地，以供出售。

1997 3. 在 1998 至 1999 年度擬訂計劃，

以新式家具取代現有政府辦

公室的舊式家具，藉此改善

工作環境，並令辦公室擁有

更現代化的外觀。

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4. 安排騰出兩幅位於廣東道及

銅鑼灣山路的政府辦公用地，

以供在 2001 年出售。

1997 5. 為政府樓宇進行翻新工程，

藉以保持政府樓宇的價值，

同時為員工和到訪的市民提

供更佳的環境。

1997 6. 以更積極進取的態度、更有

系統的方法，規劃政府建築

物的工程項目，務求地盡其

用。

1997 7. 在 1998年建立一個詳盡的政府、

機構團體及社區用地資料庫，

並有效運用這些資料，藉以

檢討政府土地現有及已規劃

的用途。

1997 8. 加強協助各部門檢討對用地

的需求，並加強協調工作，

盡量使地盤能作聯用發展，

包括提供可兼顧社會福利和

社區用途的設施，以期達到

善用土地的目的。

我們已騰出 3幅宿舍用地，並納入

了 1998 至 1999 年度的售地計劃內。

由於自 1998 年 6月起暫停賣地，因

此這批土地仍未售出。

我們已就 1999 至 2004 年以新式家具

取代舊式家具的工作，擬訂出一

套計劃。

正為受影響的辦公室覓地搬遷。

1997 至 1998 年度的翻新工程已經完

成。 1998 至 1999 年度辦公大樓的翻

新工程 (包括改善消防裝置 )及診療

所的改善工程已經展開。

我們已經推行一個新制度，協助

政府產業署能更積極進取和有效

地協調現有和新安排的預留土地，

藉此確保地盡其用。

有關資料庫的電腦系統已於 1998 年

5月建立。我們現正蒐集和分析有

關資料，以方便檢討現有及已規

劃的土地用途。

已成立兩個工作小組，分別檢討

未盡其用的診療所和社區會堂用

地的重新發展潛力。政府產業署

將負責統籌地盤聯用發展計劃及

所需的重配地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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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產業署已確定 5幅未盡其用的

政府土地作其他發展之用。該署

現正擬備一份載列其他未盡其用

的土地的清單，以便每年繼續推

展有關計劃。

政府產業署已於 1998 年 7月 6日啟

德機場停用之日起，接手管理該

處及把該處改作商業用途。該處

有些建築物和土地已預留給政府

使用。我們正評估各個有關的方

案，以便在該處最終進行重新發

展之前，能夠有效利用那些超出

政府所需的地方。

由於政府決定在中環添馬艦海軍

總部舊址興建新的政府合署，我

們已檢討是否需要興建該 3座政府

合署，結果如下：

－ 已無需在士美菲路興建政府合

署。我們現正檢討這項工程的

範疇。

－ 沙田政府合署將依計劃在 2001

年建成。

－ 由於已沒有需要興建西灣河政

府合署，因此已決定不進行這

項工程。

1997 9. 為現時未盡其用的政府用地

制訂重新發展的策略及優先

計劃；在 1998 年為 5幅這類土

地擬訂重新發展的方案；以

及每年繼續推展這項計劃。

1997 10. 在 1998 年啟德機場停用後，

等待確定最終的重新發展計

劃期間，接手管理及把該處

改作商業用途。

尚要檢討的項目

1997 11. 在士美菲路、沙田及西灣河

興建 3座政府合署，預期分別

於 2000 年、 2001 年及 2002 年落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