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教育局          
 

基金名稱：  研究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盈餘盈餘盈餘盈餘／／／／（（（（赤字赤字赤字赤字）））） 

(註1)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 18,491 15 18,476 

2009-2010 18,476 1,088 136 952 

2010-2011 19,428 1,164 675 489 

2011-2012 19,917 6,190 
(註2) 

789 5,401 

2012-2013 25,318 1,304 663 641 

2013-2014 25,959 (註3) (註3) (註3) 

註 1: 基金的會計年度由 9月 1日至翌年 8月 31日。期末結餘的結算日期為 8月 31日。例如，2008-09年度結
算日期為 2009年 8月 31日。 

註 2: 研究基金於 2008-09年度以 180億元政府撥款成立並於 2011-12再獲注資 50億元。 
註 3: 由於涉及的期間(即 2013年 9月 1日至 2013年 10月 31日)較短，有關數據不在此表列。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 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註 4) 

 不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註 4: 政府在 2008-09 及 2011-12 年度向基金注資，主要是讓基金可持續地以投資回報支付經營開支，但在特殊
情況下，如有需要也可動用注資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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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 
 

滙報週期 每年 

滙報對象 立法會 

滙報途徑 向立法會提交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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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教育局          
 

基金名稱：  語文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盈餘盈餘盈餘盈餘／／／／（（（（赤字赤字赤字赤字）））） 

(註1)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1,868 43 238 (195) 

2009-2010 1,673 517 
(註2) 

209 308 

2010-2011 1,981 21 493 (472) 

2011-2012 1,509 21 528 (507) 

2012-2013 1,002 13 158 (145) 

2013-2014 857 (註3) (註3) (註3) 

註 1: 基金的會計年度由 9月 1日至翌年 8月 31日。期末結餘的結算日期為 8月 31日。例如 2008-09
年度結算日期為 2009年 8月 31日。 

註 2: 收入包括政府於 2009-10會計年度注資 5億元。 
註 3: 由於涉及的期間(即 2013年 9月 1日至 2013年 10月 31日) 較短，有關數據不在此表列。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 不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 
 

滙報週期 每年 

滙報對象 立法會 

滙報途徑 提交經審計的基金帳目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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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教育局                                
 

基金名稱：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盈餘盈餘盈餘盈餘／／／／（（（（赤字赤字赤字赤字）））） 

(註1)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 - - - 

2009-2010 - - - - 

2010-2011 - - - - 

2011-2012 - 
(註2) 

3,522 
(註3) 

37 3,485 

2012-2013 3,485 65 
(註3) 

60 5 

2013-2014 3,490 (註4) (註4) (註4) 

註 1: 基金的會計年度由 9月 1日至翌年 8月 31日。期末結餘的結算日期為 8月 31日。例如 2011-12

年度結算日期為 2012年 8月 31日。 

註 2: 基金於 2011年 11月成立。 

註 3: 收入包括政府於 2011-12會計年度注資 35億元及於 2012-13注資 2千萬元。 

註 4: 由於涉及的期間(即 2013年 9月 1日至 2013年 10月 31日) 較短，有關數據不在此表列。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 不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註 5) 

註 5: 政府在 2011-12及 2012-13年度向基金注資，主要是讓基金可持續地以投資回報支付經營開支，

但在特殊情況下，如有需要也可動用注資的本金。鑑於投資市場波動不定，基金曾動用小部分

本金，以資助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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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 
 

滙報週期 每年 

滙報對象 立法會 

滙報途徑 提交經審計的基金帳目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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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教育局          
 

基金名稱：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盈餘盈餘盈餘盈餘／／／／（（（（赤字赤字赤字赤字）））） 

(註1)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1,008 12 12 - 

2009-2010 1,008 17 25 (8) 

2010-2011 1,000 318 
(註2) 

32 286 

2011-2012 1,286 1,054 
(註2) 

35 1,019 

2012-2013 2,305 82 
(註2) 

77 5 

2013-2014 2,310 (註3) (註3) (註3) 

註 1: 基金的會計年度由 9月 1日至翌年 8月 31日。期末結餘的結算日期為 8月 31日。例如 2008-09

年度結算日期為 2009年 8月 31日。 

註 2: 收入包括政府於 2010-11計年度注資 2億 5千萬元，2011-12注資 10億元及 2012-13注資 2千萬

元。 

註 3: 由於涉及的期間(即 2013年 9月 1日至 2013年 10月 31日)較短，有關數據不在此表列。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 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註 4) 

 不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註 4: 政府在 2010-11、2011-12 及 2012-13 年度向基金注資，主要是讓基金可持續地以投資回報支付

經營開支，但在特殊情況下，如有需要也可動用注資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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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 
 

滙報週期 每年 

滙報對象 立法會 

滙報途徑 提交經審計的基金帳目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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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環境局          
 

基金名稱：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盈餘盈餘盈餘盈餘／／／／（（（（赤字赤字赤字赤字））））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1,077 14 26 (12) 

2009-2010 1,065 9 85 (76) 

2010-2011 989 6 143 (137) 

2011-2012 852 518 
(註1) 

166 352 

2012-2013 1,204 23 206 (183) 

*2013-2014 1,021 5,010 
(註2) 

126 4,884 

 * 截至 2013年 10月 31日。 

註 1:  2011年 6月，政府向環保基金注資 5億元。 
註 2:  2013年 6月，政府向環保基金注資 50億元。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 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2014-15年後) 

** 不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現時) 

 
** 直至 2013-14 財政年度，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環保基金)是利用其本金維持日常運作。在 2013 年 6
月 14 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向環保基金注資 50 億元，由 2014-15 財政年度起，環保基金將以

每年從本金賺取的投資回報，支持基金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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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 

滙報週期 每年 

滙報對象 立法會，公眾 

滙報途徑 提交報告，網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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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食物及衞生局        
 

基金名稱：  撒瑪利亞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盈餘盈餘盈餘盈餘／／／／（（（（赤字赤字赤字赤字））））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338 1,064 
(註1) 

129 935 

2009-2010 1,273 76 141 (65) 

2010-2011 1,208 72 227 (155) 

2011-2012 1,053 65 236 (171) 

2012-2013 882 10,222 
(註2) 

292 9,930 

*2013-2014 10,812 211 168 43 

 * 截至 2013年 9月 30日。 

註 1: 包括政府於 2008-09年度補助 10億元。 

註 2: 包括政府於 2012-13年度補助 100億元。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 不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 
 

滙報週期 每年 

滙報對象 (1) 審計署署長 

(2) 立法會 

(3) 醫院管理局大會 

(4) 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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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報途徑 (1) 提交財務報表予審計署署長審核 

(2) 提交經審核的財務報表 

(3) 提交醫院管理局大會審批 

(4) 於醫院管理局網頁發布週年運作報告（包括基金的財政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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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食物及衞生局        
 

基金名稱：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尚未成立。基金的詳細資料將於提交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時

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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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民政事務局         
 

基金名稱：  粵劇發展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盈餘盈餘盈餘盈餘／／／／（（（（赤字赤字赤字赤字））））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12 20 

(註1) 
4 16 

2009-2010 28 7 9 (2) 

2010-2011 26 72 

(註2) 
9 63 

2011-2012 89 1 9 (8) 

2012-2013 81 4 10 (6) 

*2013-2014 75 1 13 (12) 

 * 截至 2013年 10月 31日。 

註 1: 包括政府注資共 500萬元及麥理浩爵士信託基金共 1,500萬元的捐款。 

註 2: 包括政府注資共 6,900萬元。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 不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 
 

滙報週期 (1) 每年最少三次向粵劇發展基金(基金)顧問委員會滙報財

政狀況； 

(2) 向立法會及基金顧問委員會呈交每財政年度由審計署

擬備的審計報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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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年網上發佈審計報告。 

滙報對象 基金顧問委員會、立法會及公眾。 

滙報途徑 提交報告，以及網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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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民政事務局           
 

基金名稱：  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 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盈餘盈餘盈餘盈餘／／／／（（（（赤字赤字赤字赤字））））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102 163 
(註1) 

48 115 

2009-2010 217 8 64 (56) 

2010-2011 161 3,154 
(註2) 

50 3,104 

2011-2012 3,265 85 266 (181) 

2012-2013 3,084 168 109 59 

*2013-2014 3,143 95 81 14 

 * 截至 2013年 9月 30日。 

註 1: 包括 1億 5,000萬元的注資。 

註 2: 包括 30億元的注資。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 不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註 3) 

註 3: 政府在 2010-11年度向基金注資，主要是讓基金可持續地以投資回報支付經營開支，但在特殊情

況下，如有需要也可動用注資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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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 
 

滙報週期 每年 

滙報對象 立法會，公眾 

滙報途徑 網上發布(民政事務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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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民政事務局         
 

基金名稱：  關愛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盈餘盈餘盈餘盈餘／／／／（（（（赤字赤字赤字赤字））））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 - - - 

2009-2010 - - - - 

2010-2011 - 300 - 300 

2011-2012 300 7,160 
(註1) 

1,192 5,968 

2012-2013 6,268 775 767 8 

*2013-2014 6,276 15,170 

(註1) 
533 14,637 

 * 截至 2013年 10月 31日。 

註 1: 政府在 2011-12 及 2013-14年度分別向基金注資 50 億元及 150 億元。政府另外亦於 2011-12 年

度額外向基金注資 15億元，以推行新來港人士津貼計劃。注資金額已包括在收入內。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 不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註 2) 

註 2: 一般而言，政府向基金作出的注資及收到的捐款會用作本金，而基金依靠投資所得的回報運作， 

但扶貧委員會亦可因應特殊需要，考慮援助項目的現金流需求及基金日後的運作，在審慎理財

的原則下批准運用本金。 

 
 
 
 
 
 



-     18     - 

(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 
 

滙報週期 每季／每半年 

滙報對象 立法會，公眾 

滙報途徑 當局每季將關愛基金(基金)的最新財務狀況上載基金網頁，

以及每半年向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轄下扶貧小組委員會匯

報。另外，基金的帳目報表由審計署署長審核，納入民政事

務局局長法團的財務報告，每年呈交立法會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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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民政事務局         
 

基金名稱：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盈餘盈餘盈餘盈餘／／／／（（（（赤字赤字赤字赤字））））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 - - - 

2009-2010 - - - - 

2010-2011 - - - - 

2011-2012 7,000 1 67 (66) 

2012-2013 6,934 285 280 5 

*2013-2014 6,939 12 163 (151) 

 * 截至 2013年 10月 31日。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 不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註 1) 

註 1: 基金在 2011-12年度成立時獲注資 70億元，主要是讓基金可持續地以投資回報支付香港體育學

院的經營開支，有需要時可動用注資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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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 
 

滙報週期 每年 

滙報對象 立法會，公眾 

滙報途徑 提交報告，網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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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勞工及福利局        
 

基金名稱：  長者學苑發展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盈餘盈餘盈餘盈餘／／／／（（（（赤字赤字赤字赤字））））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 - - - 

2009-2010 - 15 - 15 

2010-2011 15 - 1 (1) 

2011-2012 14 5 1 4 

2012-2013 18 - 2 (2) 

*2013-2014 16 - 1 (1) 

 * 截至 2013年 10月 31日。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 不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 
 

滙報週期 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每年提供一份經審計的賬目報表作滙

報，當中包括長者學苑發展基金的財務報表。 

滙報對象 立法會 

滙報途徑 提交經審計的賬目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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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勞工及福利局        
 

基金名稱：  僱員再培訓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註1)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盈盈盈盈餘餘餘餘／／／／（（（（赤字赤字赤字赤字））））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4,467 888 572 316 

2009-2010 4,783 256 783 (527) 

2010-2011 4,256 43 758 (715) 

2011-2012 3,541 66 793 (727) 

2012-2013 2,814 41 823 (782) 

*2013-2014 2,032 16 439 (423) 

 * 截至 2013年 10月 31日。 

註 1: 僱主由 2008年 8月 1日起至 2013年 7月 31日期間，根據《2008年僱員再培訓條例(修訂附表 3) 

(第 2號)公告》獲豁免繳付僱員再培訓徵款五年。在豁免期間，僱員再培訓局依靠僱員再培訓基

金的餘額維持其服務及運作。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 不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 
 

滙報週期 年度 

滙報對象 立法會及公眾 

滙報途徑 將年度報告呈交予立法會省覽及上載至僱員再培訓局網頁 



-     23     - 

 

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保安局                          
 

基金名稱：  禁毒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盈餘盈餘盈餘盈餘／／／／（（（（赤字赤字赤字赤字））））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585 17 144 (127) 

2009-2010 458 99 26 73 

2010-2011 531 3,055 
(註1) 

50 3,005 

2011-2012 3,536 168 43 125 

2012-2013 3,661 282 60 222 

*2013-2014 3,883 245 141 104 

* 截至 2013年 9月 30日。 

註 1: 已包含額外注資金額 30億元。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 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註 2) 

 不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註 2: 政府在 2010-11年度向基金注資，主要是讓基金可持續地以投資回報支付經營開支，但在特殊情

況下，如有需要也可動用注資的本金。自 2008-09年起，除首年以外，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均足

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 
 

滙報週期 (1) 基金批出的項目及相關項目資料，包括撥款數目及統計

數字，均在項目批出後上載至保安局禁毒處網頁。 

(2) 禁毒基金會依據《公司條例》的規定每年向公司註冊處

提交經審核的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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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報對象 公眾 

滙報途徑 (1) 基金批出的項目及相關項目資料均會上載至保安局禁

毒處網頁。 

(2) 禁毒基金會向公司註冊處提交的經審核財務報告為公

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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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運輸及房屋局        
 

基金名稱：  海運及航空人才培訓基金     
 
 
 

由於海運及航空人才培訓基金尚未成立，我們未有任何有關該基金的財政狀況

及支付開支項目的財政來源的資料。運輸及房屋局將於本月就基金的建議諮詢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視乎委員會的意見，當局計劃於明年初向財務委

員會申請撥款，以期在 2014-15年度成立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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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發展局          
 

基金名稱：  市區更新信託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以外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期初結餘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盈餘盈餘盈餘盈餘／／／／（（（（赤字赤字赤字赤字）））） 

(註1)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 - - - 

2009-2010 - - - - 

2010-2011 - - - - 

2011-2012 
(註1) 

500 3 3 - 

2012-2013 500 6 14 (8) 

*2013-2014 492 3 10 (7) 

* 截至 2013年 10月 31日。 

註 1: 基金於 2011年 8月 15日成立，並由市建局注資 5億元。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 不足以支付每年的開支 

 
 

(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 
 

滙報週期 每年 

滙報對象 公眾 

滙報途徑 上載於基金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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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基金名稱：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和發展支援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核准期初核准期初核准期初核准 

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 增加的承擔額增加的承擔額增加的承擔額增加的承擔額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期末核准期末核准期末核准期末核准 

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519 - 257 262 

2009-2010 262 1,000 421 841 

2010-2011 841 - 346 495 

2011-2012 495 1,000 298 1,198 

(註1) 

2012-2013 1,198 - 275 923 

*2013-2014 923 - 148 775 

 * 截至 2013年 10月 31日。 

註 1: 由於四捨五入，調整至 1,198百萬元。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 
 

不適用 

 
 

(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 基金的核准承擔額、累積開支及結餘均載列於每年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的預算內。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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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基金名稱：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專項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核准期初核准期初核准期初核准 

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 增加的承擔額增加的承擔額增加的承擔額增加的承擔額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期末核准期末核准期末核准期末核准 

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 - - - 

2009-2010 - - - - 

2010-2011 - - - - 

2011-2012 - - - - 

2012-2013 - 1,000 43 957 

*2013-2014 957 - 23 934 

 * 截至 2013年 10月 31日。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 
 

不適用 

 
 

(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 基金的核准承擔額、累積開支及結餘均載列於每年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的預算內。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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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基金名稱：  盛事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核准期初核准期初核准期初核准 

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 增加的承擔增加的承擔增加的承擔增加的承擔額額額額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期末核准期末核准期末核准期末核准 

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2008-2009 - - - - 

2009-2010 100 - 7 93 

2010-2011 93 - 16 77 

2011-2012 77 - 17 60 
(註1) 

9 
(註1) 

- 7 2 
(註2) 

2012-2013 
150 
(註3) 

- 17 133 

*2013-2014 133 - 6 127 

 * 截至 2013年 10月 31日。 

註 1：獲立法會於 2009 年 5 月批准、為期三年的一億元盛事基金已於 2012 年 3 月底屆滿，期末核准

承擔額結餘為 6,000萬元。當局於 2012-13年度預留其中 900萬元，用作支付於 2012年 3月底

前完成的盛事的餘額，其餘 5,100萬元的餘額的有效期則在 2012年 3月底已自動完結。 

註 2：有關的預留撥款的餘款的有效期亦已自動完結。 

註 3：立法會在 2012年 4月 27日批准撥款一億五千萬元，延長基金運作五年。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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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 基金的核准承擔額、累積開支及結餘均載列於每年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的預算內。 

 其他： 

 



-     31     - 

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環境局          
 

基金名稱：  綠色運輸試驗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核准期初核准期初核准期初核准 

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 增加的承擔額增加的承擔額增加的承擔額增加的承擔額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期末核准期末核准期末核准期末核准 

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 - - - 

2009-2010 - - - - 

2010-2011 - - - - 

2011-2012 300 - - 300 

2012-2013 300 - 4 296 

*2013-2014 296 - 3 293 

 * 截至 2013年 10月 31日。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 
 

不適用 

 
 

(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 基金的核准承擔額、累積開支及結餘均載列於每年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的預算內。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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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食物及衞生局        
 

基金名稱：  醫療衞生研究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核准期初核准期初核准期初核准 

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 增加的承擔額增加的承擔額增加的承擔額增加的承擔額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期末核准期末核准期末核准期末核准 

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 - - - 

2009-2010 - - - - 

2010-2011 - - - - 

2011-2012 

(註1) 
1,415 - 18 1,397 

2012-2013 1,397 - 61 1,336 

*2013-2014 1,336 - 50 1,286 

* 截至 2013年 10月 31日。 

註 1: 醫療衞生研究基金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透過合併前衞生及醫護服務研究基金和控制傳染病研究

基金，並額外注資十億元而成立。上表數字包括預留款項約二億三千八百萬元，支付已獲前衞

生及醫護服務研究基金和控制傳染病研究基金批准之研究項目，但按進度暫未需付予研究機構

的款項。預期基金所需現金流量，將在未來數年遞增。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 
 

不適用 

 
 

(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 基金的核准承擔額、累積開支及結餘均載列於每年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的預算內。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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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勞工及福利局       

 

基金名稱：  攜手扶弱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財政狀財政狀財政狀況況況況﹙﹙﹙﹙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核准期初核准期初核准期初核准 

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 增加的承擔額增加的承擔額增加的承擔額增加的承擔額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期末核准期末核准期末核准期末核准 

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179 - 17 162 

2009-2010 162 - 26 136 

 

2010-2011 

136 200 33 303 

2011-2012 303 - 46 257 

2012-2013 257 - 47 210 

*2013-2014 210 - 19 191 

 * 截至 2013年 10月 31日。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報報報 
 

不適用 

 
 

(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 基金的核准承擔額、累積開支及結餘均載列於每年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的預算內。 

� 其他： 

(1) 秘書處定期在每季攜手扶弱基金諮詢委員會的會議上報告基金撥款的進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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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一輪申請中個別計劃所獲批的撥款金額均會上載至攜手扶弱基金網頁。  

(3) 社會福利署在有需要時會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報告基金的進展情況。

最近一次的匯報在 2013年 4月 16日舉行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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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政府成立的各個基金 
 
 

政策局：  勞工及福利局        
 

基金名稱：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一一一一) 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財政狀況﹙﹙﹙﹙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在政府帳目下的基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期初核准期初核准期初核准期初核准 

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 增加的承擔額增加的承擔額增加的承擔額增加的承擔額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期末核准期末核准期末核准期末核准 

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承擔額結餘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008-2009 237 - 19 218 

2009-2010 218 - 19 199 

2010-2011 199 - 32 167 

2011-2012 167 - 30 137 

2012-2013 137 200 23 314 

*2013-2014 314 - 11 303 

 * 截至 2013年 10月 31日。 

 
 

(二二二二) 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 
 

不適用 

 
 

(三三三三) 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定期滙報基金的財政狀況﹙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  �﹚ 
 

� 基金的核准承擔額、累積開支及結餘均載列於每年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及基金帳

目的預算內。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