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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財務報表附註財務報表附註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除另有指明外 這些綜合財務報表是按應計制基準編製 其目的是反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政府 的整體

財務表現和狀況 以及顯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所持有的資源。 
 
 

2. 匯報單位及綜合匯報基準匯報單位及綜合匯報基準匯報單位及綜合匯報基準匯報單位及綜合匯報基準 
 

2.1 匯報單位 
 

 納入這套綜合財務報表的單位包括  
 

 a) 政府一般收入帳目  
 

 b) 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 章 第 29條設立的基金 附註 35(a)(i)  
 

 c) 政府為特定目的而設立的其他基金 其財政資源主要來自政府 而政府須就其用途負責 附註 35(a)(ii)  
 

 d) 政府持有不少於 20% 控股投資並分享其淨收益的政府企業 附註 35(b)(ii)  
 

 e)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f) 香港五隧一橋有限公司  
 

 g) Hong Kong Sukuk 2014 Limited以及 
 

 h) 外匯基金。 
 

2.2 其他非政府部門的公共機構 
 

 這些單位所耗用的資源已按補助金及資助金形式 在這些綜合財務報表內匯報有關開支 以反映政府與這些

單位之間存在服務購買者與服務供應者的關係 所以不作綜合匯報。 

 
2.3 綜合匯報基準 

 
 附註 2.1(a)、(b)、(c)、(e)、(f) 及 (g) 所述的單位 採用分項總計法方式作綜合匯報 即收入、開支、資產及

負債等相同項目予以合併 猶如一個單一單位 以反映政府的整體財務表現及狀況。這些單位之間的重大交

易和負債餘額已互相抵銷。至於年結日期不同的單位 亦已作適當調整 以反映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的財務

表現及狀況。 
 

 附註 2.1(d) 及 (h) 所述的單位 採用權益法方式作綜合匯報 即政府在其當年度經營結算淨額中的應佔金額

在綜合財務表現表分開披露 而政府在其資產淨值中的應佔金額則於扣除已確認入帳的減值虧損後 納入綜

合財務狀況表的投資項目內。 
 

2.4 作綜合匯報而財政年度並非在三月三十一日結束的單位 
 

 採用分項總計法方式作綜合匯報 而財政年度結算日期並非為三月三十一日的單位 綜合匯報是以該單位截

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12個月的未經審計帳目為基礎。 
 

 採用權益法方式作綜合匯報 而財政年度結算日期並非為三月三十一日的單位 綜合匯報是以該單位最近期

的財政年度的經審計帳目為基礎。但財政年度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結束的外匯基金則除外 其帳目已作調整

以涵蓋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的 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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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    
 

 a) 收入 
 

  就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及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 章 設立的基金而言 主要收入項目 包括稅項及

應課稅品稅項、地租及差餉、公用事業、地價收入以及利息及投資收入 以應計制計算。其他收入項目

則在收款後確認入帳。 
   
  至於其他作綜合匯報的單位 如經濟利益可能流入有關單位並能可靠地計算 有關收入便確認入帳。 

 
 b) 開支 

 
  就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及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 章 設立的基金而言 主要開支項目 包括薪金、

退休金、尚餘假期、約滿酬金、經常性資助金、社會保障開支、其他經營開支以及利息開支 以應計制

計算。其他開支項目則在支付後確認入帳。 
   
  至於其他作綜合匯報的單位 如資產減少或負債增加引致日後經濟利益減少並能可靠地計算 有關開支

便確認入帳。 
   

 

 c)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是指現金以及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不多於 3 個月 由存款日計 的存款。 
 

 d) 在外匯基金的投資 
 

  這些是政府存放於外匯基金作投資用途的資金 附註 18(b) 以成本匯報。 
 

 e) 投資 
 

  在政府企業的投資 
 

  對於政府持有不少於 20% 控股投資並分享其淨收益的政府企業 參閱附註 35(b)(ii) 列出的單位 以

政府應佔有關單位的資產淨值扣除已確認入帳的減值虧損後匯報。在其他政府企業的投資則以成本匯

報。因出售投資或減值虧損確認∕回撥而引致的收益或虧損 會在綜合財務表現表入帳。 
 

  其他投資 
 

  其他投資是以成本或財政年度完結時的公允價值匯報。投資的公允價值的變動與及因出售投資或減值虧

損確認∕回撥而引致的收益或虧損 會在綜合財務表現表入帳。 
 

 f) 貸款及暫支款項 
   
  貸款及暫支款項是以未償還本金或已攤銷成本扣除呆帳撥備後匯報 並在每個財政年度完結時進行檢

視 以確定是否有任何具體的行為或資訊顯示某些金額可能無法全數收回。因呆帳撥備確認∕回撥而引

致的收益或虧損 會在綜合財務表現表入帳。 
   
 g) 應收帳項 

 
  應收帳項是以成本或公允價值扣除呆帳撥備後匯報 並在每個財政年度完結時進行檢視 以確定是否有

客觀證據顯示出現減值虧損。因呆帳撥備確認∕回撥而引致的收益或虧損 會在綜合財務表現表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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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手頭存貨 
 
手頭存貨包括政府在日常運作中所耗用或出售的物料、零件及消耗品。重要的手頭存貨在綜合財務狀況

表內以加權平均成本法匯報。手頭存貨在耗用後匯報為開支。 
 

 i) 居者有其屋計劃 住宅 樓宇 
 

  回購單位及未售的新建單位 均以成本或可變現淨值較低者匯報。興建中的單位則以成本匯報。 

 
 j) 固定資產 

 
  除土地、部分基建資產 主要為道路及雨水渠 及文物資產外 政府和房委會 其帳目已用分項總計法

方式在這份財務報表綜合匯報 的固定資產 均在這份應計制財務報表內匯報。 
 

  固定資產按成本扣除累計折舊後匯報。成本包括購置固定資產或在添置、建造或發展時把固定資產設定

在所需狀況和地點的開支。固定資產添置後的開支 如能提高日後從該資產得到的經濟利益 則計入該

資產的帳面值內。 

 
  對於未能可靠地取得成本數字的樓宇 其成本由獨立合資格估價師採用折舊後的重置成本 於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估值。海底隧道在建造、經營及移交安排屆滿後於一九九九年九月一日移交

政府 其價值按原來建造費用扣除折舊 累計至移交日 後計算。 
 

  在這份財務報表匯報的基建資產為供水服務、污水處理服務、郵輪及客運碼頭、收費隧道、青嶼幹線、

堆填區及其他環保設施等。 
 

  折舊是以直線法計算 按固定資產的預計可供使用年期攤銷其成本或估值。各類資產的預計可供使用年

期如下  

 

–  基建資產  大多為 50年 
–  樓宇  10 – 50年   
–  電腦軟件及硬體  5 – 10年   
–  土木工程  30 – 50年   
–  船隻  4 – 20年   
–  照明及通風設備  20年   
–  其他機器及設備  5 – 15年   

     
 

  進行中的基本工程∕項目不計算折舊。 

 
  出售或撇除固定資產的盈虧 均按該資產出售所得的淨額 如有的話 與其帳面淨值的差額釐定 並在

有關年度的綜合財務表現表內入帳。 
 

 k) 建造、經營及移交安排下的資產 
 

  在建造、經營及移交安排下 政府與私人公司訂立合約 由有關公司出資、設計及建造某項設施 而該

公司一般可獲得固定年期的特許經營權 以經營該項設施並從中取得收入 直至特許經營期結束為止

該項設施之後便會移交政府。在建造、經營及移交安排下由私人機構建造的資產 其權益及有關的經濟

利益不會在經營期結束前轉移給政府。 
 

  因此 建造、經營及移交安排下的資產不會在經營期結束前在政府的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匯報為資產。當

經營期屆滿 有關資產會按固定資產的會計政策予以確認入帳和折舊。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在建造、經營及移交安排下的資產名稱及屆滿日期 載於附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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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僱員福利 
 

  退休福利 
 

  政府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5 章 就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參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而向該等

計劃作出的供款以應計制入帳。至於政府就其他僱員參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公務員公積金計劃作出的

供款 則在支付後匯報為開支。 
 

  政府現時提供的數個退休金計劃 均屬界定福利計劃 見附註 24 。在應計制的會計模式下 政府就這

些退休金計劃須履行的退休金承擔額現值 由獨立合資格精算師 使用預計單位給付成本法定期計算。

綜合財務表現表內的退休金福利包括下列開支項目 除另有指明外 全以應計制入帳  
 

  (i) 現行服務成本 – 指因僱員在所匯報的財政年度內在政府服務而增加的退休金承擔額現值  
 

  (ii) 利息費用 – 指因退休金福利距離支付日期的時間減少一年而增加的退休金承擔額現值  
 

  (iii) 精算收益∕虧損 – 指退休金承擔額現值因下述情況而減少 精算收益 或增加 精算虧損  
 

   – 因應經驗而作出的調整 即先前訂定的精算假設與實際情況有所出入的影響 以及 
 

   – 改變精算假設的影響。 
 

  所計得的精算收益∕虧損悉數確認入帳 以及 
 

  (iv) 截減年期虧損 – 指因向自願退休計劃參與者發放退休金福利較正常情況為早而增加的退休金承

擔額現值。所計得的截減年期虧損悉數確認入帳。 
 

  其他僱員福利 
 

  公務員及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約滿酬金及尚餘假期是以應計制入帳 而其他福利 例如房屋、醫療及教

育福利 則在支付時確認入帳。 
 

 m) 承擔 
 

  承擔包括可能在將來產生現金流出的非經營及非經常核准撥款的餘額。各項承擔餘額 如有的話 按

下列分類載於附註 31  
 

  – 基本工程項目、物業、機器及設備和非經常資助金   
– 非經常開支  
– 投資 以及 
– 貸款及非經常補助金。 

 
 

 n) 外幣換算 
 

  年內的外幣交易按交易日的匯率折算為港元。以外幣結算的財務資產及負債均按三月三十一日的匯率折

算為港元。匯兌損益均在綜合財務表現表入帳。 
 

 o) 會計政策的更改 
 

  如上文附註 3(m) 所述 由二零一四至一五財政年度起 承擔的匯報範圍擴大至涵蓋非經常資助金、非

經常開支及非經常補助金。財務報表中二零一三至一四財政年度的比較數字已作出重列 以符合更改後

的會計政策。該會計政策的更改不會影響綜合財務表現表及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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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稅項稅項稅項、、、、差餉及應課稅品稅項差餉及應課稅品稅項差餉及應課稅品稅項差餉及應課稅品稅項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內部稅收      
  利得稅  130,724  119,265 
  印花稅   74,841  41,511 
  薪俸稅  60,166  55,977 
  博彩稅   19,479  18,067 
  其他內部稅收  10,377  9,686 

  295,587  244,506 

 一般差餉   21,375  14,878 
 應課稅品稅項  10,057  9,696 
 車輛稅   9,549  8,338 

  336,568  277,418 

 

 

5. 租金收入租金收入租金收入租金收入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房委會物業租金  14,883  11,903 
 按應課差餉租值百分之三徵收的地租 9,151  8,443 
 政府物業租金  2,467  2,323 
 政府土地牌照   2,283  2,032 

  28,784  24,701 

 

 

6. 各項收費各項收費各項收費各項收費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經濟  6,006  3,463 
 基礎建設  4,841  4,893 
 保安  1,112  1,093 
 環境及食物  1,042  1,024 
 社區及對外事務  796  808 
 輔助服務   550  435 
 其他   183  204 

  14,530  11,920 

 

 

7.   公用事業公用事業公用事業公用事業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水務  2,627  2,579 
 污水處理服務  1,132  1,050 
 客運碼頭   213  209 

  3,972  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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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專利稅及特權稅專利稅及特權稅專利稅及特權稅專利稅及特權稅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橋樑及隧道  1,504  1,470 
 頻譜使用費  812  2,316 
 停放車輛  425  430 
 車輛檢驗   31  33 

 其他  128  181 
   2,900  4,430 

 

 

9.   其他經營收入其他經營收入其他經營收入其他經營收入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收回的薪金及職員附帶福利成本 1,511  1,441 
 罰款、沒收及罰金 1,328  1,957 
 六合彩獎券  1,182  1,159 

 收回的多繳及損失款項  736  764 
 出售或撇除固定資產的收益  417  990 
 其他  1,587  1,483 

   6,761  7,794 

 

 

10.   薪金薪金薪金薪金、、、、津貼及其他僱員福利津貼及其他僱員福利津貼及其他僱員福利津貼及其他僱員福利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薪金及津貼  71,895  67,582 
 退休金現行服務成本 附註 24  17,232  17,324 

 其他僱員福利   4,188  3,791 
   93,315  88,697 

 

 

11.   其他經營開支其他經營開支其他經營開支其他經營開支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僱用服務及專業費用  18,174  16,525 
 補助金  10,551  10,868 
 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  9,989  25,045 

 維修保養  7,485  6,950 
 雜項開支  5,457  4,146 
 購買食水  4,031  3,802 
 電燈及電力  3,650  3,475 
 專門用途的物料及設備   2,613  2,947 
 廢物處理設施的運作  2,345  1,949 
 行政開支  1,986  1,905 
 宣傳及文化活動  920  796 
 物業租金及管理費用 宿舍除外   758  712 
 數據處理  648  633 
   68,607  7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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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經常性經常性經常性經常性資助金資助金資助金資助金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教育  56,070  52,480 
 衞生  49,462  46,048 
 社會福利  12,993  11,989 
 經濟 1,824  1,652 

 其他  2,448  2,212 
   122,797  114,381 

 

 

13.   社會保障開支社會保障開支社會保障開支社會保障開支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19,548  19,339 
 公共福利金計劃  17,164  17,448 

 其他開支  39  43 
   36,751  36,830 

 

 

14.   經營開支按功能分類經營開支按功能分類經營開支按功能分類經營開支按功能分類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教育   70,944  67,244 
 社會福利  58,562  55,862 
 衞生  55,009  50,991 
 保安  44,064  41,625 
 基礎建設   25,554  24,577 
 環境及食物  18,427  14,462 
 輔助服務  16,826  16,052 
 經濟  16,175  33,249 
 房屋  14,499  13,847 
 社區及對外事務  13,432  13,432 

   333,492  331,341 

 

 

15.   非經常開支非經常開支非經常開支非經常開支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公路  34,809  34,278 
 非經常資助金  6,700  21,946 

 土木工程   3,272  947 
 新市鎮及市區發展  3,029  2,506 
 建築物  2,299  2,600 
 渠務  790  1,349 
 房屋  608  460 
 土地徵用  

 
596  

 
1,657 

 其他  366  790 
   52,469  6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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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地價收入地價收入地價收入地價收入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公開拍賣及招標出售土地  49,473  57,450 
 私人協約方式批地  13,190  192 
 修訂現行土地契約、換地及續訂土地契約  13,183  9,627 
 短期豁免書收費  708  582 
   76,554  67,851 

 

17.   資助自置居所計劃的淨收入資助自置居所計劃的淨收入資助自置居所計劃的淨收入資助自置居所計劃的淨收入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收入   3,058  3,707 
 經營成本   (596)  (1,309) 
 準備的減少   21  14 
   2,483  2,412 

 

售出單位詳情如下  

 2015  2014      
 
 

單位數目 面積 平方米   單位數目 面積 平方米  

租者置其屋計劃 租置計劃  3,467 123,214 3,246 117,135 
居者有其屋計劃 居屋計劃  86 3,862 829 44,463 
私人參建居屋計劃 私人參建計劃  - - 1 54 
可租可買計劃 - - 1 60 

 

 

18.   (a)   利息及投資收入利息及投資收入利息及投資收入利息及投資收入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在外匯基金的投資收入 附註 18(b)   32,207  34,528 
 貸款利息及投資收入  13,162  12,205 
   45,369  46,733 

 
 (b)   在外匯基金的投資在外匯基金的投資在外匯基金的投資在外匯基金的投資 

 
 

 這些是政府存放於外匯基金作投資用途的資金 在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以成本匯報。這些政府資金包括政

府一般收入帳目及除債券基金外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 章 第 29條所設立的基金所持有的投資及

存款 附註 35(a)(i) 。由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起 投資收入的計算是按外匯基金的投資組合過去六年的

平均年度投資回報 或三年期外匯基金債券在上一個年度的平均年度收益率 以 0% 為下限 並以兩者

中較高者為準。每年的投資收入 會於每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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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利息開支利息開支利息開支利息開支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退休金負債的利息費用 附註 24   25,443  24,342 
 已發行的債券及票據利息 附註 25   2,478  2,508 
 另類債券定期派發的回報 附註 25   83  - 
   28,004  26,850 

 

 
20.   在政府企業的投資在政府企業的投資在政府企業的投資在政府企業的投資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投資成本 註 (a)     137,443  137,443 

 應佔未派發儲備       
  年初結餘    160,094  150,889 

  應佔年內利潤及虧損    28,498  20,979 
  應佔年內派發   (14,211)  (11,467) 
   應佔其他儲備變動 附註 29   (436)  (307) 

   年終結餘  173,945  160,094 

 應佔資產淨值 註 (b)   311,388  297,537 

 貸款  2,636  2,705 

   314,024  300,242 

 
 註  
 (a) 請參閱附註 35(b)(ii) 所列出採用權益法方式綜合匯報的政府企業。 

 
 (b) 包括 1,359.88億港元 2014: 1,272.08億港元 政府在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應佔資產淨值 以該公司年結

日計 。該公司於香港上市 政府於該公司的相應投資市值為 1,410.19億港元 2014: 1,301.54億港元 。 

 

 
21.   其他投資其他投資其他投資其他投資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債券基金所作的投資   120,058  100,678 
 其他基金所作的投資   86,986  84,810 
 房委會所作的投資  59,244  61,286 
 亞洲開發銀行   232  232 
 新香港隧道有限公司   56  56 
   266,576  24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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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貸款及暫支款項貸款及暫支款項貸款及暫支款項貸款及暫支款項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教育貸款   15,849  14,669 
 暫支款項 註 (a)    2,911  2,708 
 貸款予廣東省人民政府進行水質改善工程  946  1,064 
 公務員房屋貸款 註 (b)     175  103 
 房委會提供的自置居所∕置業資助貸款  128  195 
 其他貸款   2,808  2,285 

    22,817  21,024 

 

 註  
 (a) 包括在上述暫支款項的一筆 11.62億港元 2014: 11.62 億港元 有關越南入境者方面的開支 可向聯合

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 專員署 收回。該署最近的還款共 400 萬港元在一九九八年二月收到。再者           

在一九九八年一月 難民事務高級專員通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由於再獲得資金的機會渺茫 該署在

一九九八年二月的償款已是專員署可實際預計的最後一次償款。倘專員署欠款不還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亦不能循法律途徑要求還款 因為根據《國際組織及外交特權條例》 第 190 章 專員署是豁免被起

訴的。因此 能否完全收回該筆欠款 實在很成疑問。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財政年度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繼續要求專員署償還尚欠的暫支款項 並促請專員署

再度尋找捐獻 以償還有關款項。至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沒有再收到還款。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會

繼續致力要求專員署盡早償還此暫支款項。 
 

 (b) 已扣除出售公務員房屋貸款所得的 1.08億港元 2014: 1.51億港元 。 

 
 (c) 貸款及暫支款項的結餘已扣除 3.84億港元 2014: 3.80億港元 的呆帳撥備。 

 

 

23. 其他資產其他資產其他資產其他資產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在外匯基金的應收投資收入 註 (a)   42,048  8,667 
 應收帳項 註 (b)   29,523  33,634 
 出售置業貸款所得應收餘額  4,241  4,220 
 預付款項  2,079  2,037 
 居屋計劃 住宅 樓宇 註 (c)   1,960  940 
 手頭存貨  1,818  1,678 
 債券及票據的發行折讓及費用 附註 25   672  585 

   82,341  51,761 

 
 

 
註  

(a) 包括二零一四曆年為數 274.9億港元的投資收入。按照財政司司長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作出的指示 該

投資收入預留作房屋儲備金 並存放於外匯基金內 而沒有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收取。2015-16
財政預算案已闡明 房屋儲備金是用以在財政上配合落實未來十年公營房屋供應目標。該筆存放於外匯

基金內的投資收入會按附註 18(b) 所定的同一比率賺取投資回報 並會於由財政司司長決定的日期收

取。 
 

 (b) 結餘已扣除 2,303萬港元 2014: 2,648萬港元 的呆帳撥備。 

 

(c) 為興建中的物業及未售居屋∕私人參建計劃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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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退休金準備退休金準備退休金準備退休金準備  

 
 政府主要提供四類的退休金計劃  

 
 a) 公務員退休金計劃 – 指受《退休金條例》 第 89章 、《退休金利益條例》 第 99章 、《退休金 增加

條例》 第 305章 、《退休金 特別規定 醫院管理局 條例》 第 80 章 、《退休金 特別規定 香

港理工學院 條例》 第 90章 、《退休金 特別規定 職業訓練局 條例》 第 387章 及《退休金 特

別規定 香港教育學院 條例》 第 477章 規管的退休金福利  

 
 b) 司法人員退休金計劃 – 指受《退休金利益 司法人員 條例》 第 401 章 及《退休金 增加 條例》

第 305章 規管的退休金福利  
 

 c)  孤寡撫恤金計劃 – 指受《孤寡撫恤金條例》 第 94章 及《孤寡撫恤金 增加 條例》 第 205章 規

管的撫恤金福利 以及 
 

 d) 尚存配偶及子女撫恤金計劃 – 指受《尚存配偶及子女撫恤金條例》 第 79 章 及《退休金 增加 條

例》 第 305章 規管的撫恤金福利。 

 
 上述各項退休金∕撫恤金計劃 統稱退休金計劃 均為界定福利計劃 當中公務員及司法人員退休金計劃屬

非供款性質 而其餘兩項計劃則屬供款性質 以固定金額或按薪金的某個百分比供款 。公務員退休金計劃及

有關的撫恤金計劃已經截止加入。凡於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或以後獲發聘書的公務員 均沒有資格參加。這

些退休金計劃的運作和資金來源 一律由相關的退休金法例規管。在應計制的會計模式下 政府就這些計劃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負債 以及二零一四至一五財政年度的現行服務成本 已由獨立合資

格精算師使用預計單位給付成本法作出評估。在評估過程中 採用了以下的主要精算假設  
 

  2015  2014 
 

 貼現率 
 

4.25% p.a.  3.5% p.a. 

 退休金計劃資產的預期回報率 不適用 註 (a)  
 

 未來的薪酬增幅     

 

 –  通脹及實質工資增幅 
 

公務員 

    

 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 註 (b)   3.96% – 4.62%  3% 
 二零一六至一七及往後  3.5% p.a.  3% p.a. 
  

法官及司法人員 
 

   

 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 註 (b)   4.41%  3% 
 二零一六至一七及往後  3.5% p.a.  3% p.a. 
      

 –  晉升及按年增薪額 
根據一套與服務年資相關的比率計算  

0% – 2.5% p.a. 
 

 0% – 3.7% p.a. 
 

 
 註  
 (a) 政府基本上未有為退休金承擔額作出資金準備 所以沒有退休金計劃資產的預期回報率。根據退休金法例

的規定 退休金福利須全數由政府一般收入支付。因此 政府每年都在一般收入帳目預留款項 以應付退

休金的開支。政府由一九九五年起設立了公務員退休金儲備基金 金額相當於一年的退休金開支預算

當萬一政府未能由政府一般收入支付公務員退休金時 用以支付有關款項。這基金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

一日的結餘為 270.29億港元 2014: 270.29億港元 。 
 

 (b) 上一次進行精算估值時所使用的 3% 假設增幅已被更新 以計入二零一五至一六財政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

首長級和高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薪酬增加 3.96% 中層和低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薪酬增加 4.62% 以及

建議中的二零一五至一六財政年度法官及司法人員薪酬調整 法官及司法人員薪酬增加 4.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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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入帳的負債的變動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年初退休金承擔額現值   747,157  714,745 
   在綜合財務表現表確認入帳的開支  94,679  55,908 
  已支付的福利   (26,004)  (23,496) 

  年終退休金承擔額現值  815,832  747,157 

 
 

 在綜合財務表現表確認入帳的開支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利息費用 附註 19  25,443  24,342 
  現行服務成本 附註 10  17,232  17,324 
  精算虧損 附註 3(l)(iii)  52,004  14,242 
  94,679  55,908 

 

 

25. 已發行的債券及票據已發行的債券及票據已發行的債券及票據已發行的債券及票據  

  尚餘面值 
於2015年3月31日 

 尚餘面值 
於2014年3月31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政府債券及票據 註 (a) 到期日如下    

1年內  - 9,697 

2年以上但不超過 5年  1,500 - 

5年後  - 1,500 

 1,500 11,197 

政府債券計劃下發行的政府債券到期日如下    

港元面值的債券 註 (b)    

1年內 28,000 20,000 

1年以上但不超過 2年  27,000 28,000 

2年以上但不超過 5年  37,600 30,500 

5年後  11,800 15,500 

 104,400 94,000 

美元面值的另類債券 註 (c)    

2年以上但不超過 5年  7,755 - 

 112,155 94,000 

 113,655 10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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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a) 二零零四年七月 政府向零售投資者及機構投資者發行了總值 200億港元的債券及票據 當中包括向機構

投資者發行的 12.5億美元票據。未償還的債券及票據為港元票據 將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到期。在本財政年

度 已償還 96.88億港元的本金及支付 3.25億港元的利息。 

 
 (b) 在本財政年度 面額總值 204億港元的債券以投標方式發行予機構投資者 另有面額總值 100億港元的債

券以認購方式發行予零售投資者。在本財政年度 已償還以投標方式發行的面額總值 100億港元債券及以

認購方式發行的面額總值 100億港元債券。 

 

在政府債券計劃的機構部分 政府推出債券轉換投標及債券互換安排的措施 以提高有關債券的流動性。

在本財政年度 面額總值 8 億港元的債券以債券轉換投標方式提早償還 藉以發行相同面額的其他債券。 

 

在未償還的 1,044億港元債券中 在二零一五年四月至二零一五年七月期間到期的 165 億港元債券 已予

償還。 
 

 (c) 在本財政年度 政府根據《借款條例》 第 61章 第 2A 條發行面值 10億美元的另類債券予機構投資者。

這些面值 10億美元 77.6億港元 的未償還另類債券將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到期。 

 

 

 

26. 其他負債其他負債其他負債其他負債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準備    
   尚餘假期 註   26,451 25,838 
   約滿酬金  645 584 
   其他   1,871 1,899 

   28,967 28,321 

 暫收款項   16,920 18,134 
 應付帳項  9,538 11,783 
 其他   360 480 

   55,785 58,718 

 
 註  

尚餘假期準備旨在顯示在職僱員的假期餘額 即已賺取但未放取 總值 金額以目前薪金水平計算。當僱員

放取假期後 這項負債會相應減少。若僱員離職時仍有未放取的假期 有關金額將在僱員所屬部門的薪金撥

款內支付。在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獲發聘書的公務員 其假期賺取率及假期可積存額均已大幅下調

這些公務員的平均假期賺取率約為每年 20 日 平均假期可積存額約為 40 日。基於這個原因 在長遠來看

預計政府在尚餘假期方面的負債額將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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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外匯基金儲備外匯基金儲備外匯基金儲備外匯基金儲備 
 

 金融管理專員獲財政司司長轉授權力 作為外匯基金的監管人 按《外匯基金條例》 第 66章 的條文管理外

匯基金。外匯基金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 在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列為外匯基金儲備。在二零一

四至一五財政年度及二零一三至一四財政年度 外匯基金儲備的年內變動如下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年初結餘  637,668  628,095 

撥歸 ∕撥自一般儲備 附註 29   (10,632)  9,573 

年終結餘   627,036  637,668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外匯基金資產負債表摘要 未經審計 如下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外幣資產  3,023,452  2,808,148 
 港元資產   256,020  196,007 

   3,279,472  3,004,155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財政儲備存款 (838,272)  (766,985) 
 負債證明書   (348,992)  (326,835) 
 已發行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   (796,300)  (749,960) 
 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款 (63,171)  (50,579) 
 政府發行的流通紙幣及硬幣  (11,432)  (10,951) 
 銀行體系結餘   (239,200)  (163,91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基金及法定組織存款   (268,819)  (236,070) 
 其他負債   (86,250)  (61,195) 

   (2,652,436)  (2,366,487)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627,036  637,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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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固定資產固定資產固定資產固定資產     
 

 
 

樓宇 

 
 

基建資產  

 
 

電腦資產  

 
其他 

機器及設備  

 
進行中的基本 
工程∕項目  

 
 
 

總額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282,424 133,780  15,290  28,542  62,531  522,567 
添置  97 273  434  826  32,458  34,088 
轉撥  5,626 6,144 728 825 (13,323) - 
出售或撇除  (682) (157) (628) (251) (36) (1,754)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287,465 140,040  15,824  29,942  81,630  554,901 

           

累計折舊累計折舊累計折舊累計折舊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78,568 45,024 11,534 16,745 - 151,871 
年內折舊 5,468 3,460 1,326 1,768 - 12,022 
折舊回撥 (329) (134) (602) (219) - (1,284)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83,707 

 
48,350 

  
12,258 

  
18,294 

  
- 

  
162,609 

           

帳面淨值帳面淨值帳面淨值帳面淨值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203,758 

 
91,690  

 
3,566  

 
11,648 

 
 

81,630 
 

 
392,292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203,856 

 
88,756 

 
 

3,756  
 

11,797 
 

 
62,531 

 
 

370,696 

 

 

29. 一般儲備一般儲備一般儲備一般儲備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年初結餘  495,254  486,071 
 年內淨盈餘  69,818  38,683 
 應佔政府企業的其他儲備變動金額 附註 20   (436)  (307) 
 應佔特定目的基金的累積基金金額 附註 35(a)(ii)   -  16 
 撥自∕ 撥歸 外匯基金儲備 附註 27   10,632  (9,573) 
 撥歸資本開支儲備 即固定資產的淨增加 附註 30    (21,596)  (19,636) 
 年終結餘  553,672  49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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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資本開支儲備資本開支儲備資本開支儲備資本開支儲備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年初結餘  370,696  351,060 
撥自一般儲備 附註 29   21,596  19,636 

年終結餘  392,292  370,696 

 

 

31.   承擔承擔承擔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包括在綜合財務報表內的承擔餘額如下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重列  

港幣百萬元 
       

  (i) 基本工程項目、物業、機器及設備和非經常資助金 399,825  430,290 

       
  (ii) 非經常開支 31,967  35,261 

       
  (iii) 貸款及非經常補助金 24,825  2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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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或有負債或有負債或有負債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政府的或有負債如下  
 

 a) 為居屋計劃、私人參建計劃及租置計劃下所售單位按揭貸款作出 390.11 億港元還款保證 2014:    
399.64億港元 的財務風險為 1.03億港元 2014: 1.40億港元  
 

 
 

b) 對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根據保險合約所負責任的保證 316.14億港元 2014: 313.97億港元  
 

 
 

c) 
 

為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的特別優惠措施所作的保證 270.22億港元 2014: 265.31億港元  
 

 d) 為特別信貸保證計劃所作的保證 204.42億港元 2014: 416.89億港元  

 
 e) 法律申索、爭議及訴訟 127.73億港元 2014: 64.09億港元  
   

 f) 為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所作的保證 64.06億港元 2014: 76.10億港元  
   
 g) 可能向亞洲開發銀行認購的股本 58.92億港元 2014: 65.77億港元  
   
 h) 對香港科技園公司的商業貸款所作出的保證 20.48億港元 2014: 無  

 
 i) 對海洋公園的商業貸款所作出的保證 13.88億港元 2014: 13.88億港元 以及 

   
 j) 為居屋計劃及私人參建計劃下 27,450個單位 2014: 27,365個 提供樓宇結構安全保證的財務風險無法

合理確定。  
 
 

  

  
33. 
 

 匯報期匯報期匯報期匯報期後後後後的的的的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後 立法會及其財務委員會通過了一些對政府收支有財務影響的法例及建議。該

些法例及建議已上載立法會網站 - www.legco.gov.hk 以供查閱。 

 

 

34. 
 

 建造建造建造建造、、、、經營及移交安排下的資產經營及移交安排下的資產經營及移交安排下的資產經營及移交安排下的資產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在建造、經營及移交安排下的資產名稱及屆滿日期如下   

 
 a) 東區海底隧道 二零一六年八月屆滿  
 b) 大老山隧道 二零一八年七月屆滿  
 c) 西區海底隧道 二零二三年八月屆滿 以及 
 d) 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 二零二五年五月屆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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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這些財務報表內綜合匯報的單位在這些財務報表內綜合匯報的單位在這些財務報表內綜合匯報的單位在這些財務報表內綜合匯報的單位  
 

 a) 採用分項總計法方式綜合匯報的單位 
 

  (i) 核心政府 ––––    包括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及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 章 第 29條設立的基金  

 
   1.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2. 資本投資基金 
   3.  公務員退休金儲備基金 
   4. 賑災基金 
   5. 創新及科技基金 
   6. 土地基金 
   7. 貸款基金 
   8. 獎券基金 

   
9. 債券基金 
 

  (ii) 政府為特定目的而設立的基金 其財政資源主要來自政府 而政府須就其用途負責  

 
   1. 愛滋病信託基金 
   2. 禁毒基金會 
   3. 關愛基金   
   4. 消費者訴訟基金 
   5. 教育發展基金  † 
   6. 長者學苑發展基金 
   7.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8. 緊急救援基金 
   9.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10. 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 
   11. 醫療服務研究基金 
   1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  † 
   13. 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   
   14. 語文基金  †  
   15. 新科技培訓基金 
   16. 肺塵埃沉着病特惠基金 
   17. 優質教育基金  † 
   18. 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 
   19. 研究基金  † 
   20.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  † 
   21. 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22.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ϕ 
   23. 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  † 
   24.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信託基金 
   25.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iii) 香港房屋委員會 

 
  (iv) 香港五隧一橋有限公司  * 

 
  (v) Hong Kong Sukuk 2014 Limited  ϕ 

 

  



 29

 b) 採用權益法方式綜合匯報的單位 
 

  (i) 外匯基金  † 

 
  (ii) 政府持有不少於 20% 控股投資並分享其淨收益的政府企業  
          

     擁有比率 
 

 

  1. 機場管理局  100% 
 

  2. 公司註冊處營運基金  100% 
 

  3. 機電工程營運基金  100% 
   4. 香港數碼港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100% 
   5. 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  †  53.6% 
   6. 香港科技園公司  100% 
   7. 香港國際展覽中心有限公司  74.9% 
   8. 九廣鐵路公司  †   100% 
   9. 土地註冊處營運基金   100% 
   10.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   76.0% 
   11.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營運基金   100% 
   12. 郵政署營運基金   100% 
   13. 市區重建局   100% 
   14. 西鐵物業發展有限公司  † �   100% 

 

 

†  財政年度結算日期與政府的不同。 
 
ϕ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財政年度開始納入綜合財務報表。 
 

� 政府直接擁有 49 的股份 其餘通過九廣鐵路有限公司持有。 
 
* 該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已告解散 因此其財務報表以清盤基準編製。 

 

36. 比較數字比較數字比較數字比較數字 
 

 部分用作比較的數字已重新分類 以配合本年度的帳目編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