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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



大綱

• 政府在衞生和食物方面的財政承擔

• 主要政策措施 : 衞生

• 改善公營醫療服務及設施

• 推動基層醫療、精神健康服務及中醫藥發展

• 主要政策措施 : 食物

• 改善環境衞生和清潔

• 加強街市發展和管理

• 做好食物安全把關

• 推動漁農業持續發展



政府財政承擔持續增加

食物及衞生方面的經常開支
(2020-21預算)

食物
105.3億元 (2.2%)

衞生
871億元 (17.9%)

其他政策範圍
政府經常開支 : 4,866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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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政策措施 - 衞生

(一) 改善公營醫療服務及設施

(二) 推動基層醫療、精神健康服務及
中醫藥發展



衞生署

增加4億元經常開支

新措施：為孕婦接種百日咳疫苗的計劃、防止乙
型肝炎的母嬰傳染及擴展愛嬰母嬰健康院認證計
劃

加強現行措施：推行大腸癌篩查計劃、進行《私
營醫療機構條例》(第633章)的法定工作、為女學
童提供免費子宮頸癌疫苗接種、提升季節性流感
疫苗接種率等

改善公營醫療服務及設施



醫管局經常撥款：累計增加35%

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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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公營醫療服務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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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升幅：

經常撥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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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抗疫基金:

額外撥款47億元

35%



醫管局重點措施—
挽留人手
醫管局在去年十二月成立「持續發展專責小組」，聚
焦檢視挽留人手等策略，提出以下三項重點建議：

• 優化特別退休後重聘計劃，鼓勵更多資深醫生在
退休後以合約安排繼續為醫管局服務，直至65歲

• 考慮在五年內增加約二百個副顧問醫生晉升至顧
問醫生的機會

• 為已考獲專科資格的註冊護士提供額外津貼

上述措施的額外開支將由2020-21年度約1億6,000萬元
大增至2025-26年度約12億元。

政府已承諾在資源上予以支持。

改善公營醫療服務及設施



醫管局：其他新措施

加強研究發展(1,700 萬元)

支援遺傳及基因組服務的發展 (1,600 萬元)

優化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 (1,000 萬元)

繼續推行「初生嬰兒代謝病篩查計劃」(900 萬元)

改善公營醫療服務及設施



醫管局：加強現有服務

新增約400張病床

增加手術室節數

加強針對慢性疾病的服務

強化管理和醫治危疾的服務

加強精神健康服務

擴闊醫管局藥物名冊的涵蓋範圍

採用新科技，透過更精準的診斷、更有效的治
理和減少入侵性治療，改善病人護理

改善公營醫療服務及設施



醫療設施發展

4,700億元長遠規劃：繼續推行兩個十年醫
院發展計劃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
已獲撥款1億8千萬元進行短期的翻新及設
施提升工程，增加醫療專業培訓容量

政府會繼續跟進三所大學其餘的各項中、
長期工程項目

改善公營醫療服務及設施



基層醫療

繼續大力推動以地區為本的基層
醫療服務

預留經常開支六億五千萬元，於
未來兩年在另外六區成立地區康
健中心

在其餘十一區撥款約六億元設立
「地區康健站」

元朗

屯門 荃灣

葵青

深水埗

黃大仙

南區

推動基層醫療



精神健康服務

聯同相關政策局/部門推出一系列措施，應對香
港市民面對的精神健康問題

按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的建議，統籌和跟進精神
健康相關計劃，包括開展一個持續的精神健康推
廣及公眾教育計劃

推動精神健康服務



中醫藥發展

中醫醫院

 正進行公開招標挑選營運機構，於今年稍後就建造工程招標

18間地區層面的中醫診所

 由3月起每年提供約62萬政府資助中醫內科門診、推拿和針灸服務

配額，標準收費為$120

中西醫協作住院服務

 由3月起減低額外費用，由每天$200降低至$120

中醫藥發展基金

 五億元專項基金以支持中醫藥培訓、科研和推廣

 自2019年6月啟動至今已批出合共約1,000萬元資助

推動中醫藥發展



「防疫抗疫基金」—

加強支援醫院管理局的抗疫工作

撥款47億元予醫管局，主要用於—

前線人員的人手開支

增購個人防護裝備

發放特別租金津貼及安排臨時住宿

提升化驗室測試支援、購置藥物及醫療儀器

加強醫院支援服務

防疫抗疫基金



「防疫抗疫基金」 —
食物科支援措施

 食物業界別資助計劃（約28,000個持牌人，涉及37億

8,000萬元）：

 普通食肆、水上食肆及工廠食堂的持牌人可獲一次性

200,000元資助

 小食食肆、新鮮糧食店、食物製造廠、烘製麪包餅食店

及燒味及鹵味店的持牌人則可獲一次性80,000元資助

 持牌小販資助計劃（約5,500個持牌小販，涉及3,000萬

元）：

 一次性5,000元的資助

防疫抗疫基金



 津貼政府服務承辦商的前線員工（包括約17,000名食
環署外判工人）:

 清潔工人、廁所事務員及保安員每月可獲發放1,000元
的津貼，為期不少於四個月

 為活海魚批銷商及聘有內地漁工的漁船提供資助（約
1800個批銷商和船東，涉及2億7,000萬元）:

 每個魚類統營處批發市場的活海魚批銷商提供200,000

元的資助

 視乎船隻長度，向聘有內地漁工的漁船和收魚艇的船東
提供200,000元或80,000元的資助

防疫抗疫基金

「防疫抗疫基金」 —
食物科支援措施



主要政策措施 - 食物

(一) 改善環境衞生和清潔

(二) 加強街市發展和管理

(三) 做好食物安全把關

(四) 推動漁農業持續發展



食物政策組別開支:累計增加4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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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撥資源

在2020-21年度 -

食物科的經常開支預算約為1.8億元，較上年度增

加約1,700萬元 (+10.2%)

食物環境衞生署的經常開支預算約為93.6億元，

較上年度增加約12.6億元 (+15.6%)

漁農自然護理署的經常開支預算約為8.0億元，較

上年度增加約5,500萬元 (+7.5%)



改善環境衞生

食環署在2020-21年度在環境衞生及有關服務的支出

約為59億元

街道潔淨服務和廢物收集服務在2020-21年度的預算

開支分別約為38.6億元和6.6億元

在2020-21年度會增加1900萬元加強防治鼠患工作

改善環境衞生和清潔



公眾街市

加強街市發展和管理

 「街市現代化計劃」

• 首個項目：全面翻新香港仔街市

• 首階段其他項目：

為另外三個公眾街市全面翻新

為另外最少三個公眾街市開展小型翻新及改善工程

 興建公眾街市：

天水圍、東涌市中心、將軍澳、古洞北新發展區、

洪水橋新發展區及東涌新市鎮擴展區



食物安全

撥款 3,400 萬元供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

加強其食物安全工作，包括—

 在食物鏈的各個環節進行食物監察工作，並採取

執法行動；

 對食物進行風險評估，並適時向市民提供資料；

 管制高風險食物的入口；及

 調查和處理食物事故等。

做好食物安全把關



漁農業

農業園第一期工程會在立法會批准撥款後盡快展

開，期望於 2021 年起分階段完成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及「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合共批出超過2.1億元

推動漁農業持續發展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