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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雙方議定，並已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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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政府的資料，漁農業一直面對多項挑戰，例如很多本地農戶甚少在

生產時應用現代的農業科技，而本地漁民則一直面對漁業資源減少的問題。為

了引導漁農業朝可持續的方向發展，當局分別在 2014年和 2016年成立兩個基

金，即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漁業基金)和農業持續發展基金 (農業基金)，每個

基金均有 5億元撥款。為了協助農戶、漁民和養魚戶購置設備和相關物料，以

改善生產力和提高可持續性，漁護署在 2016年 12月於農業基金下和在 2017

年 12月於漁業基金下成立了兩個附屬資助計劃，即農場改善計劃和漁業設備

提升項目。

2.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是負責管理漁業基金 (包括漁業設備提升項目)

和農業基金 (包括農場改善計劃)的部門，並成立兩個諮詢委員會，即漁業基

金諮詢委員會和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就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管理，向漁農

自然護理署署長提供意見。諮詢委員會的委員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委任，漁業

基金和農業基金 (以及漁業設備提升項目和農場改善計劃)的日常運作，由漁

護署各組別負責管理，即漁業基金秘書處和農業基金秘書處會執行與漁業基金

和農業基金運作有關的工作，而資助計劃組則處理財務事宜。在 2017–18年

度，兩個秘書處和資助計劃組的開支合共 616萬元。截至 2019年 2月 28日：

(a) 漁業基金的 11個項目和農業基金的 7個項目分別獲批 5,900萬元

和 8,200萬元；及

(b) 農場改善計劃的 238個項目和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 3個項目分別獲

批 690萬元和 1,840萬元。

審計署最近就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進行檢討。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和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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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處理和項目監察

3. 基金申請的處理 漁業基金或農業基金秘書處會為漁業基金／農業基

金的申請進行初步查核，並把申請轉交漁護署的相關組別進行評估。相關諮詢

委員會會考慮有關申請，並向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作出建議 (第 2.2段)：

(a) 處理申請時間過長 由 2014至 2018年，漁業基金秘書處處理了

23宗漁業基金的申請。由 2016至 2018年，農業基金秘書處處理

了 11宗申請。審計署分析了申請的處理時間 (即提交申請日期至

申請獲批／被拒日期之間相距的時間)，發現漁業基金申請的處理

時間需時最長為 35個月，而農業基金申請則為 15個月。漁護署

在 2019年 2月告知審計署，漁護署在 2018年最後一季就漁業基金

和農業基金進行檢討 (即漁護署的檢討)，並提出建議，以改善漁

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管理 (包括解決處理時間過長的問題——例如

透過加強對處理申請工作的監管)。漁護署有需要盡快實施有關建

議，並密切監察申請的處理時間，如有需要，應採取進一步措施，

以縮短處理時間 (第 2.3、2.5及 2.7至 2.9段)；

(b) 需要檢討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申請的安排 漁業設備提升項目會為
申請者 (即與漁業有聯繫的法律實體)提供資助，讓其代受惠人 (即

個別漁民和養魚戶)購置機械化的漁業設備及／或物料。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有 1個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請獲得批准。審計

署發現，有關申請的個別漁民須等候 7個月，其申請才獲得批准。

若由個別漁民向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請者提交申請起計，至漁

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請者與政府簽訂撥款協議為止，個別漁民已

等候至少 12個月，才可購置設備。至於農場改善計劃方面 (其申

請者可直接向漁護署申請資助)，所需等候時間則短得多。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農場改善計劃有 225宗申請獲得批准，個別

申請者平均只須等候少於 60天，申請便能獲得批准。此外，有別

於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請者，農場改善計劃的申請者無須與政

府簽訂撥款協議 (第 1.7、2.10及 2.11段)；及

(c) 需要檢視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行政費 根據相關的政府財務通告，

管制人員須確保獲資助政府項目的行政費用合理，而且與有關基

金或項目的用途、規模、性質和情況相符。就上文 (b)段提及的漁

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請而言，其獲批資助額為 720萬元，當中包

括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申請者的 150萬元行政費，有關費用佔獲批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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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額的 21%。漁護署需要持續檢討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申請者所收

取的行政費水平 (第 2.14至 2.16段)。

4. 項目監察 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受資助者須向秘書處提交各種報告 (例

如進度報告)和財務報表 (見第 2段)。漁護署人員也會對項目進行視察 (第 2.19

段)：

(a) 遲交報告和財務報表 審計署發現：

(i) 截至 2019年 1月 15日，在 10個獲批的漁業基金項目中，有

7個在提交報告和財務報表上有延誤，分別平均延誤 84天和

107天 (第 2.21段)；及

(ii) 在審計署進一步審查的 3個漁業基金項目中，在受資助者提

交的 13份報告中，有 9份 (69%)已重新提交至少一次。截至

2019年 2月 14日，在 13份報告中，有部分報告處理時間過

長 (即漁業基金秘書處接納報告以作評估的日期，與漁業基金

秘書處在評估後把報告提交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工作小

組審閱的日期，兩者之間相距的日數)，介乎 49至 311天不等

(第 2.22段)；及

(b) 視察的不足之處 漁護署人員會在視察後編寫視察報告。審計署

審查了 3個漁業基金項目的視察記錄 (見上文第 (a)(ii)段)，並發

現受資助者未有實行一些漁護署的建議，即使漁護署在先前的視

察已向受資助者提出相同建議。然而，沒有記錄顯示漁護署有採

取措施，確保受資助者妥善實施其建議 (第 2.25及 2.26段)。

5. 受資助者運用撥款 根據撥款協議，受資助者在運用資助時須遵守相關

規定 (第 2.32段)：

(a) 需要投購強制性保險 審計署審查了 3個漁業基金項目 (見第 4(a)

(ii)段)，並發現其中一個項目截至 2019年 1月 31日 (即項目開始

後 34個月)，受資助者仍未為項目投購任何強制性保險 (即僱員補

償保險、公眾責任保險和抵押品保險)(第 2.34及 2.35段)；及

(b) 需要遵守採購規定 審計署在審查 3個漁業基金項目時，發現受

資助者未有就 6個金額高於 5萬元但不超過 140萬元的項目物品，

按規定取得至少 5份書面報價單 (見第 2.37段)。



— vi —

摘 要

達致基金目標

6. 向值得推行的項目發放撥款 在申請成立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時，為計

劃和擬備財政預算，政府告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漁業基金在 2014–15至

2023–24年度的估計現金流出額 (即發放金額)為每年 5,000萬元，而農業基金

在 2017–18和 2018–19年度的每年計劃發放金額為 1億元，而 2019–20至

2024–25年度則為每年 5,000萬元 (第 3.4段)：

(a) 發放撥款的步伐緩慢 審計署發現，實際發放金額只佔計劃發放

金額的一個小比例，漁業基金在 2014–15至 2018–19年度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的發放比例由 0%至 22.6%不等；而農業基金

在 2017–18和 2018–19年度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的發放比例

則分別為 2.7%和 6.7% (第 3.6段)；

(b) 基金申請數目減少 審計署留意到，這幾年間提交漁護署的基金

申請數目普遍減少：(i)漁業基金的申請數目由 2014年的 15宗減

至 2018年的 3宗；(ii)農業基金的申請數目由 2017年的 20宗減至

2018年的 13宗；及 (iii)農場改善計劃的申請數目由 2017年的 172

宗減至 2018年的 66宗 (第 3.9段)；

(c) 很多基金申請被拒 漁護署會按照一套資格準則評估基金申請，

並由漁業基金／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考慮。審計署留意到，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分別有 41%的漁業基金申請和 12%的農業基

金申請因各種理由 (例如不符合基金目標)而被拒。申請被拒的比

率偏高，顯示有很多建議項目未達評估準則，被視為不值得推行。

漁護署需要進一步協助漁農業界制訂值得撥款資助的優質項目建議

(第 3.12、3.13及 3.15段)；及

(d) 需要採取有效措施以增加基金申請數目 在漁護署的檢討 (見第

3(a)段)中，漁護署得出結論認為有需要改善基金宣傳和申請工作。

漁護署在 2019年 2月回應審計署的查詢，表示漁業基金諮詢委員

會和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已通過多項具體措施，改善基金宣傳和

申請工作 (第 3.16及 3.17段)。

7. 評估項目成果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漁業基金有兩個項目已經完

成。漁護署規定受資助者須於項目完成後 4個月內提交期終報告。審計署留意

到，雖然有兩個項目已分別於 2018年 1月和 4月完成，但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漁護署仍未完成該兩個項目的期終報告的審閱工作。審計署也留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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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護署的記錄並沒有顯示其有任何計劃，按照引導漁農業朝可持續方向發展的

整體目標，檢討漁業基金、農業基金及其附屬計劃 (即漁業設備提升項目和農

場改善計劃)的整體成果 (第 3.20及 3.22段)。

管治事宜

8. 委員的會議出席率 管理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工作，由兩個諮詢委員

會及兩個工作小組負責 (第 4.2段)。審計署留意到：

(a) 委員會會議的出席率下跌 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會議的委員出席
比例 (即出席率)由 2014年的 79%下跌至 2018年的 63%，農業基

金諮詢委員會的出席率由 2016年的 82%下跌至 2018年的 75% (第

4.4段)；及

(b) 需要改善個別委員的出席情況 在 2014至 2018年期間，部分委員

(介乎 1至 5名)每年只出席所屬委員會不足一半的會議，其中兩

人在 3年任期 (即 2014至 2017年)於 2017年屆滿後再度獲得委任

(第 4.6及 4.10段)。

9. 潛在利益衝突的管理 漁護署採取兩層申報制度，以管理委員會委員的

潛在利益衝突。就第一層申報而言，主席及委員在初次加入委員會時必須以標

準表格，向委員會秘書 (即漁業基金／農業基金秘書處——見第 2段)書面登

記其個人利益，之後每年均須再度登記。就第二層申報而言，委員須在出現利

益衝突時作出申報 (第 4.16段)：

(a) 第一層申報的可予改善之處 審計署審查了委員會委員在 2014至

2018年期間提交的第一層申報表格，發現 (第 4.18段)：

(i) 沒有作出第一層申報 兩個基金的秘書處每年均會派發第一
層申報表格，供委員會委員填報。然而，漁業基金秘書處在

2016年並沒有這樣做。結果，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的委員該

年並沒有作出第一層申報 (第 4.18(a)段)；

(ii) 沒有跟進仍未申報的個案 2018年，有兩名漁業基金諮詢委

員會的委員沒有填妥和交回第一層申報表格。不過，漁業基

金秘書處並未跟進委員沒有提交表格一事 (第 4.18(b)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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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申報資料或不完整 在兩個個案中，委員會委員在作出第一

層申報時或沒有就涉及的利益提供完整資料，即他們是漁業

組織的主席或理事一事 (第 4.18(c)段)；及

(b) 需要就已申報利益作出裁決並寫入會議記錄 根據漁護署的申報
制度，在委員申報利益後，主席須決定該名委員可否就有關事項

發言或參與表決、可否留在席上旁聽，或應否避席。審計署留意

到，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工作小組於 2014至 2018年舉行的 23

次會議，其會議記錄在記載申報利益的裁決方面有可予改善之處

(第 4.21及 4.22段)：

(i) 有 7次會議 (23次的 30%)的會議記錄並未顯示主席在委員申

報有利益衝突後作出裁決 (第 4.22(a)段)；及

(ii) 在 3次會議 (23次的 13%)的會議記錄顯示有幾位委員申報了

利益衝突後，主席在會議中只要求委員備悉該等委員所申報

的利益。儘管如此，會議記錄沒有顯示主席就利益申報而作

出裁決；主席只要求委員備悉該等委員所申報的利益衝突，

這樣的做法與漁護署的申報制度要求可能未盡相符 (第 4.22(b)

段)。

10. 其他有關會議程序的可予改善之處 庫務署在 2017年 1月發出《基金

管理指引》。根據該指引，管理局／委員會應適時向成員提供會議議程和討論

文件 (通常在會議舉行前不少於 5個工作天)，並於每次會議後盡快擬備和傳

閱會議記錄，以便成員提供意見和通過會議記錄 (第 4.25段)：

(a) 需要規範會議相關文件的分發工作 審計署發現，在 2014至 2018

年期間舉行的 28次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會議中，並非每次的會議議

程 (連討論文件——以下的會議議程均包括討論文件)和會議記錄

擬稿均有適時分發，例如在該 28次會議中，有 3次的會議議程是

在會議舉行前少於 5天才分發。在最嚴重的 1宗個案，工作小組

會議的會議記錄擬稿在會後 102天才分發。審計署留意到，漁護

署並未就分發會議議程和會議記錄制訂任何指引 (第 4.26及 4.27

段)；及

(b) 需要在會議記錄中更清楚記錄投票結果 審計署審視該 28次會議

的會議記錄後發現，在 2015年 3月舉行的一次委員會會議中，會

上投票／棄權的委員總人數少於出席委員人數 (第 4.2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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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11.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審計

署建議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

申請處理和項目監察

(a) 盡快實施漁護署檢討中所提出的建議 (第 2.17(a)和 (d)及 2.38(a)
和 (c)段)；

(b) 密切監察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申請處理時間，並採取進一步措

施，以縮短處理時間 (第 2.17(b)段)；

(c) 持續檢討是否需要採取進一步措施，改善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

請安排 (第 2.17(c)段)；

(d) 考慮就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申請者收取行政費事宜制訂指引，並持

續檢討其收取的行政費水平 (第 2.17(e)及 (f)段)；

(e) 密切監察漁業基金的受資助者有否依時提交報告和財務報表 (第
2.38(b)段)；

(f) 確保用於監察漁業基金項目的建議當中，適用於農業基金的建議，

亦會用作監察農業基金的項目 (第 2.38(d)段)；

(g) 立即採取措施糾正受資助者沒有按照撥款協議的規定投購保險的

異常個案，並確保類似個案日後不會再出現 (第2.38(f)及 (g)段)；

(h) 採取措施，確保受資助者的採購工作符合撥款協議的規定，若出

現無法取得書面報價單的情況，受資助者會先得到漁農自然護理

署署長同意，才採用其他採購方法 (第 2.38(j)段)；

達致基金目標

(i) 加強鼓勵和協助漁農業善用農業基金和漁業基金，以推行有助業

界朝可持續方向發展的項目 (第 3.18(a)段)；

(j) 確保盡早實施有效的措施，以加強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宣傳，

並協助申請者申請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撥款 (第 3.18(b)段)；

(k) 加快兩個已完成的漁業基金項目的審閱工作 (第 3.23(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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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按照引導漁農業朝可持續方向發展的整體目標，考慮是否需要檢

討漁業基金、農業基金及其附屬計劃的整體成果 (第 3.23(b)段)；

管治事宜

(m) 密切監察委員會委員的出席率趨勢，並視乎情況採取補救措施 (第
4.12段)；

(n) 確保每年均會向委員會委員派發第一層申報表格，以供填報，並

對未曾提交第一層申報表格的委員採取跟進措施 (第 4.23(a)及 (b)
段)；

(o) 採取措施，協助委員會委員全面申報利益 (第 4.23(c)段)；

(p) 定期提醒委員會主席，他們須就委員在會議上所作的利益申報作

出裁決，並把裁決寫入會議記錄內，以加強透明度和問責性 (第
4.23(d)段)；

(q) 考慮就會議議程 (及討論文件)和會議記錄擬稿的分發工作制訂指
引 (第 4.31(a)段)；及

(r) 確保會議記錄準確而完整地記載會議過程 (第 4.31(b)段)。

12. 審計署建議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應在再次委任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委員
會的委員時，適當考慮委員過往的會議出席率。若有委員在出席會議方面遇到

困難，但又必須再度委任他們，則當局應採取措施，鼓勵有關委員日後出席會

議 (第 4.13段)。

政府的回應

13.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和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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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引言

1.1 本部分闡述這項帳目審查工作的背景，並概述審查的目的和範圍。

背景

1.2 根據《香港年報 2017》，漁農業在 2017年合共聘用了約 18 000人。在

2017年，由本地漁農業提供的食品佔本港食品的百分比如下：

(a) 農業 本地農場提供約 99%活家禽、7%活豬和 2%蔬菜；及

(b) 漁業 這個行業包括捕撈漁業和水產養殖漁業，提供約 20%海產

和 4%淡水魚。

1.3 根據政府的資料，漁農業一直面對多項挑戰，包括：

(a) 很多本地農戶仍然按照先輩的傳統方法種植農作物，甚少在生產

時應用現代的農業科技和機械設備，因而未能達致最佳的生產效

率；及

(b) 本地漁民一直面對漁業資源減少、運作成本 (例如燃油價格)上升，

以及非本地漁船愈來愈激烈的競爭。

然而，政府認為本地漁農業只要朝高技術、多元化和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應該

大有可為。

成立漁農業持續發展基金

1.4 在上述背景下，以及引導漁農業朝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政府分別在

2014年和 2016年成立兩個基金，即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漁業基金)和農業持續

發展基金 (農業基金)︰

(a) 漁業基金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2013年施政報告》中宣布

設立 5億元的漁業基金。在食物及衞生局 (食衞局)的支持下，漁

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於2014年1月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通過撥款 5億元，以成立漁業基金。漁業基金於 2014年 7月成立；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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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農業基金 行政長官在《2016年施政報告》中宣布設立 5億元的農

業基金。在食衞局的支持下，漁護署於 2016年 4月獲立法會財委

會通過撥款 5億元，以成立農業基金。農業基金於 2016年 12月

成立。

1.5 漁護署是負責管理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部門 (註 1)，兩個基金的要點

載於表一。

註 1： 根據漁護署的資料，漁護署會提供服務，務求能有秩序和有效率地產銷漁農產品；執

行有關管制動植物及除害劑的規例；以及護理本港的自然環境及維護生態系統。此

外，漁護署也負責管理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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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

漁業基金 農業基金

目標 支持本地漁業的可持續發

展並提高其競爭力

提供財政資助，協助本港

實現現代化和可持續的農

業發展

可獲資助項目 
(一般原則)

• 項目應能對本地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有直接和實際

的貢獻。

• 未能證明與本地漁農業有關連的調查或理論研究，

將不獲考慮。

可獲資助項目 
(具體)

項目應能協助本地漁業社

羣應付新挑戰，促使漁業

發展為或轉型至可持續或

高增值的作業模式，並提

高漁業的整體競爭力。此

等項目可包括：

• 在南中國海發掘新機

遇；及

• 在香港水域發展可持

續的捕魚作業方法。

項目應能協助本地農業社

羣應付新挑戰，促使農業

提升生產力和產量或轉型

至可持續或高增值的作業

模式，並促進農業現代化

和提高其整體競爭力。此

等項目可包括：

• 直接向農戶提供資助

金，令他們能採用機

械化和現代化的耕作

工具及物料；及

• 與農業基金目標一致

的其他一次過項目 (例

如為本地農作物進行

市場推廣及建立品牌

的項目和促進知識轉

移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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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續 )

漁業基金 農業基金

合資格申請者 • 法律實體 (註)(例如非牟利的漁業／農業團體和非政

府機構)，而有關實體與本地漁業／農業有密切聯

繫，可分別申請漁業基金／農業基金

• 本地的學術和研究機構

項目資助額上限 沒有資助額上限

資助批核當局 • 不超過1,500萬元的資助：由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為

求簡明，除另予述明外，以下稱為署長)按照漁業基

金諮詢委員會 (見第 1.9段)或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

(見第 1.10段)的建議審批

• 超過 1,500萬元的資助：由立法會財委會按照漁業基

金諮詢委員會或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的建議審批

項目年期 沒有指定年期 (另見第 1.15(a)段表三)

合約責任 獲批資助的申請者須與政府簽訂撥款協議，協議內載有

詳細的資助條件 (包括申請者須遵守報告規定，例如提交

進度報告、期終報告和經審計的財務報表)

資料來源： 漁護署的記錄

註： 法律實體須為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章)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並與香港有密

切聯繫；或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其他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為法團的法人團體。

在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下推行的附屬資助計劃

1.6 除了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外，漁護署也推行兩個附屬資助計劃，協助農

戶、漁民和養魚戶購置設備和相關物料，以改善生產力和提高可持續性：

(a) 農場改善計劃 農場改善計劃在2016年12月於農業基金之下推行；

及

(b) 漁業設備提升項目 漁業設備提升項目在 2017年 12月於漁業基金

之下推行。

1.7 農場改善計劃和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要點載於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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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農場改善計劃和漁業設備提升項目

農場改善計劃 漁業設備提升項目

目標 向農業基金／漁業基金的申請者提供直接資助，讓他們購置機械化

的農耕／漁業設備及／或物料 (例如防蟲網和泵)，以推動行業持續

發展和現代化

合資格申請者 •  香港居民或註冊公司／機

構，並在本港經營從事商業

生產而面積不少於1斗種 (即

7 260平方呎)的農作物農場

•  本港的持牌禽畜農場

•  能證明與本港漁業有密切聯

繫的法律實體 (例如非牟利

漁業團體和非政府機構)(見

第 1.5段表一的註)

受惠人 申請者也是資助的受惠人 申請者 (與漁業有聯繫的法律實

體)可代表若干受惠人 (即個別

漁民和養魚戶)(註 1)申請資助

申請者只能申請基金一次 受惠人只能收取撥款一次

資助額上限 •  最高金額為每件購置符合要

求的設備及／或物料開支的

80% (每名申請者最多可獲 3

萬元資助)

•  最高金額為每件購置符合要

求的設備及／或物料開支的

80% (每名受惠人最多可獲 3

萬元資助)

•  每宗申請的最高資助額：

—  600萬元資助 (即每名受

惠人可獲 3萬元，最多

200人受惠)

—  行政費 150萬元 (由申請

者收取)

資助批核人員 漁護署助理署長 (農業) 署長 (根據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

的意見)(註 2)

合約責任 不適用 獲批資助的申請者須與政府簽訂

撥款協議，詳列有關資助的條件

(例如購置設備時須向漁護署提供

報價單)

資料來源： 漁護署的記錄

註 1： 個別漁民和養魚戶並非法律實體，因此並不符合漁業設備提升項目資助的申請資格。

註 2： 申請者可為若干受惠人申請漁業設備提升項目資助，有關申請會提交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

審議，申請者須與政府簽訂撥款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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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管理

1.8 為管理漁業基金 (包括漁業設備提升項目)和農業基金 (包括農場改善

計劃)，當局成立了兩個諮詢委員會 (即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和農業基金諮詢

委員會)，向署長提供意見。

1.9 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連主席在內，共有 16名委員，當中 14名為非官方

委員 (例如漁業界、學術界和保育團體代表，以及專業人士)，和 2名為官方

委員 (即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及署長或他們的代表)。

1.10 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連主席在內，共有 17名委員，當中 15名為非官方

委員 (例如農業界和學術界代表，以及專業人士)，和 2名為官方委員 (即食物

及衞生局局長及署長或他們的代表)。

1.11 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和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的委員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委任，任期 3年，任期屆滿的委員可再獲委任。

1.12 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和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如下：

(a) 就撥款資助有關項目的整體策略和撥款申請的優先次序，向署長

提供意見；

(b) 就撥款申請相關事宜 (例如評估申請的程序、獲撥款項目違反規定

時的跟進行動)，向署長提供建議；及

(c) 考慮申請，並在有需要時成立審核委員會 (註 2)負責審核申請，

並就署長所提出的其他事宜提供意見。

1.13 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 (以及附屬計劃，即漁業設備提升項目和農場改善

計劃)的日常運作，均由漁護署以下組別負責：

(a) 基金秘書處 漁護署漁業分署轄下的漁業支援服務科和農業分署
轄下的推廣及基金科分別成立了漁業基金秘書處和農業基金秘書處

(見附錄 A)，負責執行與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運作有關的工作，例

如：

註 2： 在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下成立了兩個審核委員會，稱為工作小組。漁業基金諮詢委員

會委員若對工作小組的工作感興趣，可自願加入有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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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初步查核基金申請；

(ii) 與申請者溝通；

(iii) 統籌申請的評估工作，並擬備評估結果摘要，供相關的諮詢

委員會 (即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或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考慮；

及

(iv) 統籌獲資助項目的進度報告、年度報告和期終報告的審閱工

作，並擬備摘要，供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或農業基金諮詢委

員會考慮。

  截至 2019年 2月 28日，漁業基金秘書處有 5名人員 (即 1名漁業

主任、1名二級行政主任、1名二級漁業督察和2名合約漁農督察)，

而農業基金秘書處則有 8名人員 (即 1名合約農業管理主任、1名

二級行政主任、1名合約農林監督、1名一級農林督察、1名二級

農林督察和 3名合約農林督察)；及

(b) 資助計劃組 漁護署會計及物料供應科設有資助計劃組 (見附錄

A)，負責處理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具體財務事宜，例如：

(i) 審核申請者提交的項目預算；

(ii) 審閱項目的經審計帳目；及

(iii) 發放項目撥款。

  截至 2019年 2月 28日，資助計劃組有 4名人員，包括 1名庫務

會計師、1名合約會計經理、1名會計主任和 1名助理文書主任。

1.14 在 2017–18年度，兩個秘書處和資助計劃組的開支合共為 616萬元。

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獲批項目

1.15 截至 2019年 2月 28日：

(a) 有 11個漁業基金和 7個農業基金項目獲批 (見表三)。照片一為一

個獲漁業基金撥款的項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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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獲批項目 
(2019年 2月 28日)

漁業基金 農業基金

成立日期 2014年 7月 2016年 12月

收到的申請數目 33 34

獲批項目數目 11 

(獲批項目名單 

見附錄 B)

7 

(獲批項目名單 

見附錄 C)

批出資助總額 5,900萬元 8,200萬元

每個項目的獲批資助額 230萬元至 1,050萬元 280萬元至 1,500萬元

獲批項目的年期 

(月數)

24至 87 24至 48

獲批項目的類別 • 水產養殖

• 休閒漁業／培訓

• 養蠔

• 有機漁產認證和銷

售

• 水生動物獸醫服務

• 養殖 (宣傳推廣)

• 新農產品的研究和

發展 (例如能盡量

提升產量的可持續

性有機肥料)

• 本地有機農場認證

• 本地有機農業推廣

• 本地作物業支援

• 本地養豬業和家禽

業的發展

• 技術示範項目

發放資助 若項目已達到訂明的進度指標，以及漁護署滿意

項目的推行進度，便會按撥款協議所載發放資助

款項的時間表發放資助

已完成的項目 

數目

2 無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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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一

獲漁業基金資助的養殖漁業項目

資料來源：漁護署的記錄

(b) 有 238個農場改善計劃和 3個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請獲批 (見表

四)。照片二和三分別為農場改善計劃和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獲批設

備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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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農場改善計劃和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獲批項目 
(2019年 2月 28日)

農場改善計劃 漁業設備提升項目

推出日期 2016年 12月 2017年 12月

收到的申請數目 247   7

獲批項目數目 238   3

獲批項目的受惠人數目 238 523

批出資助總額 690萬元 1,840萬元

每個項目的獲批 

資助額

5,600元至 3萬元 400萬元至 720萬元

發放資助 發放給申請者，而申

請者也是受惠人 (即農

戶)

發放給申請者，再由

申請者把設備分發給

受惠人 (即個別漁民或

養魚戶)

已完成的項目數目 158 無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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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二

獲農場改善計劃批准的農業設備 
(在耕作前翻鬆泥土的犁田機)

資料來源：審計署人員於 2018年 12月拍攝的照片

照片三

獲漁業設備提升項目批准的漁業設備 
(防止雀鳥進入魚塘的防雀網)

資料來源：漁護署的記錄



引言

— 12 —

審查工作

1.16 2018年 10月，審計署就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展開審查。審查工作

(註 3)集中於以下範疇：

(a) 申請處理和項目監察 (第 2部分)；

(b) 達致基金目標 (第 3部分)；及

(c) 管治事宜 (第 4部分)。

審計署發現以上範疇有可予改善之處，並就相關事宜提供了多項建議。

鳴謝

1.17 在審查期間，漁護署人員充分合作，審計署謹此致謝。

註 3： 除了進行分析工作外，審計署在這次審查工作也審查了：(a)漁業基金的 10宗申請 

(3宗已批准申請、3宗被拒絕申請、1宗已撤回申請 (即由申請者撤回)和 3宗處理中

申請)；(b)農業基金的 10宗申請 (3宗已批准申請、3宗被拒絕申請、1宗已撤回申

請和 3宗處理中申請)；(c)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 2宗申請 (1宗已批准申請和 1宗處理

中申請)；及 (d)農場改善計劃的 30 宗申請 (25宗已批准申請、3宗被拒絕申請和 2

宗已撤回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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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分：申請處理和項目監察

2.1 本部分探討申請處理和項目監察事宜，審查工作集中於以下事宜：

(a) 基金申請的處理 (第 2.2至 2.18段)；及

(b) 項目監察 (第 2.19至 2.40段)。

基金申請的處理

2.2 漁業基金／農業基金申請的處理程序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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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漁業基金／農業基金申請的處理程序

漁業基金／農業基金秘書處在收到申請後進行初步查核，並在有需要時向申

請者尋求闡釋或索取進一步資料。

秘書處把申請轉交漁護署的相關組別 (註 1)進行評估 (註 2)，並撰寫和提交

申請內容及初步評估摘要，供相關的諮詢委員會參考 (註 3)。

申請者獲邀與諮詢委員會會面 (如有需要)，闡述申請書的內容和回答相關

諮詢委員會委員的提問 (註 3)。

相關諮詢委員會考慮有關申請，並向署長作出建議 (註 4)。

秘書處把申請結果通知申請者。

秘書處安排受資助者與政府簽訂撥款協議。

資料來源： 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註 1： 漁護署會計及物料供應科轄下的資助計劃組 (見第 1.13(b)段)會就申請進行財務評

估，而漁護署的技術組別則會進行技術評估。技術組別包括：(a)漁業分署轄下的

水產養殖漁業科、漁業管理科和漁業支援服務科，負責漁業基金的申請；及 (b)

農業分署轄下的作物發展科和農場發展科，以及檢驗及檢疫分署轄下的動物衞生

科，負責農業基金的申請 (見附錄 A)。

註 2： 評審準則包括：(a)項目的必要性 (例如項目是否具新意)；(b)項目的可行性 (例如

項目是否有可達到的目標)；及 (c)預期的項目成果 (例如項目是否有可能自負盈

虧)。

註 3： 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成立了兩個工作小組 (見第 1.12(c)段的註 2)，漁業基金的申

請會先由其中一個工作小組處理。負責處理申請的工作小組會審議有關申請、會

見申請者 (如有需要)，以及就項目建議提供意見，供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考慮。

註 4： 資助額不超過 1,500萬元的項目由署長審批，而超過 1,500萬元的項目則由立法會

財委會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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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申請時間過長

2.3 由 2014年 7月 (漁業基金開始運作)至 2018年 12月，漁業基金秘書處

處理了 23宗漁業基金的申請。由 2016年 12月農業基金開始運作至 2018年 12

月，農業基金秘書處處理了 11宗申請。審計署分析了申請的處理時間，發現

部分申請的處理時間過長 (例如超過 30個月——見表五)。

表五

處理申請所需時間 
(2014年 7月至 2018年 12月)

項目數目

5至 10個月 
(a)

超過 
10至 

20個月 
(b)

超過 
20至 

30個月 
(c)

超過 
30個月 

(d)
總計 

(e) = (a) + (b) + (c) + (d)

漁業基金 (2014年 7月至 2018年 12月)
獲批 

項目

5  3 1 1 

(註 1)

10

被拒 

項目

3  5 3 2 13

總計 8  8 4 3 23

農業基金 (2016年 12月至 2018年 12月)
獲批 

項目

0  7 

(註 2) 不適用 

(農業基金於 

2016年成立)

 7

被拒 

項目

0  4  4

總計 0 11 11

資料來源： 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註 1： 需時最長為 35個月。

註 2： 需時最長為 15個月。

附註： 處理獲批／被拒項目申請的“所需時間”指提交申請日期至申請獲批／被拒日期之

間相距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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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處理申請時間過長會令項目無法盡早推行，項目愈早展開便能愈早取得

效益。

2.5 漁護署在 2019年 2月告知審計署，漁護署在 2018年最後一季就漁業基

金和農業基金進行檢討 (以下統稱為漁護署的檢討)，並提出建議，以改善漁

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管理。有關建議已於 2019年 1月底提交漁業基金諮詢委

員會和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以供考慮。

2.6 在漁護署的檢討中，漁護署留意到漁業基金申請的處理時間過長。根據

漁護署的資料，處理時間過長的主要原因如下：

(a) 部分申請涉及較複雜的技術或會計安排，需要仔細分析有關申請

或要求申請者提供更多技術資料，並邀請專家進行第三方項目評

估，令擬備評估摘要所需的時間增加；

(b) 由於須處理其他急需處理的工作，令擬備評估摘要所需的時間增

加；及

(c) 申請者在其申請中所提供的資料通常並不足以作審批之用，此外，

在審核期間，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經常就申請提問，因此需

要額外時間讓申請者提交補充資料。

2.7 為解決漁業基金處理申請時間過長的問題，漁護署提出以下建議：

(a) 嚴格遵守處理申請工作流程 (註 4)；

(b) 加強對處理申請工作的監管，並訂明處理申請者遲交補充資料的

指引；

(c) 若要求申請者提交複雜或大量的補充資料，應安排與申請者會面

解釋所需的補充資料；

註 4： 漁護署在 2017年進行內部檢討，其後引入有關工作流程，務求精簡程序和縮短處理

申請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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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採取措施，提高申請者所提交申請的質素，以縮短處理時間，例

如加強宣傳和為申請者提供更多支援，以及簡化申請表；

(e) 若有申請需要較長時間以進行財務和技術評估，便應與申請者作

充分溝通，告知審批進度；及

(f) 要求申請者在提交申請時提供清晰具體的資料，並盡量把要求提

供補充資料的次數限於兩次以內。

2.8 在農業基金的申請方面，漁護署建議農業基金秘書處應繼續在農業基金

諮詢委員會舉行會議前把初步評估結果交由委員會委員傳閱，以徵詢意見，並

要求委員記下申請者的進一步提問。此外，漁護署也會為申請者和委員舉行簡

介會，讓申請者直接回應委員提問。

2.9 漁護署在 2019年 3月告知審計署：

(a) 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和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已通過所有建議；及

(b) 漁業基金秘書處和農業基金秘書處已開始分階段實施有關建議。

審計署認為，漁護署需要盡快實施獲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和農業基金諮詢委員

會通過的建議，並密切監察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申請的處理時間，如有需要，

應採取進一步措施，以縮短處理時間。

與申請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相關的事宜

2.10 漁業設備提升項目會為申請者提供直接資助，讓其代受惠人購置機械化

的漁業設備及／或物料 (見第 1.7段表二)。

2.11 需要檢討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申請的安排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進

行實地審計工作的日期)，只有 1個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請獲得批准。審計

署審查有關的項目申請，發現申請安排有可予改善之處 (見個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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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

一宗獲批的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申請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1. 處理這宗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請 (獲批資助額為 720萬元)的相關

時間表如下：

日期 事件

2018年 1月 8至 25日 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請者收到 200宗來

自個別漁民 (即受惠人)的申請。

2018年 4月 3日 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請者向漁護署提交

申請。

2018年 5月至 9月 漁護署要求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請者提

交補充資料 (例如漁民就相同設備取得不

同報價的資料，以及預算中的預計開支理

據)。

2018年 10月 26日 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向署長推薦有關項

目。

2018年 11月 1日 署長批准該項目。

2018年 11月 16日 漁護署發出批准信給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

申請者。

2019年 2月 4日 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請者與政府簽訂撥

款協議。

審計署的意見

2. 這宗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請性質簡單 (即為個別漁民採購設備)，

但個別漁民卻要等候 7個月 (由 2018年 4月提交申請至 2018年 11月申請

獲批)，申請才獲得批准，情況並不理想。若由個別漁民向漁業設備提升項

目的申請者提交申請起計 (2018年 1月)，至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請者與

政府簽訂撥款協議為止 (2019年 2月)，個別漁民已等候至少 12個月，才可

購置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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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 (續 )

3 審計署留意到，相關人士其實同樣關注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請安

排：

(a) 在 2017年 9月，漁護署就漁業設備提升項目撥款協議的草擬工

作徵詢律政司意見，律政司建議漁護署參考農場改善計劃 (見第

1.7段表二)。該計劃的撥款安排更加直接，原因是農戶或合作社

可直接向漁護署提交申請 (註 1)。律政司認為，漁護署可對個別

受惠人採用劃一的行政或監察方法；

(b) 在 2018年 10月舉行的一個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會議上，一名委

員會委員表示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請安排較為繁複，影響其

申請者申請漁業設備提升項目撥款的意欲；及

(c) 在 2019年 1月，一名漁民致電政府熱線 1823 (註 2)，表示他雖

然已於2018年5月向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請者提供所需資料，

但截至 2019年 1月仍未從申請者收到任何消息。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註 1： 就漁業設備提升項目而言，受惠人 (即個別漁民和養魚戶)須各自向漁業設備提升

項目的申請者 (與漁業有聯繫的法律實體)提交申請，再由該申請者向漁護署提交

綜合申請。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為申請者 (例如農戶)採購設備的農場改善

計劃 (見第 1.7段表二)有 225宗申請獲得批准，個別申請者平均只須等候少於 60

天 (由提交申請日期起計至申請獲批日期)，申請便能獲得批准。此外，有別於漁

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請者，農場改善計劃的申請者無須與政府簽訂撥款協議。

註 2： 1823熱線提供 24小時一站式服務，回答市民就 22個政府部門提出的查詢，並接

受任何有關政府服務的投訴。

2.12 漁護署在 2019年 3月告知審計署：

(a) 漁護署曾於 2018年 10月提出一項建議，讓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透

過傳閱申請資料而非會上討論的方式，審議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

申請，以縮短處理時間。有關建議獲委員會通過並實施；及

(b) 漁護署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成立漁業基金時曾提交的文件 (見第

1.4(a)段)，列明漁業基金申請者必須為法律實體。因此，在基金

下推出的漁業設備提升項目，其申請者也必須為法律實體 (見第 1.7

段表二)，因此個別漁民和養魚戶不能自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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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考慮到農場改善計劃與漁業設備提升項目性質相同，但農戶卻可直接向

漁護署提交申請 (另見第2.11段個案一第3(a)段的註1)，審計署認為漁護署須繼

續檢討是否需要採取進一步措施，例如檢討能否簡化現有安排，以改善漁業設

備提升項目的申請安排，從而更有效率地協助漁民和養魚戶。

2.14 需要檢視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行政費 根據相關的政府財務通告，管制

人員須確保獲資助政府項目的行政費用合理，而且與有關基金或項目的用途、

規模、性質和情況相符。

2.15 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每宗申請最多可獲750萬元資助，包括為最多200名

受惠人提供600萬元資助 (即每名受惠人最多3萬元)和150萬元行政費。就第2.11

段個案一提到的獲批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申請而言，其獲批資助額為 720萬元，

當中包括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申請者的 150萬元行政費，有關費用佔獲批資助

額的 21%。

2.16 審計署留意到，在漁護署的檢討 (見第2.5段)中，漁護署曾建議提高每個

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申請的受惠人數上限，以降低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申請的整體

行政費，有關建議已獲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通過 (見第2.9(a)段)。審計署認為，

漁護署需要持續檢討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申請者所收取的行政費水平，並採取進

一步措施，限制行政收費，確保金額合理。

審計署的建議

2.17 審計署建議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

(a) 盡快實施漁護署檢討中與處理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申請有關的建

議 (見第 2.7及 2.8段)；

(b) 密切監察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申請處理時間，並採取進一步措

施，以縮短處理時間；

(c) 持續檢討是否需要採取進一步措施，改善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申

請安排；

(d) 盡快實施漁護署檢討中與漁業設備提升項目所收取行政費有關的建

議 (見第 2.16段)；

(e) 考慮就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申請者收取行政費事宜制訂指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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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持續檢討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申請者收取的行政費水平，並按需要

制訂進一步措施以限制行政費用，確保金額合理。

政府的回應

2.18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漁護署已開始分階段實施漁護署的檢討和本審計報告提出的建議；及

(b) 在第 2.15段所提及的 150萬元是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行政費上限。

漁護署只有在申請者提供充份理據的情況下，才會批出行政費。

在最近獲批的一宗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申請中，漁護署要求申請者

削減行政費，並只批出合理的金額。

項目監察

2.19 為了監察項目，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受資助者須分別向漁業基金秘書

處和農業基金秘書處提交進度報告、年度報告、期終報告和財務報表，漁護署

人員也會對漁業基金／農業基金項目進行視察。

遲交報告和財務報表

2.20 根據漁業基金／農業基金申請指引，為了監察項目，漁業基金／農業

基金的受資助者須在項目開始後：

(a) 每隔 6個月便須在 2個月內提交進度報告，內容包括已計劃活動

的時間表和財務報表；

(b) 每隔 12個月便須在 2個月內提交年度報告和經審計的財務報表連

收據正本。受資助者的核數師須就受資助者有沒有遵守漁護署的

規定提供意見，包括撥款協議內的條款和條件，以及漁護署不時因

應項目而發出的指示等；及

(c) 在議定的項目完成日期後 4個月內，須提交項目期終報告和經審

計的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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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有 10個漁業基金項目獲得批准，當中 2個已

經完成，8個則仍在進行。該10個獲批項目 (註5)在提交進度報告、年度報告、

期終報告 (除另予述明外，在下文統稱為報告)和財務報表等方面，審計署發

現截至 2019年 1月 15日：

(a) 有 7個項目遲交報告，延誤日數由 1至 258天不等 (平均 84天)；

及

(b) 有 7個項目遲交財務報表，延誤日數由 1至 258天不等 (平均 107

天)。

2.22 審計署進一步審查了 3個漁業基金項目 (註 6)，並發現：

(a) 相關受資助者有時須重新提交報告。在受資助者提交的 13份報告

中，有 9份 (69%)已重新提交至少一次 (見表六)；及

表六

3個漁業基金項目重新提交報告的情況 
(2018年 12月 31日)

重新提交 
次數

進度報告 
數目

年度報告 
數目

期終報告 
數目 總計

數目 百分比

沒有 2 2 0 4  31%

1次 3 1 1 5

 69%2次 1 1 0 2 9

3次 1 0 1 2

總計 7 4 2 13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註 5：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有 7個農業基金項目已獲批准但尚未推行。因此，審計署

只審查了漁業基金項目的監察工作。

註 6： 審計署所審查的 3個漁業基金項目包括 2個已完成項目 (一個於 2016年 2月開始，並

於 2018年 1月完成；另一個則於 2016年 4月開始，並於 2018年 4月完成)和 1個進

行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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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13份報告中，有部分報告處理時間較長 (見表七)。

表七

在 2018年 12月 31日前收到的 
3個漁業基金項目的報告處理時間

處理時間 進度報告 年度報告 期終報告

日數 62至 275 60至 311 49至 259

平均日數 164 124 154

資料來源： 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附註： 處理時間指漁業基金秘書處接納報告以作評估的日期，與漁業基金秘書處在評估

後把報告提交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審閱的日期，兩者之間相距的日

數。截至 2019年 2月 14日，漁業基金秘書處仍在處理部分報告，審計署在計算

這些報告的處理時間時，會計算至 2019年 2月 14日為止。

2.23 在漁護署的檢討 (見第2.5段)中，漁護署留意到漁業基金的受資助者在提

交報告和財務報表時有所延誤。根據漁護署的資料，出現延誤主要是因為受資

助者可無限次要求延期提交報告或財務報表。而部分個案的處理時間過長，則

主要因為有需要在受資助者提交報告後要求他們提供補充資料。漁護署認為由

於此等延誤，令漁護署無法適時監察項目進度。為此，漁護署建議：

(a) 適時提醒受資助者提交報告和財務報表；

(b) 設立勸喻／警告機制，處理受資助者未能依時提交報告／財務報

表或補充資料的個案。如有需要，可根據撥款協議的條款和條件

暫停 (註 7)或終止發放資助；

(c) 清楚提醒受資助者有關的報告要求；

(d) 向受資助者提供報告樣本；及

(e) 如有需要，安排與受資助者會面，解釋報告要求和所需的其他資

料／文件。

註 7： 在漁護署接納受資助者在項目不同階段所提交的報告和財務報表後，漁業基金／農業

基金便會發放資助予受資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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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護署在 2019年 3月告知審計署，有關建議已獲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通過。

2.24 審計署認為，漁護署須盡快實施有關建議，並密切監察受資助者是否依

時提交報告和財務報表。如有需要，應推出進一步改善措施。

視察的不足之處

2.25 根據漁護署的資料，為了監察漁業基金的項目，漁護署人員 (包括漁業

基金秘書處人員和漁業分署的技術人員)(見附錄A)會至少每6個月就漁業基金項

目進度進行一次視察，並於視察後編寫視察報告。漁業分署的技術人員並會探

訪受資助者，向他們提供技術支援。

2.26 審計署審查了 3個漁業基金項目的視察記錄 (見第 2.22段)，並發現受

資助者未有實行一些漁護署的建議 (例如備存每日飼料使用量記錄和巡查魚排

記錄)，即使漁護署在先前的視察已向受資助者提出相同建議。沒有記錄顯示

漁護署有採取措施，確保受資助者妥善實施其建議。

2.27 在漁護署的檢討 (見第 2.5段)中，漁護署留意到未有在每次進行視察

後向受資助者反映主要建議或意見。為此，漁護署建議漁業基金秘書處應訂立

一套清晰的視察程序和指引，並在每次視察後把主要意見和建議向受資助者反

映，妥善保存記錄，並建立一套審閱工作程序表，記錄項目進度和跟進工作。

2.28 審計署認為，漁護署須盡快實施有關建議，並須密切監察建議的實施情

況。如有需要，應推出進一步的改善措施。

需要更新撥款協議

2.29 經審計署審查的全部3個漁業基金項目中 (見第2.22段)，均出現項目延遲

推行的情況。審計署留意到，漁業基金秘書處曾就項目延遲推行的情況而修訂

達到進度指標的日期，但在已簽妥的撥款協議內，達到進度指標的日期卻沒有

按修訂加以更新。

2.30 漁護署在 2019年 3月告知審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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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已簽妥的撥款協議有一條標準條文，規定“若建議書內提供的資

料或與本協議有關的任何事項有任何重大變更，受資助者須立即

通知並事先取得政府的書面同意”。這條文應適用於更改達到項

目進度指標日期一事；及

(b) 項目建議書內載有項目進度指標，是已簽妥的撥款協議的一部分。

受資助者與政府均認為應按已更新的項目開始和完成日期，更改

協議內的達到進度指標日期。然而，為避免出現含糊之處，漁護

署日後會要求獲批資助的申請者更新所有達到項目進度指標的日

期，以及項目開始和完成的日期。

2.31 為確保受資助者和政府雙方的利益均得到妥善保障，審計署認為若達到

項目進度指標的日期已作修訂，漁護署須在簽訂撥款協議前更新協議，以反映

有關修訂。

受資助者運用撥款

2.32 根據撥款協議，漁業基金 (另見第2.21段註5)的受資助者在運用資助時須

遵守相關規定。

2.33 需要投購強制性保險 撥款協議規定，受資助者須投購保險，當中包 

括：

(a) 僱員補償保險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282章)，除非僱主有一份

有效保險單，而該保險單已承擔僱主就僱員因工受傷或患上指定

職業病時僱主在法例 (包括普通法)下須負上的法律責任，否則僱主

不得僱用僱員從事任何工作；

(b) 公眾責任保險 受資助者在項目進行期間，必須以政府和受資助

者的名義，特別就有關項目向獲《保險業條例》(第 41章)授權的保

險公司投購公眾責任保險，並保持該保險單有效；及

(c) 抵押品保險 在商業項目 (即可產生收入的項目)方面，以資助款項

購買的資產 (包括所有資本物品、設備、小型工程和配套設施)，受

資助者會保留資產的擁有權。然而，為確保能善用公帑，受資助

者與政府簽訂撥款協議後，須在一個月內就資助款項和任何屬政

府所有的相關款項，向公司註冊處註冊一份浮動押記。受資助者

也須自行為項目的抵押品投購保險。若沒有相關保險服務，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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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據受資助者提出可被接納的理據，以及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

的意見，考慮予以豁免。

2.34 審計署審查了3個漁業基金的獲批項目 (見第 2.22段 )，發現其中 1個項目 

(截至 2019年 1月 31日仍在進行)：

(a) 僱員補償保險 受資助者為項目聘用了 6名僱員，包括 1名項目經

理和 5名項目助理。在 2017年4月至2018年7月期間，漁護署一再提

醒受資助者投購僱員補償保險。在 2017年6月一份向漁業基金諮詢

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報告項目進度的文件中，一名委員表示受資

助者當時仍未投購保險，實在不可接受。截至 2019年1月31日，受

資助者仍未投購有關保險；

(b) 公眾責任保險 截至 2019年1月31日，並沒有文件顯示該項目在進

行期間已投購公眾責任保險；及

(c) 抵押品保險 受資助者已於2016年3月註冊押記(即抵押品)，並以政

府為受益人。受資助者嘗試向 3間保險公司索取報價單，所有公

司均拒絕報價，理由包括訂造的魚排並不堅固等。在 2017年 4月

至 2018年 7月期間，漁護署一再建議受資助者申請豁免為抵押品

投購保險。受資助者於 2018年 10月底去信漁業基金秘書處，要求

批准豁免投購保險，但截至 2019年 1月 31日仍未獲得批准。

2.35 審計署留意到，有關項目預計於 2019年 3月完成，但截至 2019年 1月

31日 (項目於 2016年 3月開始後 34個月)，受資助者仍未投購上述任何保險。

漁護署須立即採取措施，糾正異常情況。

2.36 需要遵守採購規定 根據申請指引 (有關指引為撥款協議的部分規定)，

採購物品和服務的工作必須以公開公平的方式進行。此外，若採購額：

(a) 超過 140萬元，必須採用競爭性招標方式進行；

(b) 高於 5萬元但不超過 140萬元，必須取得至少 5份書面報價單；

(c) 高於 2,000元但不超過 5萬元，必須取得 1份以上的報價；及

(d) 為 2,000元或以下，無須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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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事先得到署長同意，方可採用其他採購方法。

2.37 在審查 3個漁業基金的獲批項目 (見第 2.22段)時，審計署發現有 2個

項目的受資助者並沒有遵守撥款協議內的採購規定：

(a) 有 2個項目物品的金額均超過 140萬元 (以 292萬元購買魚苗和以

187萬元購買飼料)，但受資助者並沒有進行招標，而是只取得報

價，並向漁護署表示不懂如何進行招標；及

(b) 有 6個項目物品的金額均高於 5萬元但不超過 140萬元：

(i) 有 1個項目物品 (以 48萬元租用船隻)原本須取得 5份書面報

價單，但受資助者只取得 2份。此外，在這次採購中，有一

個供應商的報價為每程 4,000元，而另一個供應商的報價則為

每程 3,500元，受資助者採用了該兩個供應商的服務，並同樣

向對方支付每程 4,000元；

(ii) 漁護署在 2019年 3月告知審計署，有 4個項目物品已取得所

需的 5份報價。然而，審計署卻留意到，有多份報價只是口

頭報價，而非書面報價 (見表八)；及

表八

項目物品的採購工作

(2019年 1月 31日 )

項目物品

項目物品 
價格

取得的 
書面報價單 
數目

取得的 
口頭報價 
數目

(元)

1
柴油

1,080,000
0 5

偈油 0 5

2 租用一艘纖維運輸船 583,200 1 4

3 魚排 562,500 2 3

4 網箱 400,000 1 4

資料來源：漁護署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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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中 1個項目物品 (以 118萬元租用一艘木製運魚船)原本須

取得 5份書面報價單，但受資助者只取得 1份。此外，漁護

署在審查受資助者提交的進度報告時，留意到供應商於 2016

年 2月初報價，但受資助者自 2015年 10月開始支付租船費

用。由於報價日期較開始租船的日期為遲，漁護署認為該份

報價單在時間上不合理。然而，並沒有文件顯示漁護署曾採

取任何跟進行動。

審計署的建議

2.38 審計署建議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

(a) 盡快實施漁護署檢討中與受資助者提交漁業基金項目報告和財務

報表有關的建議 (見第 2.23段)；

(b) 密切監察漁業基金的受資助者有否依時提交報告和財務報表，並

按需要推出進一步改善措施；

(c) 盡快實施漁護署檢討中與漁業基金項目進度的視察有關的建議 (見
第 2.27段)，並視乎情況，推出進一步的改善措施；

(d) 確保用於監察漁業基金項目的建議當中，適用於農業基金的建議，

亦會用作監察農業基金的項目；

(e) 若達到項目進度指標的日期已修訂，便應在簽訂撥款協議前更新

協議，以反映有關修訂；

(f) 立即採取措施糾正受資助者沒有按照撥款協議的規定投購保險的

異常個案 (見第 2.34段)；

(g) 確保類似的異常個案 (見上文 (f)段)日後不會再出現；

(h) 協助受資助者進行招標工作；

(i) 在考慮業界的做法後，繼續檢視是否需要修改現行的採購方法；

及

(j) 採取措施，確保受資助者的採購工作符合撥款協議的規定，包括：

(i) 受資助者已取得規定數目的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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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未能取得規定數目的報價時 (例如所採購的物品或服務只有
單一供應商)，受資助者會提出未能遵行規定的理據；

(iii) 受資助者會採納較有利的報價；

(iv) 若出現採納不太有利報價的情況，受資助者會提供採納有關

報價的理據；

(v) 受資助者已取得書面報價，而非口頭報價；

(vi) 若出現無法取得書面報價單的情況，受資助者會先得到署長

同意，才採用其他採購方法；及

(vii) 若受資助者取得報價在時間上不合理，會採取跟進行動。

政府的回應

2.39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漁護署已開始分階段實施漁護署的檢討和本審計報告提出的建議；

及

(b) 有關第 2.34段提及的項目，漁護署已於 2019年 3月 7日批准豁免

該項目為抵押品投保，並已通知受資助者。漁護署並已於 2019年

3月 19日發出警告信，要求受資助者立即投購僱員補償保險，否

則漁護署會終止項目。在警告信中，漁護署也促請受資助者在舉

辦項目分享會或安排參觀其養魚場時，提供合適的公眾責任保險。

2.40 勞工處處長表示，勞工處對按照《僱員補償條例》實施僱員保償保險的

規定極為重視。勞工督察會巡視各行各業的場所，檢查僱主有否遵行法定要

求，並會跟進違規個案的投訴。政府各局／部門可向勞工處轉介懷疑違規的個

案，以便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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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部分：達致基金目標

3.1 本部分探討有否達致基金目標，並集中於：

(a) 向值得推行的項目發放撥款 (第 3.4至 3.19段)；及

(b) 評估項目成果 (第 3.20至 3.24段)。

漁業和農業持續發展基金的目標

3.2 政府為引導漁農業朝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成立了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

(見第 1.4段)。政府分別在 2014年 1月和 2016年 4月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成

立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 (見第 1.4(a)及 (b)段)，財委會在會上得悉兩個基金的

目標如下：

(a) 漁業基金 其目標是透過擴闊捕漁作業的範圍，協助漁業界達致

更可行和可持續的發展；及

(b) 農業基金 其目標是推動農業的現代化、機械化和可持續發展。

3.3 為了達到上述目標，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 (包括其附屬計劃，即漁業設

備提升項目和農場改善計劃)會以發放資助金的方式，支持能直接和實際協助

本地漁農業朝可持續方向發展的項目 (見第 1.5段表一)。

向值得推行的項目發放撥款

3.4 根據政府的資料，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所發放的撥款金額，視乎所收到

和獲批的基金申請數目而定。在申請成立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時，為計劃和擬

備財政預算，政府告知立法會財委會兩個基金的估計現金流出額 (即發放金額)

如下：

(a) 漁業基金 由 2014–15至 2023–24年度的 10年內每年發放 5,000

萬元，總發放金額將為 5億元 (即 5,000萬元 × 10年)；及

(b) 農業基金 每年發放金額：

(i) 在 2017–18和 2018–19年度每年發放 1億元 (即合共 2億元)；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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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後 6年 (即由 2019–20至 2024–25年度)每年發放 5,000萬

元 (即合共 3億元)。

 總發放金額將為 5億元 (即 2億元 +3億元)。

政府並告知財委會，實際現金流將視乎收到和獲批的申請數目而定。

3.5 為協助漁民、農戶和相關團體了解兩個基金和提交基金申請，漁護署已

透過簡介會、聯絡會議、宣傳物品 (例如單張)，以及與準申請者進行諮詢會

面等不同渠道，宣傳有關基金。

發放撥款的步伐緩慢

3.6 審計署比較了基金的計劃發放金額 (見第 3.4段)和實際發放金額，發

現實際發放金額只佔計劃發放金額的一個小比例。表九顯示：

(a) 漁業基金 在2014–15至2018–19年度（截至2018年12月31日），

該部分佔計劃發放金額的 0%至 22.6%不等；及

(b) 農業基金 在2017–18和2018–19年度（截至2018年12月31日），

該部分分別佔計劃發放金額的 2.7%和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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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計劃和實際發放撥款的金額 
(2018年 12月 31日)

年度

漁業基金 農業基金

計劃發放 
金額

實際發放 
金額

計劃發放 
金額

實際發放 
金額

(百萬元)

2014–15  50    0    (0%)

不適用2015–16  50  2.2   (4.4%)

2016–17  50 11.3 (22.6%)

2017–18  50  8.9  (17.8%) 100 2.7 (2.7%)

2018–19  50  7.5  (15.0%)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100 6.7 (6.7%)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總計 250 29.9  (12.0%) 200 9.4 (4.7%) 

資料來源： 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附註： 就農業基金而言，表中的數字包括其附屬計劃 (即農場改善計劃)所發放的款項。

就漁業基金而言，其附屬計劃 (即漁業設備提升項目)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仍

沒有發放任何款項。

3.7 漁護署在 2019年 3月告知審計署：

(a) 計劃發放金額只屬預算指標，供財委會審批之用 (見第 3.4段)；

(b) 就農業基金而言，預計在 2018–19年度完結時，該年度的實際發放

金額將為 3,880萬元 (即 1億元計劃發放金額的 39%)，而該年度批

出的撥款總額將為 8,400萬元。這筆 8,400萬元的獲批撥款額與該

年度的計劃發放金額數目相近；

(c) 預算指標 (即計劃發放金額)與實際發放金額有差別，是由多項因

素引致：

(i) 如相關的財委會文件所述，實際現金流須視乎收到和獲批的

申請數目而定 (見第 3.4段)。申請者擬備和提交項目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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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漁護署和漁業基金／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審議申請，兩

者均需要時間；

(ii) 就漁業基金而言，漁護署截至 2019年 2月 28日共接獲 33宗

申請，涉及的資助額約為 2.32億元，約佔漁業基金 5億元核

准承擔額的 46%。就農業基金而言，漁護署截至 2019年 3月

1日共接獲 34宗申請，涉及金額約 2.4億元，約佔農業基金 5

億元核准承擔額的 48%。然而，並非所有申請均獲漁業基金／

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建議提交署長審批；及

(iii) 項目年期不同，對於年期較長的項目，將會按項目的實際進

度分期發放相關資助；及

(d) 截至 2019年 2月 28日：

(i) 就漁業基金而言，2018–19年度的實際發放金額為 800萬元，

佔 2018–19 年度計劃發放金額的 16%；而在 2014–15 至

2018–19年度期間的實際發放金額則為 3,040萬元，佔該段期

間計劃發放金額的 12.2%；及

(ii) 就農業基金而言，2018–19年度的實際發放金額為3,000萬元，

佔 2018–19 年度計劃發放金額的 30%；而在 2017–18 和

2018–19年度期間的實際發放金額則為 3,270萬元，佔該段期

間計劃發放金額的 16.4%。

3.8 獲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撥款資助的項目，均屬能夠推動漁農業持續發展

的項目 (見第 3.3段)。審計署認為，要令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能幫助行業的持

續發展，政府必須提供足夠撥款，以資助足夠數目的項目，改善有關行業。雖

然政府未必能完全控制影響實際發放金額的因素 (見第 3.7(c)段)，但已發放金

額只佔基金的一小部分這一事實 (見第 3.6段的表九)，不利於達致兩個基金的

目標。

基金申請數目減少

3.9 審計署分析了 2014至 2018年提交漁護署的基金申請數目 (包括漁業設

備提升項目和農場改善計劃的申請)，並留意到這幾年間的申請數目普遍減

少。表十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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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漁業基金 漁業基金的申請數目由 2014年的 15宗減至 2018年的

3宗；及

(b) 農業基金 農業基金的申請數目由 2017年的 20宗減至 2018年的

13宗，而農場改善計劃的申請數目則由 2017年的 172宗減至

2018年的 66宗。

表十

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申請數目 
(2014至 2018年)

申請數目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漁業基金 15 8 5   1  3

漁業設備提升

項目 (註 1)

不適用  7

農業基金 (註 2) 不適用 0  20 13

農場改善計劃

(註 2)

不適用 1 172 66

資料來源： 漁護署的記錄

註 1： 漁業設備提升項目於 2017年 12月推出。

註 2： 農業基金於 2016年 12月成立，農場改善計劃也於同月推出。

3.10 漁護署在 2019年 3月告知審計署：

(a) 2018年的惡劣天氣可能是該年度農場改善計劃申請數目偏低的原

因之一。部分農戶致函漁護署，表示由於年內出現超強颱風和暴

雨，因而要求押後採購獲農場改善計劃原則上批准購買的農具／

材料；及

(b) 鑑於收到的申請數目由需求帶動，漁護署遂採取行動，透過不同

方法，加強推廣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 (包括農場改善計劃和漁業設

備提升項目)，例如舉辦簡介會和聯絡會議、向本地漁民、養魚戶、

農戶和相關團體派發宣傳單張及／或邀請信，以及與漁業基金和

農業基金的準申請者進行一對一的諮詢會面，協助他們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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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審計署認為，鑑於過去數年的申請數目持續減少，漁護署有需要加強漁

業基金和農業基金 (包括農場改善計劃和漁業設備提升項目)的推廣工作。

很多基金申請被拒

3.12 根據漁護署的記錄，漁護署會按照一套資格準則評估基金申請，並由漁

業基金／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考慮。審計署分析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的基

金申請結果，留意到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申請分別有 41%和 12%被拒 (見

表十一)。

表十一

基金申請結果 
(2018年 12月 31日)

申請結果

申請數目

漁業基金

漁業設備 
提升項目 農業基金

農場改善 
計劃

批准 10  (31%) 1  (14%)  7  (21%) 225  (94%)

拒絕 13  (41%) 0   (0%)  4  (12%)   3   (1%)

不合資格的個

案 (即不合資格

的申請者)

 0   (0%) 0   (0%)  3   (9%)   0   (0%)

撤回  6  (19%) 0   (0%)  4  (12%)   3   (1%)

處理中  3   (9%) 6  (86%) 15  (46%)   8   (4%)

總計 32 (100%) 7 (100%) 33 (100%) 239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3.13 把申請被拒的理由知會不獲批准的申請者，是漁護署的一貫做法。表十

二載列17宗申請 (即13宗漁業基金和4宗農業基金申請——見第3.12段表十一)

被拒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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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17宗基金申請被拒的理由 
(2018年 12月 31日)

被拒理由 申請數目

沒有提供證明文件 (例如證明項目可行的文件)和理據

(例如為預算的開支項目提供理據)

13

不符合基金目標 (例如推動本地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12

項目的經濟效益不明 10

項目在技術上不可行或有安全問題  4

項目的目標和預期結果太空泛和不切實際  2

申請者的財政不穩健  2

市場已有相關技術  1

申請者欠缺經驗  1

項目先前已獲其他基金資助  1

未能提高本地漁農業的競爭力  1

資料來源： 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附註： 部分項目被拒的理由超過一項。

3.14 漁護署在 2019年 3月告知審計署：

(a) 為了善用公帑，並確保兩個基金能達致財委會所批准的擬定目標，

基金申請必須按照一套準則加以審核。申請的成功率視乎有關申

請是否符合該套準則而定；及

(b) 漁護署已致力確保申請者不會因程序問題而不提出申請。漁護署

一直透過不同措施，例如在有興趣的人士提交申請前提供一對一

諮詢，並在有需要時為申請者提供技術意見，以協助申請者提交

申請，從而改善申請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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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審計署得悉漁護署的努力 (見第 3.14段)，但申請被拒的比率偏高，顯

示有很多建議項目未符評估準則，被視為不值得推行。審計署認為，要達致基

金目標，必須為更多值得推行的項目提供撥款資助。審計署認為，漁護署需要

進一步協助漁農業制訂值得撥款資助的優質項目建議。為此，漁護署應增加宣

傳，並為業界提供更多協助。

需要採取有效措施以增加基金申請數目

3.16 審計署留意到在漁護署的檢討 (見第 2.5段)中，漁護署得出結論認為

有需要在以下範疇作出改善，以增加基金申請的數目：

(a) 基金宣傳 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可作出改善的範疇主要包括：

(i) 改善與漁農團體、專上院校和非政府機構的聯繫，並邀請他

們提交基金申請；

(ii) 安排外展隊伍探訪農場，並邀請農戶提交農場改善計劃的申

請；

(iii) 更新推薦項目名單，供有意申請的人士參考；及

(iv) 製作宣傳小冊子及／或影片；及

(b) 基金申請 漁業基金可作出改善的範疇主要包括：

(i) 改善申請指引，令內容更精簡易明；

(ii) 簡化申請表格；

(iii) 發布已填妥的申請表格樣本；及

(iv) 加強與申請者的溝通。

3.17 漁護署在 2019年 2月回應審計署的查詢，表示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和

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已通過多項具體措施，改善基金的宣傳和申請工作。

審計署的建議

3.18 審計署建議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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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加強鼓勵和協助漁農業善用農業基金和漁業基金，以推行有助業

界朝可持續方向發展的項目；及

(b) 確保盡早實施有效的措施，以加強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宣傳，

並協助申請者申請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撥款。

政府的回應

3.19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漁護署已開始分

階段實施漁護署的檢討和本審計報告提出的建議。

評估項目成果

項目完成後的評估可予改善

3.20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漁業基金有兩個項目已經完成 (註 8)，漁護

署規定受資助者須於項目完成後 4個月內提交期終報告，內容包括完成項目後

的評估，以便能按照基金申請所載的指標，衡量項目的成效。審計署留意到截

至 2018年 12月 31日，漁護署仍未完成該兩個項目的期終報告的審閱工作 (見

表十三)。

註 8：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農業基金仍未有項目完成。



達致基金目標

— 39 —

表十三

兩個漁業基金項目在完成後的評估時序 
(2018年 12月 31日)

主要事件

日期

項目 A 項目 B

完成項目 2018年 1月 2018年 4月

向漁護署提交期終報告

(註)

2018年 4月 2018年 6月

漁護署與受資助者聯絡，

以跟進期終報告事宜 

(例如釐清事實和向漁護

署提供進一步資料)

2018年 4月 

至 

2018年 12月

2018年 6月 

至 

2018年 12月

向漁護署正式提交更新

後的期終報告

2018年 12月 2018年 12月

審閱期終報告 審閱工作在 2018年 12月 31日仍在進行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註： 根據漁護署的資料，受資助者提交的“期終報告”只是擬稿，尚未定稿。

3.21 兩個已完成的漁業基金項目所帶來的經驗，對日後推行漁業基金和農業

基金的項目或有幫助。為此，審計署認為漁護署應加快審閱該兩個漁業基金項

目，以找出可供借鏡之處。

3.22 審計署也留意到，漁護署的記錄並沒有顯示其有任何計劃，按照引導漁

農業朝可持續方向發展的整體目標，檢討漁業基金、農業基金及其附屬計劃 (即

漁業設備提升項目和農場改善計劃)的整體成果。

審計署的建議

3.23 審計署建議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

(a) 加快兩個已完成的漁業基金項目的審閱工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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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照引導漁農業朝可持續方向發展的整體目標，考慮是否需要檢

討漁業基金、農業基金及其附屬計劃的整體成果。

政府的回應

3.24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漁護署在 2019年 3月已完成該兩個漁業基金項目的期終報告審閱

工作；及

(b) 漁護署已完成一項檢討 (見第 2.5段)，以改善申請程序，鼓勵更多

人提交申請。在更多獲批項目完成後，漁護署會檢討漁業基金／

農業基金及其附屬計劃的整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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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部分：管治事宜

4.1 本部分探討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管治事宜，並集中

於：

(a) 委員的會議出席率 (第 4.2至 4.15段)；

(b) 潛在利益衝突的管理 (第 4.16至 4.24段)；及

(c) 其他有關會議程序的可予改善之處 (第 4.25至 4.32段)。

委員的會議出席率

4.2 管理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的工作，由兩個諮詢委員會及兩個工作小組負

責：

(a) 諮詢委員會 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和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會就撥
款事宜向署長提供意見，並就撥款申請相關事宜提出建議 (見第

1.12(a)及 (b)段)；及

(b) 工作小組 根據職權範圍，兩個諮詢委員會 (見上文 (a)段)可成

立審核委員會，負責審核撥款申請 (見第 1.12(c)段)。在 2015年 1

月，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成立了兩個稱為工作小組的審核委員會。

兩個工作小組負責審核和推薦合適的項目，供漁業基金諮詢委員

會考慮。

4.3 兩個諮詢委員會均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委任的非官方委員和官方委員

(即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及署長)組成，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的委員若對工作小組

的工作感興趣，也可自願加入小組。

委員會會議的出席率下跌

4.4 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在 2014至 2018年舉行了 28次會議，審計署留意到

有過半數委員會／工作小組成員出席了這些會議，然而：

(a) 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會議的委員出席比例 (即出席率)由 2014年的

79%下跌至 2018年的 63%；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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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的出席率由 2016年的 82%下跌至 2018年的

75%。

表十四載列 2014至 2018年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會議的出席率。

表十四

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會議的出席率 
(2014至 2018年)

委員會／ 
工作小組

成員 
人數

一年內 
召開會 
議次數

出席率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漁業基金 

諮詢委員會

15或 16 1至 4 79% 73% 88% 77% 63%

農業基金 

諮詢委員會

17 1至 3 不適用 

(註 1)

82% 94% 75%

工作小組 I 

(隸屬漁業

基金諮詢委

員會)

14 1至 4 不適用 

(註 2)

77% 79% 93% 79%

工作小組 II 

(隸屬漁業

基金諮詢委

員會)

13至 15 0至 3 不適用 

(註 2)

74% 不適用 

(註 3)

100% 不適用 

(註 3)

資料來源： 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註 1： 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於 2016年 12月成立。

註 2： 工作小組於 2015年 1月成立。

註 3： 該年沒有舉行會議。會議按需要舉行。

4.5 審計署認為，委員會／工作小組會議是一個重要平台，讓成員交流意

見和互動討論各項事宜，委員會會議的出席率下跌一事令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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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改善個別委員的出席情況

4.6 審計署就兩個委員會在 2014至 2018年舉行的會議 (即 12次漁業基金

諮詢委員會會議和 5次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會議)，審視了個別委員的出席情

況。審計署留意到由 2014至 2018年期間，部分委員每年只出席所屬委員會不

足一半的會議 (見表十五)。

表十五

委員會會議的委員出席率 
(2014至 2018年)

年份

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 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

會議 
次數

委員數目

會議 
次數

委員數目

出席少於 
半數會議

出席半數 
或以上會議

出席少於 
半數會議

出席半數 
或以上會議

2014  3 3 (19%) 13 (81%) 不適用 

(註)

不適用 

(註)2015  4 2 (13%) 14 (87%)

2016  1 2 (13%) 14 (87%) 1 3 (18%) 14 (82%)

2017  2 2 (13%) 14 (87%) 1 1  (6%) 16 (94%)

2018  2 3 (19%) 13 (81%) 3 5 (29%) 12 (71%)

總計 12 5

資料來源： 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註： 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於 2016年 12月成立。

4.7 漁護署的記錄並未顯示漁護署已找出個別委員出席少於半數會議的原

因，也沒有記錄顯示漁護署已採取措施，鼓勵委員出席會議。

4.8 漁護署在 2019年 3月告知審計署：

(a) 秘書處已致電提醒委員出席會議，並請他們確認會否出席；及

(b) 一些委員雖然未能出席會議，但已就撥款申請提供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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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審計署認為，漁護署可加強工作，鼓勵委員出席會議。舉例來說，進

一步措施可包括提醒委員出席會議的重要性，以及確認委員在出席會議上是否

有困難 (例如與其他會議撞期)，並盡量提供協助。

4.10 審計署繼而留意到，在2014至2018年出席少於半數會議的委員當中 (見

第 4.6段表十五)，有兩人在 3年任期 (即 2014至 2017年)於 2017年屆滿後再

度獲得委任 (見第 1.11段)。漁護署記錄顯示，在 2014至 2017年的任期內：

(a) 其中一名委員每年均出席少於半數會議；及

(b) 另一名委員在 2015至 2017年每年均出席少於半數會議，而在

2014年則出席半數以上的會議 (即 67%)。

4.11 審計署認為，日後若有委員在出席會議方面遇到困難，但又必須再度委

任他們 (例如有關委員在其專業領域經驗豐富，漁護署認為他／她能對漁業基

金／農業基金的運作作出極大貢獻)，則當局應採取措施，鼓勵有關委員出席

會議。舉例來說，該等措施可包括向委員強調出席會議的重要性，並訂出方便

他們出席的開會日期／時間。

審計署的建議

4.12 審計署建議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密切監察委員會委員的出席率趨
勢，並視乎情況採取補救措施。

4.13 審計署建議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應在再次委任漁業基金和農業基金委員
會的委員時：

(a) 適當考慮委員過往的會議出席率；及

(b) 若有委員在出席會議方面遇到困難，但又必須再度委任他們，則

當局應採取措施，鼓勵有關委員日後出席會議。

政府的回應

4.14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在第 4.12段的建議。



管治事宜

— 45 —

4.15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表示：

(a) 在考慮再度委任委員時，食衞局會考慮有關委員以往的表現和功

績，並會參考他們以往的會議出席率等各種因素；及

(b) 漁護署通常會在大部分委員均方便的日期和時間安排會議。

潛在利益衝突的管理

4.16 漁護署採取兩層申報制度，以管理委員會委員的潛在利益衝突：

(a) 第一層申報 主席及委員在初次加入委員會時必須以標準表格，

向委員會秘書 (即漁業基金／農業基金秘書處)書面登記其直接或

間接個人利益，無論有關利益是否屬金錢利益，之後每年均須再

度登記。漁護署備存一份已申報金錢利益登記冊，供公眾查閱；

及

(b) 第二層申報 委員會委員須在出現利益衝突時作出申報，並因應

主席的決定，避免參與有關事宜的討論和決策：

(i) 若委員 (包括主席)在委員會正在考慮的任何事項中有任何直

接的個人或金錢利益，該委員在發現此事後，必須在討論該

事項前盡早向主席 (或委員會)披露；及

(ii) 在委員申報利益後，主席 (或委員會)必須決定該名委員可否

就有關事項發言或參與表決、可否留在席上旁聽，或應否避

席。

4.17 除了第一層和第二層申報外，漁護署也要求委員會遵守以下程序：

(a) 在得知某委員有直接金錢利益時，委員會秘書可停止把相關文件

分發給有關委員傳閱；

(b) 若委員收到討論文件，並知道該文件內容與自己有直接利益衝突，

則有關委員必須立刻通知秘書，並退回文件；及

(c) 所有關於利益申報的個案必須記錄在會議記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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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申報的可予改善之處

4.18 審計署審查了委員會委員在 2014至 2018年期間提交的第一層申報表

格，發現：

(a) 沒有作出第一層申報 兩個基金的秘書處每年均會派發第一層申
報表格，供委員會委員填報。然而，漁業基金秘書處在 2016年並

沒有這樣做。結果，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的委員在該年並沒有按

漁護署的規定，作出第一層申報；

(b) 沒有跟進仍未申報的個案 2018年，在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的

16名委員中，有 2名沒有填妥和交回第一層申報表格。不過，漁

業基金秘書處並未跟進委員沒有提交表格一事；及

(c) 申報資料或不完整 委員會委員在作出第一層申報時或沒有就涉
及的利益提供完整資料，情況如下：

(i) 個案一 在 2014和 2015年，有兩名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的

委員在第一層申報表格中表示他們分別是兩個漁業組織的主

席。在 2017和 2018年，該兩名委員在第一層申報表格中填

報“沒有”利益可作申報 (在 2016年沒有作出申報——見上文

(a)段)。不過，根據漁護署的記錄，在 2019年 2月，該兩名

委員仍分別是有關組織的主席。2017和 2018年的申報表格必

須包括該兩名委員的完整利益資料 (直接或間接個人利益，無

論利益是否屬金錢利益)(見第 4.16(a)段)；及

(ii) 個案二 在 2017和 2018年，一名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

提交的利益申報，並沒有提及他與漁業組織 A和 B有聯繫。

然而，根據 2017年 9月的委員會會議記錄，該名委員表明他

是漁業組織 A和 B的理事。他的申報是否恰當，不得而知。

 漁護署的記錄並未顯示漁業基金秘書處已跟進該兩宗個案。

4.19 漁護署在 2019年 3月告知審計署，有關申報資料不完整一事 (見

第 4.18(c)段)：

(a) 兩層利益申報制度已為兩個諮詢委員會的委員提供機制，讓他們

申報潛在利益衝突。漁護署每年均會重新傳閱申報制度指引，提

醒各委員作出申報的重要性和申報利益的基本原則，包括披露他

們已加入的相關組織資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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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每次會議上，各主席也會在開始討論每宗基金申請前提醒委員

申報利益。

4.20 審計署認為，雖然漁護署已作出努力 (見第 4.19段)，但仍有一些委員

並未完全熟悉利益申報的程序 (見第 4.18(c)段)，漁護署需要協助委員全面申

報利益。舉例來說，除了提醒委員申報利益的基本原則 (見第 4.19(a)段)外，

漁護署也可向他們舉出普遍需要申報利益的例子。

需要就已申報利益作出裁決並寫入會議記錄

4.21 根據漁護署的申報制度，在委員申報利益後，主席須決定該名委員可否

就有關事項發言或參與表決、可否留在席上旁聽，或應否避席 (見第 4.16(b)(ii)

段)。

4.22 審計署審查了於 2014至 2018年舉行的 28次會議 (見第 4.4段)，其中

包括 23次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工作小組會議和 5次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會

議。審計署留意到，在 23次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工作小組會議的 13次會

議，以及全部 5個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會議，有關的會議記錄並未顯示有委員

申報有利益衝突，或主席在委員申報有利益衝突後已作出裁決 (見第 4.21段)。

不過，在23次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工作小組會議中的餘下10次 (43%)會議，

其會議記錄在記載申報利益的裁決方面有可予改善之處 :

(a) 有 7次會議 (23次的 30%)的會議記錄並未顯示主席在委員申報有

利益衝突後作出裁決 (例子見個案二)；及



管治事宜

— 48 —

個案二

沒有就已申報利益作出裁決 
(2016年 7月)

1. 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於 2016年 7月舉行會議，討論一個金額達

850萬元的撥款項目，共有 14名委員出席 (即 12名非官方委員和 2名官方

委員)。

2. 一名委員在會議上提及項目的申請者曾有一次在別處取得撥款，以進

行一個環保項目。該名委員申報他當時是撥款一方的評審人員。

3. 在申報利益後，該名委員繼續參與項目建議的討論和表決。有關項

目建議獲委員會通過。

審計署的意見

4. 會議記錄沒有顯示主席曾經就委員的利益申報作出裁決。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b) 在 3次會議 (23次的 13%)的會議記錄顯示有幾位委員申報了利益

衝突後，主席在會議中只要求委員備悉該等委員所申報的利益。

雖然，有關利益申報已記錄在會議記錄中 (見第 4.17(c)段)，會議

記錄沒有顯示主席就利益申報而作出裁決 (見第 4.16(b)(ii)和 4.17(c)

段)；主席只要求委員備悉該等委員所申報的利益衝突，這樣的做

法與漁護署的申報制度要求可能未盡相符 (見第 4.21段)。

審計署的建議

4.23 審計署建議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

(a) 確保每年均會向委員會委員派發第一層申報表格，以供填報；

(b) 對未曾提交第一層申報表格的委員會委員採取跟進措施；

(c) 採取措施，協助委員會委員全面申報利益，包括舉出普遍需要申

報利益的例子；及

(d) 定期提醒委員會主席，他們須就委員在會議上所作的利益申報作

出裁決，並把裁決寫入會議記錄內，以加強透明度和問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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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回應

4.24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農業基金諮詢委員會的委員已填妥並交回 2019年的第一層申報表

格，而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的委員也獲發 2019年的申報表格；及

(b) 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的兩名委員 (見第 4.18(b)段)已於 2019年

3月交回填妥的申報表格。

其他有關會議程序的可予改善之處

4.25 庫務署在 2017年 1月發出《基金管理指引》，供政府各決策局和部門在

履行基金管理職責和責任時參考。根據該指引：

(a) 管理局／委員會應適時 (通常在會議舉行前不少於 5個工作天)向

成員提供會議議程和討論文件；及

(b) 每次會議後，應盡快擬備和傳閱會議記錄，以便成員提供意見和

通過會議記錄。

需要規範會議文件的分發工作

4.26 針對於 2014至 2018年舉行的 28次會議 (見第 4.4段)，審計署分析了

會議前分發會議議程 (連同討論文件——以下的會議議程均包括討論文件)和

會議後分發會議記錄擬稿的時間 (註 9)，發現並非每次的會議議程和會議記錄

擬稿均適時分發，情況如下：

(a) 會議議程的分發 委員會的會議議程分發工作在會前進行，需時 2

至 21天不等 (平均 11天)，而工作小組會議所需時間則由 7至 14

天不等 (平均 9天)。審計署認為，部分個案有空間可提早分發會

議議程，例如在 28次會議當中，有 3次的會議議程是在會議舉行

前少於 5天才分發 (見表十六)；及

註 9：  “所需時間”指會議議程分發日期至會議日期之間相距的日數，或會議日期至會議記錄

擬稿分發日期之間相距的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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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

分發會議議程所需時間 
(2014至 2018年)

時間 
(會議前日數)

會議議程數目

諮詢委員會 
會議 

工作小組 
會議 

少於 5  3  0

 5至 10  6  8

11至 15  4  3

16至 20  3  0

21  1  0

總計 17 11

資料來源： 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附註： 諮詢委員會會議和工作小組會議的議程分別在會議前 2至 21天和 7

至 14天分發。

(b) 會議記錄擬稿的分發 委員會的會議記錄擬稿分發工作在會後進
行，需時 26至 98天不等 (平均 73天)，而工作小組會議所需時間

則由 18至 102天不等 (平均 61天)。審計署認為，部分個案有空

間可加快分發會議記錄擬稿，並以一個工作小組會議的會議記錄

擬稿於會後 102天才分發的極端個案為例 (見表十七)，認為可以

改善當中的分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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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

分發會議記錄擬稿所需時間 
(2014至 2018年)

時間 
(會議後日數)

會議記錄擬稿數目

諮詢委員會 
會議 

工作小組 
會議 

少於 20 0 1

21至 40 1 0

41至 60 2 5

61至 80 7 2

81或以上 7 3

總計 17 11

資料來源： 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附註：  諮詢委員會會議和工作小組會議的會議記錄擬稿分別在會議後 26

至 98天和 18至 102天分發。

4.27 審計署得悉漁護署並未就分發會議議程和會議記錄制訂任何指引，並留

意到在 2015年 2月舉行的漁業基金諮詢委員會會議上，有一名委員表示，漁

業基金秘書處應讓委員在會議前有更多時間，檢視會議議程所附的討論文件。

4.28 審計署認為，在會議舉行前不久才分發會議議程，會妨礙委員為會議作

準備。此外，在會議後一段長時間才分發會議記錄擬稿，也可能令委員無法憶

起會議細節，難以就會議記錄擬稿內容提供意見。

需要在會議記錄中更清楚記錄投票結果

4.29 審計署審視於 2014至 2018年舉行的 28次委員會會議的會議記錄 (見

第 4.4段)後發現，在 2015年 3月舉行的一次會議中，會上投票／棄權的委員

總人數少於出席委員人數。表十八載列有關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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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

在委員會會議上投票／棄權的委員人數和 
出席會議的委員人數 

(2015年 3月)

會議討論的 
項目

投票／棄權的 
委員人數

出席 
會議的 
委員 
人數 相差

贊成 
項目

反對 
項目 棄權 總計

(a) (b) (c) = (b) – (a)

項目 A 7 0 1 8
10

2

項目 B 8 0 0 8 2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4.30 漁護署回應審計署在 2019年 2月提出的查詢，表示在 2015年 3月舉行

的委員會會議中 (見表十八)，有兩名委員沒有就這些項目表達意見。然而審

計署留意到，有關會議記錄並沒有記載此事。審計署認為，為了加強問責性，

應把委員沒有表達意見的情況當作“棄權”論，並在會議記錄中加以記錄。

審計署的建議

4.31 審計署建議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

(a) 考慮就會議議程 (及討論文件)和會議記錄擬稿的分發工作制訂指
引；及

(b) 確保會議記錄準確而完整地記載會議過程。

政府的回應

4.32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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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參閱第 1.13(a)及 (b)段、 

第 2.2段圖一的註 1及 

第 2.25段)

漁農自然護理署組織圖 (摘錄) 
(2019年 2月 28日)

水產養殖漁業科

漁業執行及 

特別項目科

動物 

衞生科
資助計劃組

會計及物料 

供應科

其他分署：

• 郊野公園及 

海岸公園 

分署

• 自然護理 

分署

漁業管理科

漁業支援服務科

農場發展科

推廣及基金科

農業基金 
秘書處

批發市場科

農業園及農地科

合作社及儲蓄 

互助社管理組

漁業基金 
秘書處

作物發展科

資訊科技 

管理科

農業分署 漁業分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漁農自然護理署副署長

檢驗及 

檢疫分署

資料來源：漁護署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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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參閱第 1.15(a)段表三)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的獲批項目名單 
(2019年 2月 28日)

機構 項目名稱 項目簡介 
獲批 
撥款 
(元)

項目的 
開始日期 

項目的 
預計／實際

完成日期 

1 A 漁民文化及

生態導賞員

訓 練 計 劃

(新界東北

水域)

有關項目旨在協助漁民掌握

營運生態導賞團所需的知識

和技巧，並取得實踐經驗，

以助他們發展或轉型至與漁

業有關的生態旅遊業務。

2,349,600 2016年 

2月 1日

2018年 

1月 31日 

(已完成)

2 A 漁民生態保

育計劃——

長洲水域

有關項目旨在協助漁民掌握

營運生態遊所需的知識和技

巧，並取得實踐經驗，以助

他們轉型至休閒漁業。有關

計劃也涉及規劃和設計新的

生態遊路線，以發展長洲水

域的休閒漁業。

2,331,500 2016年 

4月 1日

2018年 

4月 30日 

(已完成)

3 B 圍海大網箱

養殖

有關項目涉及採用大網箱養

殖白花魚 (主要是取其魚鰾

製成白花膠)、龍躉和黃鱲

䱽。這種養殖方法和所養殖

的白花魚品種，均屬香港的

新嘗試。

6,358,986 2016年 

3月 21日

2019年 

3月 20日

4 C 香港有機水

產養殖業之

認證推廣與

養殖技術的

支援計劃

有關項目協助養魚戶取得有

機水產養殖的認證；舉辦活

動以加強公眾對有機水產的

認識；以及推動有機水產品

的市場。

10,461,740 2016年 

11月 23日

2021年 

1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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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項目名稱 項目簡介 
獲批 
撥款 
(元)

項目的 
開始日期 

項目的 
預計／實際

完成日期 

5 D 高級廚餘飼

料用於生產

三種安全和

優質海水魚

有關項目擬利用本地廚餘生

產飼料，供應本地海魚養殖

業。

8,454,590 2016年 

12月 30日

2019年 

12月 29日

6 E 魚排上建立

示範及教育

單位，展示

商業上可行

的循環海水

育苗系統

有關項目旨在魚排上利用海

水循環系統，發展培育石斑

魚苗的技術，並向本港養魚

戶推廣有關培育技術。

3,778,880 2017年 

4月 1日

2020年 

3月 31日

7 F 淨化生蠔項

目計劃

有關項目利用淨化過程和監

控計劃，改良本地生蠔的食

用安全和品質。

3,000,000 2017年 

8月 1日

2020年 

7月 31日

8 G 香港有魚︰

荔枝窩魚苗

養殖及香港

水域持續發

展計劃

項目引入魚塘育苗技術，於

鹹淡水魚塘孵化和育成海水

魚魚苗，供應給本地水產養

殖業。

4,417,362 2017年 

10月 20日

2020年 

10月 19日

9 E 改善香港的

魚類健康和

生產

項目旨在透過協助業界有效

控制和預防魚類疾病，從而

促進本地水產養殖業持續發

展。

4,940,069 2018年 

9月 1日

2020年 

8月 31日

附錄 B
(續)

(參閱第 1.15(a)段表三)



— 56 —

機構 項目名稱 項目簡介 
獲批 
撥款 
(元)

項目的 
開始日期 

項目的 
預計／實際

完成日期 

10 H 香港珍珠養

殖中心

項目擬向養魚戶示範於本地

魚排養殖珍珠和作出銷售，

並舉辦珍珠生態旅遊以推廣

休閒漁業。項目預期可協助

養殖戶轉型至高增值的珍珠

養殖業和休閒漁業，提高業

界競爭力。

5,312,108 2018年 

11月 1日

2026年 

1月 31日

11 I BEC x AFFS

——意識提

高與機遇

項目旨在透過「優質養魚場

計劃」在“食用安全、香港

製造、環保”方面的優質漁

產品形象，發展一個銷售平

台，促進養魚戶與飲食及酒

店業界的合作，並向公眾和

業界推廣計劃下的漁產品，

以擴闊市場的需求。

7,500,200 待定

資料來源：漁護署的記錄

附錄 B
(續)

(參閱第 1.15(a)段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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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參閱第 1.15(a)段表三)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的獲批項目名單 
(2019年 2月 28日)

機構 項目名稱 項目簡介 

 
獲批 
撥款 
(元)

項目的 
開始／預計

開始日期 

項目的 
預計完成 
日期 

1 J 應用於本地

養豬場的先

進污水處理

技術示範項

目

有關項目旨在設計和建造一

個先進並自動化處理污水的

示範系統，以提升本地養豬

場處理污水的技術。該系統

可遠程監控有關運作，並具

備能源回收功能。

 4,950,000 2019年 

1月 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 E 開發用於戶

外及室內植

物工廠產量

最大化的可

持續性有機

肥料

有關項目旨在開發一種配方

清晰、水溶、無惡臭、穩定

和全天然的有機營養液。

 2,803,696 2019年 

1月 1日

2021年 

6月 30日

3 E 改善香港豬

隻健康及生

產

有關項目旨在識別影響本港

豬隻健康和生產的主要限制

因素，並研究相關介入方

法，以改善本地豬隻生產

力、豬隻福利、食物安全，

並加強對新出現和變種人畜

共通病的早期預警監測等。

14,997,913 2019年 

3月 1日

2021年 

2月 28日

4 E 改善香港家

禽健康及生

產

有關項目旨在識別影響本港

家禽健康和生產的主要限制

因素，並研究相關介入方

法，以改善本地家禽生產

力、家禽福利、食物安全，

並加強對新出現和變種人畜

共通病的早期預警監測等。

14,961,146 2019年 

3月 1日

2021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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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項目名稱 項目簡介 

 
獲批 
撥款 
(元)

項目的 
開始／預計

開始日期 

項目的 
預計完成 
日期 

5 C 有機認證系

統管理和營

運及其支援

項目

有關項目旨在實施並維持香

港唯一獲得國際認可的第三

者獨立有機認證系統的運

作。項目將為農戶提供支援

和簡化有機認證的申請程

序，以鼓勵農戶參與有機認

證和推廣有機認證計劃。

14,999,120 2019年 

4月 1日

2023年 

3月 31日

6 K 推廣本地有

機農業及建

立有機認證

專業形象計

劃

有關項目旨在深化市民大眾

對本地有機農業和有機認證

服務的認識；協助有機農戶

建立本地有機農業品牌以開

拓市場，以及增加對有機農

戶的支援，並提升消費者購

買本地農產品的信心。

14,911,428 2019年 

4月 1日

2022年 

3月 31日

7 L 全面農業支

援及推廣計

劃

有關項目旨在為農戶提供農

用資源、農業操作上的支援

和有機認證支援服務，並會

為農戶提供優質有機苗和種

子。

14,145,672 2019年 

4月 1日

2022年 

3月 31日

資料來源：漁護署的記錄

附錄 C
(續)

(參閱第 1.15(a)段表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