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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州政府2016年度财政预算案 

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于2015年11月6日在槟州立法议会提呈的 

2016年度槟州财政预算（重点翻译） 

 

槟城：包容成长，永续发展 

 

经济表现的评估 

3.

 在为2016年预算案起草政策、方针、计划及行动大纲时，州政府

时时谨记平衡经济发展，着重公私领域的结合。截至目前为止，服务业

对州内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已超越制造业，以2014年为例，前者达48.3

%，制造业则是46%。 

4.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人力资本报告》中的界定，所谓“高收入经济

体”，意指国内人均生产总值达1万2千467美元或4万841令吉，即可归纳

为高收入经济。如果按2014年马币兑换美元还停留在3令吉27仙兑1美元

的汇率来看，槟城168万1千922人口在2015年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

达到710亿6千300万令吉，人均产值为4万2千251令吉，早就冲破了世界

经济论坛所界定的4万841令吉高收入经济线。 

5. 

 无可奈何的是，外部因素如1MDB的420亿丑闻令马币节节败退，

致使槟城在今年内就技术上，无法跻身高收入经济体。事缘随着国内货

币贬值，原本4万2千251令吉人均产值的高收入经济定义线，已冲到5万

令吉。来年若政经丑闻能够获得解决，马币得以回升，槟城才有望成为

高收入经济体。 

6. 

按马祖卡托教授所提出的“企业家国家”，在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国家里，

政府非但从来没有成为私营部门的掣肘，反而一直是私营部门的重要合

作伙伴——

甚至还要大胆，甘愿冒私营企业都不愿意冒的风险，从研发、创新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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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训练等，那些私营企业不敢投资的领域，政府步步跟进，投入不断加

大。 

经济稳定以促进成长 

8.

 国内外投资者持续对槟城有信心。这可从2008年至2014年投资额

增加93%或482亿令吉获得证明，相比2001至2007年，槟城投资额只有2

49亿令吉。2008年至2014年期间，槟城提供了10万9千592个就业机会

。截至2014年最后一季，槟城人力资源的投入高达70.6%，而且在2013

年，槟城的失业率只有1.7%，是全马来西亚最低的失业率。 

9.

 槟城在2015上半年，透过67项获批准的投资项目，成功吸引43亿3

千万令吉的投资，同时增加了1万3199个就业机会。因此，较早前数家

跨国厂商这波合拼与并购，并没有为槟城带来负面影响或涉及大量裁员

，相反的槟城尚有2万个职缺待填补。 

巩固策略与经济整合 

11.

 在共享服务外包领域，槟城吸引了具有多媒体超级走廊的公司进驻

，成功在2009年至2014年吸引了40亿7千300万令吉的投资。例如花旗

集团，在槟城设立24小时的全球金融信用交易中心，聘请了1400名员工

，每年进行3200万笔信用交易，交易金额高达7.2兆美元。 

12. 

最重要的是槟城制造业并没有走向没落，反而是往高科技、创新及高价

值的方向迈进。槟城被誉为“前线工业”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槟城专注在新

工业领域的新产品及投资在研究与开发（R&D），超过7%的人力资源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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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凭学位或学士学位及5年的各相关工作经验。槟城需要更多的受训员

工，因此州政府大力栽培人才。  

13.

 从2008年开始，槟州政府拨出1200万令吉给华文小学、淡米尔文

小学和人民宗教学校，但这还不足够，国际水准的技职教育也很重要。

槟州政府经历大约4年努力吸引德国企业，成功于2015年9月1日在槟城

开办德国双元制职教育。 

 

赋权予人力资本 

透过教育强化人力资本 

14.

 州政府投入了2百万令吉，在槟州技术发展中心推动德国双元制技

职训练计划。在这项计划下，所有学生的学费将由州政府买单，而且学

生每月还能获得900令吉的津贴，直到完成文凭学位的课程。换句话说，

这是政府塞钱给学生去上课。 

 

15.一旦完成为期42个月的课程，学生将会被跨国企业高薪录用。有关文

凭学位获得马来西亚政府及马来西亚-

德国工商会的承认。这项源自德国成功的系统，课程的特点是除了在课

堂上课以外，学生还能在工厂实习。州政府希望透过如此的机会，让我

们的孩子有机会在槟城学习并接受德国的高科技训练。 

 

16. 参与这项计划的企业包括百灵（B. 

Braun）、马来西亚嘉盛（Carsem 

Malaysia）、迪能机械（Dynacraft）、益纳利美昌（Inari）、欧司郎（

OSRAM）、博世（Robert Bosch）及南方钢铁（Southern 

Steel）。第一批被录取的学生共计22人，分别包括20名巫裔以及2名印

裔，过半为女性。该项课程预计将让500至600学生受惠，若获得更多学



4 

生的青睐，州政府准备挹注400至600万令吉的资金，接受更多学生报读

。有关技职教育不止开放予槟城学生，也开放让全马各地的学子就读，

以便把更多的人才留在槟城。 

 

17.

 槟州政府亦在今年4月1日成立了“槟州未来基金会”，投入2千万令

吉作为大学奖学金。2008年起，州政府也承认董教总的统考文凭，并开

放统考文凭持有者进来政府旗下的子公司服务。 

 

18.

 凡此种种，旨在吸纳更多的人才涌入槟城，协助我们成为一个以“

人才、科技及包容”为首的创意革新新天地。槟城特有的自由氛围也形如

经济的催化剂，让人民拥有同等的机会及平台淋漓尽致地发挥他们的才

华。 

 

19.

 州政府希望把槟城转型为一座卓越的科学与科技中心，而这个目标

，将随着耗资2千500万令吉的槟州圆顶科学馆于2017年落成而实现。 

20-

艺术、文化及古迹将成为州政府新的经济催化剂。我们将有两个重要的

计划即将展开，第一项为“春回社尾”计划，准备将占地5.5英亩的社尾

打造成槟城古迹及艺术专区。届时，大型艺术馆等设施将陆续设立在社

尾之内，让海内外的艺术家齐聚社尾激荡创意，同时也吸引游客的参访

。 

 

21-第二项计划则是与阿加汗文化基金会及国库控股子公司——Think 

City签署备忘录，在乔治市古迹区，特别是河滨与海滨处进行大规模的

修复及美化工作。这两项计划共带来5亿令吉的经济价值。 

 

22.另一个经济催化剂就是设立具有国际水准的民众大会堂，可充作会展

中心。例如，位于诗布朗再也耗资1100万令吉兴建的威省大会堂，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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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公众举行宴会的场地，以及公共场所，也是商业公司举办会展的好

地点。威省大会堂空间可以容纳150桌，带旺四周环境及刺激商业活动。 

23.因此，州政府计划在北海安邦惹惹兴建另一座一倍大的民众会堂。这

座民众会堂可容纳300桌，预计耗资6千万令吉，包括兴建一座具有国际

水准的泳池。希望这项威省区最大型民众会堂兴建计划，能够于明年初

开始动工。 

24.另一方面，槟城湖内国际会展中心将于2017完工，可容纳550桌。建

筑业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它在2015年只贡献了2.2%的国内生产

总值，较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1%略增。我们相信，随着总值270亿

令吉的槟州公共交通发展大蓝图开跑，建筑业将得以快速增长。在有关

蓝图下的计划囊括轻快铁，高速大道，槟威两地海陆空交通系统，以舒

缓交通阻塞。 

  

土地开发 

25.

 截至目前为止，国阵政府共开发了744英亩的土地作为发展之用。

详情如下： 

（a）国阵政府执政时所开发的土地： 

目录 地点 面积 用途 发展商 土地状态 

1  

丹绒道光

（第一阶

段） 

 

249.60 

英亩 

 

综合发展，包括

住宅、商业、社

区建设、基础建

设及空地。 

 

持有人 

:丹绒槟榔发展有

限公司 

 

发展商：依恩奥

发展有限公司 

 

土地转让/  

永久地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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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落洞 

 

263.1 

英亩 

 

综合发展，包括

住宅、商业、社

区建设、基础建

设及空地。 

 

持有人 

:日落洞发展有限

公司 

 

发展商：怡保工

程置地有限公司 

 

 

土地转让/  

永久地契 

3  

东北县五

条路 

 

61.80 

英亩 

 

综合发展，住宅 

 

槟州发展机构 

 

土地转让 

4 东北县丹

绒道光 

54.0英亩 综合发展，住宅 城市发展局控股

（UDA Holding 

Berhad） 

 

土地转让 

5  

威北县，

峇眼赖 

 

115.65 

英亩 

 

综合发展，货运

站 

 

槟州港务局 

 

土地转让 

 

（b）国阵政府在槟州结构大蓝图下批准，并将开发的土地如下： 

 

目

录 
地点 面积 用途 发展商 土地状态 

1 
丹绒道光（

第2阶段） 
891英亩 综合发展 

持有人 

:丹绒槟榔发展

有限公司 

 

发展商：依恩奥

发展有限公司 

土地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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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海 

650公顷 

(1606英亩
) 

 

600英亩– 

北海北岸箱运码头扩展

工程 （NBCT） 

 

314英亩–  保留区 

（供未来港口扩充之用

） 

 

692英亩– 

综合发展，北海Raysto

n Consortium 
有限公司 

 

 

槟城港口有限公

司  
- 

 

 

 

(c) 希望联盟政府批准的土地开发： 

 

目

录 
地点 面积 用途  发展商 土地状态 

1 峇央珍珠  35英亩 综合发展 
Ivory 

Tropicana 
- 

2 

百安湾 

（Bayan Bay） 
24.79英亩 综合发展 

Ideal Gim 

Ventures Sdn 

Bhd 

- 

 

 

26.

 除了峇央珍珠以外，另一项新的土地开发为百安湾。百安湾的24.7

9英亩土地开发是由Ideal Gim 

Ventures有限公司展开，其中11.79英亩将用以兴建2千100单位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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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英亩为政府保留地以及2 

英亩作为基础建设。在此项批准的条件中，州政府也将获得一栋具国际

水准的现代化体育中心，作为公众之用，详情如下： 

i) 

一个具国际水准的半覆盖室内自行车馆，内有长达250公尺的脚车

道、3个篮球场及排球场。 

ii) 具国际水准的游泳池及跳水池，以及 

iii) 在槟岛西南区巫金12，Persiaran Bayan 

Indah处兴建一个足球场。 

展现旅游与文化遗产的潜质 

 

29-

根据马来西亚旅游局从酒店取得的统计数据，到访槟城的游客节节上升

，从2013年的470万2千100人，到2014年的684万7千569人，整整提升

了45%。这一现象，也可从新酒店及精品酒店林立得以窥之。 

 

30-

来自美国的希尔顿全球酒店集团看上了槟城，特别在槟城开设了第一家

希尔顿度假村——

逸林度假村。有关耗资2亿3千万令吉的计划，将会在峇都丁宜水皇酒店

（Hotel Hydro 

Majestic）原址改建，预计在2016年首季开张。威省方面，也迎来了首

座五星级酒店——诗布朗再也光之酒店（The Light 

Hotel）。另一座知名的五星级酒店预计在明年会来到槟岛。 

 

31-

配合2015槟城旅游年，州政府透过槟城环球旅游机构举办了一系列具备

国际水平的大型节庆，诸如槟城热气球嘉年华、槟城动漫祭、槟城DC漫

画正义联盟路跑、变形金刚展等等。上述活动耗资近300万令吉，并取得

令人满意的成果。州政府将会在来年继续举办，规模会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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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升旗山发展计划将获得关注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升旗山游客每年都增长，预

计明年将增加7.9%至156万名游客。 

34.

 乔治市艺术节被《国际纽约时报》誉为亚洲新兴的热门艺术活动。全球最大的

旅游网站《独孤星球》最近评选槟城乔治市为全球第四的魅力城市，槟城也是唯一入

选的东南亚城市，也是亚洲最有魅力城市之首，排名于其他城市如孟买、英国曼彻斯

特、鹿特丹和意大利罗马之前。 

35.

 2016年州内旅游和文化遗产活动和发展将获得3193万令吉的拨款，以确保州

内旅游的持续发展。 

社会福利计划 

38.

 在消除贫穷率的经济平等议程(AES)下，我们确保每个家庭每月至少获得790

令吉的收入。槟州政府将给予每月收入少于790令吉的家庭加额，如家庭月入600令

吉的话，州政府将“加额”190令吉让其收入达790令吉。 

39.

 为了确保经济平等议程AES计划的有效性和与时并进，从2015年7月开始，以

往无条件的AES计划改为附带条件，条件之一是受惠的家庭必须关注家庭健康与孩子

的教育。  

40.

 带有条件的经济平等议程AES，是为了监督援助贫穷家庭计划的有效性，透过

改变行为模式，以将他们从贫穷中解放出来，截至今年10月，共有1204个家庭接受

援助，涉及款项达280万令吉。 

41.

 虽然面对经济拮据，州政府保证将继续各项惠民援助金计划，包括乐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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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亲妈妈、残疾人士、快乐学生、黄金妈妈的100令吉扶助金计划，200令吉的宝贝

计划，还有一次性1000令吉的大学新生入学、乐龄人士、单亲妈妈和残疾人士的抚

恤金。2016年的惠民援助金计划总数达6100万令吉。 

减少罪案率，维持安全城市 

43.

 为了州民安全，社区发展及治安委员会（JKKK）已成立自愿巡逻局（BPS）

以加强各社区的治安，州政府将拨出120万令吉，作为BPS的设立。 

44.

 州政府通过槟岛市政厅拨出936万令吉，在2016年安装新的闭路电

视和维修现有的闭路电视。截至2014年为止，槟岛市政厅已安装了286

个闭路电视，而城市和谐、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门则在槟岛装置了56个闭

路电视。截至2015年杪，槟岛市政厅将在槟岛增设216个闭路电视。 

45.

 威省至今在各罪案黑区和人群众多等策略性地点安装了130个闭路电视，威省

市政局将于2016年获得300万令吉增设和维修街灯，以策民众安全。 

给百姓的平民屋 

46.

 槟州政府经已发出5亿令吉的基金给负责在州内5个县兴建平民屋（

或称可负担房屋）的槟州发展机构（PDC）。首期的平民屋位于威南桂

花城，共有520单位，目前正在兴建中，并预料将在2016年12月竣工，

其每单位之售价，介于7万2千500令吉至22万令吉之间。在东北县SP齐

来亚路的中廉价屋及可负担房屋则刚刚获得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发出的广

告准证及发展商执照（APDL)。这意味着，在此计划下770单位的中廉价

屋及1千323单位的可负担房屋计划可以正式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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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州政府为达致居者有其屋的目标，经已推出了多项新的平民屋类别

，包括顶价为15万令吉的平民屋，申请条件是每月的家庭收入不得超过6

千令吉。 

 

维修政府人民组屋 

48.

 为了提升州内49座人民组屋的生活素质及居民之舒适感，州政府将

准备总额976万令吉的拨款，作为提升及修复政府组屋“公共场合”设施

之用。其实有关的维修工作，理应由征收管理费处负责承担，惟考量到

许多人民组屋面对拖欠管理费的问题，为了不耽误急需之维修工作，因

此州政府将在2016年拨出500万令吉作为州政府廉价屋维修信托基金之

用。  

49.

 以民为本的政府也注重私人兴建的中廉价屋。为了减轻这些房屋的

维修负担，如维修电梯、屋顶、水槽等，州政府将在2016年拨出280万

令吉，并以80:20共同承担原则（即80% 

州政府，20%为居民或管理机构）承担，加上HAPPY计划下的300万令

吉，作为维修私人兴建之中廉价屋维修公共设施之用。 

提升环境管理 

50.

 槟州将继续迈向绿色州属的目标前进，即从槟城禁止购物广场使用免费塑料袋

和保丽龙食品包装盒后，槟州在2014年达致32%的再循环率，为全国最高的再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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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这32%再循环率已远超目前全国10.5%的再循环率及国家2020宏愿的22%再循

环率目标，槟城有能力在2020年达致40%的国际再循环率指标。  

51-槟州亦将采取积极方式，以降低碳排放量。有关步骤包括： 

a)州级宴会或州政府领袖办理的宴会一律不采鱼翅。 

b)在乔治市提供CAT免费巴士川行老城区，以及在北海来回工业区的巴

士服务。 

c)宣布每星期日为无车日，槟岛地点为乔治市土库街。威省方面则每月

一次。 

d)在槟岛及威省兴建长达200公里的脚车道。 

 

52. 

州政府将拨出207万令吉作为多元性生物资源的管理、保护和维护费用，尤其是森林

资源。 

53.

 为了保护海岸线，尤其是峇都丁宜游客区免于遭到侵蚀和海水污染的问题，水

利灌溉局在峇都丁宜进行“海滩养护”运动，以修复海滩和改善海域水质。此工程耗资

1085万令吉。 

治水计划 

54.州政府感到遗憾的是，槟城再次在联邦政府的2016年度财政预算案中

被边缘化，尽管首相曾承诺，将会协助在哈芝节期间槟州闪电水灾的灾

民，但是槟州在联邦的预算案中却完全没有获得任何的计划。因此，我

也采取跟进行动，致函予首相，以寻求批准总值8亿500万令吉的槟州治

水计划。 

55.我也得悉，槟州政府的所有申请都遭到拒绝，包括在第九大马计划下

，获得批准的2亿令吉双溪槟榔治水计划。我谨在此提醒：槟州也是马来

西亚的一部分，槟城人民每年至少缴交63亿令吉的税务。槟城不是继子

，我们这样被边缘化是非常不合理的。 

56. 
州政府正进行的高影响力治水计划，将耗资1亿1千684万令吉。治水计划



13 

重点区威中治水计划将于2017年竣工。在2016年，槟州共拨出了3千800

万令吉拨款，以进行高影响力的治水计划。  

 

57.与此同时，州政府将于2016年拨款1428万令吉予水利灌溉局，充作

基本水利建设设施及服务之用。  

 

提升公共交通及基本设施 

 

提升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及城市交通 

 

58.为了提高槟州的吸引力，州政府已要求位于北海的槟城中环广场有限

公司，就建设衔接槟岛及威省的跨海缆车简称“空中德士”计划，展开

可行性研究。空中德士并不是兴建来取代轻快铁或单轨轻快铁的公共交

通，反之，它扮演的角色是用来吸引游客的新旅游产品，同时作为另一

模式的公共交通选择。若一切顺利，槟州空中德士计划预计耗资3亿令吉

，2018年完工。 

 
59. 

 2016年，槟州政府预备2千611万令吉予6项正展开的建设计划及提

升道路工程。这些工程已详细纪录在2015年预算案中，另外1千745万令

吉则将充作州级道路的修补工程。为了提升乡区道路，州政府在联邦政

府拨出500万令吉之后，也拨出200万令吉提升郊区道路。在2015年，州

政府已拨出100万令吉进行乡区道路提升计划，和300万令吉作为乡区道

路的修补工作。 

 

提升公共设施 

 

60.为确保人民生活素质获得提升，州政府明年将提升公共设施的素质，

通过槟岛市政厅拨出516万令吉，以提升日落洞路，安顺路，百大年路，

峇都兰樟和敦沙顿巴刹小贩，并完成峇都丁宜新巴刹建设计划和早期宣

布的直落公巴巴刹提升工程。作为多项活动举办地点的旧关仔角，也获

得90万令吉提升沟渠计划，五条路空地也同样获得90万令吉拨款作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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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至于威省公共设施，州政府通过威省市政局拨出513万令吉给威省人

民提升公共设施，如提升巴刹和小贩中心，儿童游乐场和休闲场所等其

他。州政府拨出500万令吉予槟州发展机构在诗布朗再也兴建一座新游泳

池。 

 
 

62.槟岛市政厅及威省市政局分别拨出50万及15万令吉供残障人士设施。 

63.

 在2016年，槟州政府透过槟岛市政厅将会持续展开各项建设及提

升行人道工程的工作，这包括耗资238万5千150令吉，在西方路从州元

首府路至柑仔园，风车路从四条路至六条路， Jalan 

Brook至哥德路，安顺路至车水路及州回教堂路、亚依淡路、苏克兰路。 

 

64.

 与此同时，槟岛市政府厅也将继续往槟州作为脚车州的目标前进，

在2016年将获得306万令吉的拨款，以在槟岛兴建“绿色共享概念”的脚车

道及负责维修。同时，州政府也在2016年透过威省市政局拨出35万令吉

，以在威省展开安全城市计划，这包括安装栏杆及行人道。 

65.

 州政府也关注路灯的问题，于是将透过槟岛市政厅拨出201万5千4

91令吉作为2016年度维修路灯之用。而威省市政局也将在2016年运用30

0万令吉安装及维修路灯。 

WiFi无线上网通讯设施 

 

66.

 州政府持续进行在公共场所提供免费无线上网的服务。目前已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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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槟40个州选区安装了1550个上网热点，其中1500个热点已经提升至1M

BPS的频宽，另50个在乔治市的热点更提高至3MBPS的频宽。这项服务

耗资1000万令吉，将在5年内支付。 

 

67.

 州政府计划在公共场所增加一倍或增至3100个免费无线上网热点。

州政府相信，唯有拥有高速的网络，槟州才能进步，而不是某些人所说

的只想要慢速的网络。槟城准备成为选择网络快与慢的平台，让人民选

择，到底人民要的是像槟城一样，拥有快速的网络，还是一如某些人所

言般，人民想要的慢速网络。 

 

妇女与发展 

68. 

女性不只是家庭的支柱，也对槟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贡献极大。州政府推

介一项“挺身前进”计划，这是联合州议员服务中心、选区协调员和社区发

展及治安委员会推行的女性领导发展潜能计划。至今已在峇东巴西、诗

布朗再也、本南地、峇东柏南眼和直落巴巷进行了5项活动，获得297名

妇女的参与，妇女发展委员会获得80万令吉，槟城妇女发展机构则获得1

50万令吉。 

维持运动文化 

69.

 槟城体育理事会正积极筹备应对2016年7月21日至31日在砂拉越举

办的第18届大马运动会，相比玻璃市的第17届大马运动会的目标，槟城

这次放眼夺得超过24枚金牌。槟城作为全国卓越体育城市，已被几个国

际赛事遴选为主办城，包括2016年马来西亚羽球大师赛-

黄金大赛奖、2017年国际举重联合会青年世界锦标赛，和耗资500万令



16 

吉的2018年槟城亚太区先进运动会（ Penang Asia Pacific Master 

Games）。 

70. 

州政府借此机会要恭贺槟城足球总会，因为兑现了槟州元首向他们所下

的挑战，成功在下季升上大马超级联赛。这项成功其实让槟城球迷引颈

长盼了许久，州政府希望槟城队下一季能继续留在超级联赛。因此，州

政府已经兑现承诺，透过槟城供水机构作为“黑豹”槟城队的赞助商，拨

出1千234万令吉的奖励金。 

82.

 2016年整体预算案为11亿565万令吉，相比2015年整体预算案的9亿9

千282万令吉，增加了1亿1千283万令吉或11.36%。预估整体的管理预算为

9亿7千953万令吉，相比2015年增加了9千229万令吉或10.4%。预算之所

以会提高，原因是2016年槟州发展基金增加了2亿2千万令吉的拨款，相比2

015年只有1亿2000万令吉。2亿2千万令吉的州发展基金拨款，是截至目前

最大的拨款。这项拨款必须用以支付2016年各项发展计划，当中1亿令吉作

为房屋与经济储备金。 

83. 

提呈的2016发展预算为3亿4千612万令吉，相比2015年的2亿2千558万令

吉，增加了1亿2千54万令吉或53.44%。发展预算增加包含了州政府的新措

施，准备1亿令吉的经济储备金，作为应付可能面对的外在经济危机，以继

续进行原有的各项发展计划。有3千800万令吉拨款用以高冲击的治水计划

，以解决水灾。2千万令吉用以发展公共设施，包含了威省的宴会厅及公众

泳池。 

 

86.

 州政府预估2016年的税收为6亿8千739万6千910令吉，相比2015

年的6亿5千693万令吉，增加了3千47万令吉或4.63%。3千47万令吉增

加的税收来自于峇央珍珠地区的地税、州政府投资项目的收入增加及其

他收入的增加。 

 

87.

 有鉴于2016年预估收入约6亿8千740万令吉，相比管理开支的9亿7

千953万令吉，2016年的预算将会呈现2亿9千213万令吉的赤字。相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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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年所预估的2亿3千31万令吉的赤字，2016年财政赤字将增加6千182

万令吉。 然而，考量到州政府必须致力发展槟城，同时确保人民福祉与

福利获得照顾，因此，赤字预算案有必要推行。2016年财政预算案预估

的2亿9千213万令吉赤字，将由州储备金所承担。截至2014年槟城的州

储备金拥有8亿8千75万令吉。 

 

 

88.

 值得注意的是，从2008年至今7年来，槟城都是提呈赤字预算，但是

因为州政府卓越的财务管理、提高收入、减少拖欠、谨慎开销及价值评估

各项政府推行的发展计划，再加上公开招标，让州政府能每年年终结算时

获得财政盈余。7年来的财政盈余，已经让州政府储备金从2007年的3亿7千

359万令吉增加至2014年终的8亿8千75万令吉，也就是7年来增加了5亿71

6万令吉或135.75%。这显示了2008年至2014年7年来共财政盈余5亿716万

令吉，表现比过去1957年至2007年，50年来的3亿7千万来得好。我相信透

过良好施政及公开招标，今年及明年仍将会持续获得预算案的财政盈余。 

 

89. 

如往年一样，联邦政府所发出的花红比州政府来得低，在没考量联邦政

府所宣布的公务员花红之下，州政府在2014年通过，于2015年发出半个

月或至少700令吉的花红，花红将在2015年12月发出。州政府关注员工年

终的开销增加，再加上如今生活费的提高，因此州政府希望这项花红多少

能帮补及减轻州政府员工的生活负担。 同时，州政府也没忽略了宗教教师

、人民宗教学校教师、人民宗教中学教师。州政府已经颁发了每位300令吉

津贴给独中的教师及职员、其他伊斯兰宗教教师各获得200令吉。2015年1

2月所发出的花红开支预料是522万令吉。 

 

槟岛市政厅及威省市政局豁免消费税 

90.

 作为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槟州政府清楚了解到，自从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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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落实消费税后，民众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甚至连州政府及州政府旗

下的各单位都逃不出消费税的魔爪。根据估计，州政府每年被逼承担4千

620万令吉的消费税额外开支。州政府已经指示槟岛市政厅及威省市政局

，以在2016年承担原属人民需缴付的总额1千936万令吉的消费税。这意

味着，在地方政府的服务，人民不需要缴付消费税，不过两个地方政府

则将吸纳这笔费用。  

 

91. 为了进一步减轻低收入群的经济负担，州政府谨此宣布： 

2016年州政府将豁免州内所有廉价及中廉价屋的门牌税！ 

在2015年，州政府收取的廉价及中廉价屋门牌税总额为1千149万4千135

令吉12仙。  

  

廉价屋(令吉) 

 

中廉价屋(令吉) 

 

总额(令吉) 

槟岛市政厅 286万1千112令吉 38万6千358令吉 624万7千470令吉 

威省市政局 491万9千524令吉05仙 32万7千141令吉07仙 
524万6千665令吉12

仙 

总额 
1149万4千135令吉12

仙 

总结 

我们是马来西亚子民，也是槟州子民。让我们朝向一个干净、绿化、健

康、安全的全民槟州挺进！  

槟州首席部长 

林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