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二零一五年大事紀要

一月
四日 有關常設仲裁法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開展爭端解決程序的東道國協議及

相關行政安排備忘錄在北京簽署。今後，常設仲裁法院的解決爭議程序
可以在香港進行。常設仲裁法院在一八九九年成立，總部設於荷蘭海
牙。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相信，有關協議和備忘錄有助鞏固香港作為亞太
區國際仲裁中心的地位。

六日 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向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提交《近期香港社會及政治情
況報告》。該報告反映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期間與政
制發展相關的事件和意見。

七日 政府就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

十二日 律政司司長在二零一五年法律年度開啓典禮上致詞，闡述香港的法治體
制，以及政府推動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政策。

十四日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他的第三份施政報告中公布新的政策措施，推動經濟
發展並改善民生。

二十二日 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恢復運作。政府早前發現一批進口活雞對H7禽
流感測試呈陽性反應後，由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關閉該市場。

二十八日 傳統基金會發表二零一五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香港連續21年獲選
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二月
二十五日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表示，法治的先決條件是有法律維護個人和羣

體的尊嚴、權利 (包括經濟權利 )和自由，以及有獨立的司法機構捍衞這
些權利和自由，使公眾得以尋求司法公正。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財政預算案》。他表示，政
府會為香港經濟長遠發展建立更穩固的基礎，並會繼續關顧弱勢社羣和
推動持續發展，讓不同階層的市民以至下一代，都能夠分享香港的經濟
成果。

二十七日 《2014年僱傭 (修訂 )條例》的法定條文生效，合資格男性僱員可享有三天
侍產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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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公布新一輪冷卻樓市措施，包括把價值700萬
元以下自用住宅物業的最高按揭成數調低至六成。

三月
二日 香港與奧地利訂立的工作假期計劃生效，兩地年輕人可在對方境內逗留

最多六個月，逗留期間可從事短期工作及修讀課程。按照計劃，雙方每
年各設100個名額。

四日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宣布，為慶祝該行在香港成立150周年，將推
出150元紀念鈔票發售，收益淨額撥捐本地慈善機構。結果，滙豐售出
200萬張紀念鈔票，捐出4.77億元收益作慈善用途。

十二日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宣布，安老按揭計劃借款人用作抵押的物業，不
再以借款人的主要居所為限。借款人也可以用人壽保險單及超過一項物
業作為抵押。

二十九日 政府把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分階段擴展至綠色
專線小巴。合資格人士可在任何時間使用八達通卡，以每程兩元的優惠
票價乘搭港鐵、渡輪、專營巴士和綠色專線小巴。

三十一日 行政長官表示，政府正爭取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抓緊發展機
遇。他說，香港是中國的重要國際金融中心，可對亞投行的運作發揮重
要作用。

四月
一日 政府宣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不批准亞洲電視有限公司的免費

電視牌照續期，而亞視的現有牌照有效期將延長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一
日。這是香港首次有廣播牌照不獲續期。同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決定向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發出免費電視牌照，為期12年。

 為減少膠袋用量，由即日起，零售商戶向顧客提供塑膠購物袋，須收取
費用。每個膠袋收費不得少於五角，某些食品類別可獲豁免。

四日 香港舉辦兩項大型活動，紀念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布25周年。兩
項活動分別是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基本法》研討會，以及在香港
歷史博物館舉行的《基本法》展覽會。

八日 行政長官主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開幕儀式。駐
漢辦的服務範圍涵蓋內地中部五個省份，即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
山西。

十三日 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深圳戶籍居民前來香港的“一簽多行”個人遊簽注由
即日起改為“一周一行”。採取這項新措施，是有鑑於市民關注到水貨問
題嚴重，而內地來港旅遊人數不斷增加亦令香港難以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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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日 香港桌球運動員吳安儀在英國利茲舉行的世界女子職業桌球錦標賽中奪
冠。

二十二日 政府發表行政長官普選方案，重點之一是提名程序分為兩個階段，首先
接納五至十名參選人，然後再由參照現有選舉委員會模式組成的1 200人
提名委員會從中選出二至三名候選人。最後，全港500萬名選民可以“一
人一票”方式，按“得票最多者當選”的原則，從候選人中選出行政長官。

五月
一日 法定最低工資由每小時30元提高至每小時32.5元。

四日 政府推出試驗計劃，吸引已移居海外的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第二代
回港。

十二日 政府宣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批准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免費電
視牌照續期12年，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一日起生效。

二十八日 行政長官與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出席儀式，紀念東江水供港50周年。

 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2015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
港在全球最具競爭力經濟體排名榜上，由去年的第四位升至今年的第二
位，僅次於美國。

六月
一日 由即日起，新入職公務員的退休年齡提高，文職職系為65歲，紀律部隊

職系為60歲。

二日 政府通知立法會，擬在六月十七日會議上提交有關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
法的議案。議案內容與政府於四月二十二日發表的方案相同。

五日 為期三天的香港女子高爾夫球公開賽揭幕，這是本港首次舉辦世界級女
子職業高爾夫球公開賽。

九日 政府發出關於南韓的紅色外遊警示。前一天，“中東呼吸綜合症應變計
劃”的應變級別已由“戒備”提升至“嚴重”。

十八日 政府就修改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提交的議案在立法會表決。在
28名議員投反對票下，議案因未能獲得全體70名議員三分之二多數支持
而被否決。

十九日 行政長官表示，隨着立法會否決政制改革方案，政府將專注於經濟和民
生方面的工作。

 入境事務處獲得Skytrax二零一五年最佳機場出入境服務大獎。評審機構
在全球550個機場進行問卷調查，根據逾1 300萬名旅客的評分決定獎項
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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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日 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漢武盛世：帝國的鞏固和對外交流”展覽，展出逾
160件漢代文物，是本港歷來最大規模的漢代文物展。

二十五日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的《2015年世界投資報告》，香港於二零
一四年的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額在全球排名第二，僅次於中國內地；向外
直接投資流出額亦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

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六月是香港自一八八四年有記錄以來最炎熱的六月。全月平
均氣温為攝氏29.7度，較正常高1.8度。全月平均最低氣温為27.7度，平
均最高氣温為32.3度，兩者均為歷年來最高的六月份數字。

七月

一日 《空氣污染管制 (遠洋船隻 )(停泊期間所用燃料 )規例》生效。遠洋船隻在香
港停泊時必須使用潔淨燃料，以減少船隻排放的空氣污染物，改善空氣
質素。

 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開始實施。根據安排，內地和香港的基金通過
簡易的程序獲得對方監管機構許可或認可後，便可在對方的市場直接向
公眾銷售。

六日 香港郵政推出綜合郵務系統，把所有櫃位運作自動化，櫃位交易與後勤
運作整合一體。

十日 政府表示，九龍城啟晴邨食水樣本的含鉛量超出世界衞生組織的標準。
根據世衞標準，每公升食水含鉛不應多於10微克。

二十一日 政府宣布劉江華為新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張雲正為新任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

二十四日 香港房屋委員會主席張炳良表示，政府會為所有在二零零五年或之後落
成的公共租住屋邨檢驗食水。

二十八日 海洋公園為大熊貓佳佳舉行慶祝活動。佳佳是園內飼養的四頭大熊貓之
一，於八月年滿37歲。佳佳目前兼擁兩項健力士世界紀錄，是迄今最長
壽的圈養大熊貓，以及最長壽的在世圈養大熊貓。

八月

一日 鑑於自七月三日以來南韓再無新增中東呼吸綜合症個案，政府取消關於
南韓的紅色外遊警示，並把“中東呼吸綜合症應變計劃”的應變級別由
“嚴重”降低至“戒備”。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為“全城清潔2015＠家是香港”運動揭開序幕。這項
運動在全港推行，為期兩個月，旨在改善環境及家居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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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 香港運動員在洛杉磯舉行的二零一五特殊奧林匹克夏季世界比賽中贏得
59面金牌、40面銀牌及23面銅牌後凱旋回港。該項比賽是全球最大型的
智障運動員體育盛事。

五日 政府公布在政府債券計劃下零售部分第五批通脹掛鈎債券 (即 iBond)的認
購及配發結果。債券年期為三年，最終發行額為100億元。政府共收到
597 895份有效申請，申請的債券本金總額為357億元。

七日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與訪港的菲律賓勞工與就業部部長
Rosalinda Dimapilis Baldoz會面，雙方同意推行高層官員互訪計劃，讓兩
地政府互相匯報在保障外籍家庭傭工方面所採取的最新措施。

八日 香港經歷自一八八四年有記錄以來最炎熱的一天，香港天文台錄得全日
最高氣温達攝氏36.3度。

十三日 政府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食水含鉛超標事件。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陳慶偉獲委任為調查委員會主席兼委員，黎年則獲委任為委員。

 政府表示，非常關注港鐵公司大幅修訂沙田至中環線的前期工程費用估
算。修訂後的估算較原先的73.5億元大幅增加12.74億元。

二十四日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與訪港的印尼勞工部長哈尼夫 •達基里會面，雙方同意
加強監管職業介紹所，防止這些公司向外籍家庭傭工非法收取兩地法律
不允許的費用。

九月
一日 二零一五至一六學年伊始，政府根據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提供

940個資助學額，供學生修讀選定範疇的全日制本地評審自資學士學位課
程。資助計劃旨在因應人力需求培育人才，課程範疇涵蓋建築及工程、
創意工業、護理、物流、檢測及認證，以及旅遊及款待等。二零一六至
一七學年，政府將提供第二批共1 030個資助學額。

 鹽田仔鹽田活化項目獲得二零一五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
保護獎”傑出項目獎；石硤尾早期公屋大廈美荷樓改建為青年旅舍和歷史
博物館的項目，則奪得榮譽獎。

三日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日，香港市民享有一次過的假期。

七日 終審法院遷址中環昃臣道八號繼續運作。大樓於一九一二年啓用，作為
最高法院大樓直至一九八四年，其後在一九八五年至二零一一年期間用
作立法局╱立法會大樓。

十一日 香港迪士尼樂園舉行活動，慶祝開幕十周年。

十四日 菲沙研究所發表二零一五年《世界經濟自由》周年報告，香港獲評為最自
由的經濟體。緊隨其後的是新加坡、新西蘭及瑞士。該報告比較157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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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地區的經濟自由度，評估項目包括政府規模、稅制、法治、監管和
產權。

十六日 行政長官在雅加達與印尼副總統尤素夫 •卡拉會面，並感謝印尼政府同意
香港政府在雅加達開設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十日 行政長官歡迎美國華納兄弟娛樂公司與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成立合資
企業並把總部設於香港，構思和製作電影全球發行。

二十四日 香港房屋委員會表示，為二零零五年或之後落成的租住公屋抽樣檢驗食
水的工作已經完成，結果發現在83個公屋項目中 (共46個屋邨 )，有11個
項目的食水樣本含鉛超標。受影響的11個項目各有樓宇二至六幢不等。

二十五日 政府統計處推算，香港人口會由二零一四年的724萬攀升至二零四三年的
822萬高峯，其後逐步回落，到二零六四年下降至781萬。

二十九日 香港船舶註冊紀錄冊錄得的船舶噸位突破一億總噸，在港註冊的船舶共
2 449艘。香港船舶註冊紀錄冊在一九九零年十二月設立，當時錄得的船
舶噸位為600萬總噸。現時，香港船舶註冊紀錄冊錄得的總噸位，在全球
排名第四。

三十日 政府公開《2012年10月1日南丫島附近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報告》全文。

十月
五日 廉政公署落案起訴前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兩項

控罪都指曾蔭權沒有申報利益，其中一項涉及他承租深圳一項住宅物
業，另一項則涉及他建議一名曾為該物業進行室內設計工程的人士按政
府授勳機制獲提名授勳。曾蔭權是本港歷來面對這類控罪的最高級官員。

 政府推出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試點計劃，讓合資格的香港長者在該院使用
長者醫療券，支付指定門診服務的費用。

九日 “國際汽聯電驅方程式錦標賽 —— 香港站”主辦單位宣布，錦標賽將首度
在香港舉行。香港是這項賽事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賽季的第一站，賽期
定於二零一六年十月，賽道設於海濱一帶，全長兩公里。

十至十一日 香港舉行第一屆香港單車節。這項盛事為期兩天，吸引約3 600名選手參
與。比賽項目之一是35公里挑戰組賽事，賽道途經青馬大橋及其他著名
景點。

十八日 行政長官在香港禮賓府與克羅地亞共和國總統科琳達 •格拉巴爾 — 基塔
羅維奇會面。

二十三日 一艘躉船駛經汲水門大橋時撞及大橋，導致汲水門大橋和青馬大橋緊急
封閉兩小時，車輛交通和港鐵機場快線及東涌線服務均暫停。

 政府宣布，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把尖沙咀訊號塔、掃桿埔馬場先難友
紀念碑和西營盤舊精神病院立面列為法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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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日 香港導演吳宇森在東京國際電影節獲頒“Samurai賞”，以表揚他在電影業
界屢創佳績。

十一月
二日 香港金融管理局表示，外匯基金在二零一五年第三季錄得638億元虧損，

以金額計為歷來最嚴重的季度虧損。

九日 行政長官歡迎麻省理工學院在香港設立創新中心，以促進波士頓與香港
兩地的學生、學者及企業家交流。

十一日 原版《大憲章》在香港蘇富比藝術空間公開展出，是紀念《大憲章》簽訂
800周年的全球慶祝活動之一。《大憲章》開創先河，確立任何人都要遵守
法律的原則，即使君主也不例外。律政司司長表示，《大憲章》所體現的
一些價值，也是香港社會共同維護的核心價值，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和司法公正。

十八日 香港房屋委員會公布，二零零五年前落成的144個公共租住屋邨的食水樣
本，全部符合世衞標準。

十九日 行政長官與南韓總統朴槿惠會面，並宣布香港將在南韓設立經濟貿易辦
事處。

 國際知名的英國藝術家Anthony Gormley舉辦“視界香港”展覽，展示31具
姿態相同的實物大小人像雕塑，其中27具聳立於大廈天台，其餘四具在
地面陳列。

二十日 創新及科技局正式成立，負責制定政策、結合“官產學研”，以及加快推
動香港相關產業的發展。

 胡兆康在拉斯維加斯贏得第五十一屆世界盃保齡球賽冠軍，成為首位在
這項賽事中掄元的香港運動員。

二十二日 二零一五年區議會一般選舉舉行，共有1 467 229名登記選民投票，投票
率為47.01%，高於二零一一年的41.49%。

二十四日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宣布，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將由二零一六年五月
起分三階段接受申請。

二十七日 香港與內地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框架下簽署
《服務貿易協議》，基本實現兩地服務貿易自由化。

三十日 政府表示已經與港鐵公司達成協議，把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完工日
期由二零一七年年底修訂為二零一八年第三季，當中包含六個月的緩衝
時間。至於費用估算，則由650億元修訂為844.2億元，較港鐵公司在六
月提出的金額減少8.8億元。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是香港自一八八四年有記錄以來最温暖的十一月。全
月平均氣温為攝氏24度，較歷年來十一月的正常氣温21.8度高出2.2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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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一日 政府推出為期五個月的“欣賞香港”公眾參與運動。當中“欣賞”一詞涵蓋

四重意義，即“欣賞香港”、“感激香港”、“理解香港”和“為香港增值”。

三日 “香江藝韻”展覽在香港中央圖書館揭幕，慶祝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百歲
華誕。

五日 行政長官在香港禮賓府主持港科院成立典禮。

八日 社運名人兼政壇元老杜葉錫恩辭世，享年102歲。

九日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和香港調解中心在香港共同成立“內地—香港
聯合調解中心”。隨着“一帶一路”策略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國家層
面的發展規劃落實，中外企業會有更多跨境貿易和其他方面的合作。為
此，香港設立“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作為調解中外商業糾紛的平
台。

十四日 香港全面實施《競爭條例》，禁止反競爭行為。

十五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團讚揚香港政府財政管理審慎，金融監管制度穩
健。

十八日 政府發表《長遠房屋策略》二零一五年周年進度報告。根據最新推算，二
零一六╱一七至二零二五╱二六年度的十年總房屋供應目標為46萬個單
位，當中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繼續維持在60:40，即公營房屋供應目標為
28萬個單位 (20萬個公共租住單位及八萬個資助出售單位 )，私營房屋供
應目標為18萬個單位。

二十二日 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扶貧委員會發表《退休保障前路共建》諮詢文
件，展開為期六個月的公眾諮詢，就如何改善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收
集市民意見。

二十七日 首批合共五輛由政府資助購買的單層電動巴士投入服務。這是一項為期
兩年試驗計劃的開始，目的是改善路邊空氣質素。政府將資助購買共36

輛電動巴士。

二十八日 因應《2015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生效，行政長官委任獨立保險業監
管局首任主席及七名非執行董事。條例訂明的事項包括成立保險業監管
局，以及為保險中介人設立法定發牌制度，以取代現有的自律規管制度。

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是香港自一八八四年有記錄以來最温暖的一年，全年平均氣
温為攝氏24.2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