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月

一日 香港的禁煙區範圍擴展至更多地方，包括食肆、酒吧、卡拉 OK 場

所、店鋪及工作地方的室內範圍。

十二日 國務院批准任命鄧竟成為警務處處長。

十五日 《“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㶴會四個專題小組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

和建議的行動綱領。

十六日 傳統基金會連續第十三年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

十九日 行政長官曾蔭權率領由商界領袖和政府官員組成的代表團前往江西，

展開為期三天的考察活動。

二十四日 政府宣布成立北京奧運馬術比賽香港基金，為有關二零零八年奧運會

及殘疾人奧運會馬術項目的文化、桝育及社區參與活動籌款。

二十六日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率領代表團前往中東，推廣香港與區內

國家的商務合作。

二月

一日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主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恊

用禮。

五日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主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

處成立典禮。

三月

十九日 香港與澳洲簽署議定書，修訂關於移交被控告及被定罪的人的協定。

政府公布香港競爭政策的公眾諮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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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日 香港國際機場就手提行李內的液體、噴霧及凝膠類物品實施新保安規

定，以符合國際民用航空組織頒布的最新指引。

二十五日 曾蔭權獲選連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二十八日 環境保護署宣布推行一項耗資 32 億元的計劃，鼓勵車主盡早把歐盟前

期和歐盟 I 期商用柴油車輛更換為符合歐盟 IV 期排放標準的新車，以

進一步改善路邊空氣質素。

三十一日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祝賀香港單車運動員黃金寶在世界場地自行車

錦標賽中贏得冠軍。

四月

一日 《空氣污染管制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規例》生效，禁止生產和輸入揮

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高於訂明限制的產品。

九日 曾蔭權接受總理溫家寶頒發的任命狀，成為香港特區第三任行政長

官。

十四日 政府成立香港電影發展局，就發展本港電影業的整體政策和策略，向

政府提供意見。

二十日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率領由商界領袖及政府官員組成的代表團前往海南

省，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年會。

二十一日 第一屆全港運動會展開。這是慶祝香港特區成立十周年的一項大型活

動。

二十五日 行政長官前赴河南鄭州，出席第二屆中國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

二十六日 中央人民政府為慶祝香港特區成立十周年而送贈的一對大熊貓“樂樂”

和“盈盈”抵港。

五月

二日 立法會通過《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草案》，為推行資歷架構提供所

需的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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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 古物諮詢委員會把中環皇后碼頭評定為一級文物建築。

十七日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率領由超過 100 人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北

京，推廣香港的金融服務業。

十八日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在康城擔任為慶祝康城影展 60 周年而舉行的照片展

覽的主禮嘉賓。

六月

一日 香港國際機場二號客運大樓恊用。

《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第一階段生效，規管以不正當手法發送訊息給

大量收訊人，以及詐騙和其他與傳送多項商業電子訊息相關的非法活

動。

五日 行政長官前往北京出席紀念《基本法》實施十周年座談會。他接着訪

問天津，然後前往湖南出席第四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

十二日 政府發表稅制改革公眾諮詢最後報告。

二十日 為調查有關政府人員干預香港桝育學院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的指控而

在二月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向行政長官提交調查報告。

二十二日 香港與內地簽署意義重大的諒解備忘錄，加強在醫療宪生方面的合

作。

香港首個傳染病中心恊用。

二十三日 中央人民政府根據行政長官的提名，任命香港特區第三屆政府的主要

官員。

行政長官宣布委任湯顯明為廉政專員，接替在六月二十日辭職的前廉

政專員羅范椒芬。

二十五日 行政長官公布香港特區第三屆政府行政會議成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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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日 行政長官在北京主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十周年成就展”開幕儀式。這

個展覽是慶祝香港特區成立十周年的活動。

行政長官公布委任策略發展委員會 67 位非官方委員和四位官方委員。

二十九日 國家主席胡錦濤抵達香港，展開為期三天的訪問，並出席香港特區成

立十周年紀念慶祝活動。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和商務部副部長廖曉淇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補充協議四。

“國之重寶——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展”在香港藝術館開幕，展

品包括北宋張擇端名畫《清明上河圖卷》。

七月

一日 香港特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國家主席胡

錦濤為行政長官曾蔭權及主要官員監誓。

政府總部重組，除了使各局負責的工作更加融會貫通之外，也可更有

效地推行政策，貫徹行政長官在參選期間作出的承諾。

在國家主席胡錦濤主持開通儀式後，深圳灣口岸及深圳灣公路大橋 (又

稱深港西部通道) 即投入運作。

五日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前赴澳洲開恩茲，出席亞太區經濟合作

組織貿易部長會議。

九日 新的拾元塑質鈔票開始流通使用。

十一日 政府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就落實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模式、

路線圖及時間表，徵詢公眾意見。

十二日 國家開發銀行在香港發行首筆人民幣債券。

十六日 財務匯報局全面投入運作。該局是新成立的獨立法定組織，負責調查

審計不當行為及財務匯報違規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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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二日 行政長官與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共同主持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次會

議。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出席在澳洲庫倫舉行的第十四屆亞太經合組織財長

會議。

八日 行政長官主持在香港舉行的北京 2008 奧運一周年倒數慶典。

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奧運會及殘疾人奧運會馬術預賽“好運北京——香港回歸十

周年盃”在八月十一日至十三日舉行。

十三日 署理行政長官唐英年和深圳市市長許宗衡在以“共建國際大都會”作

主題的第二次港深合作論壇上致詞。

十五日 落馬洲支線及福田口岸正式開通。

九月

一日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恊程往寧夏和北京進行為期五天的官式訪問，並出

席在寧夏銀川舉行的第七屆中國律師論壇。

六日 行政長官抵達悉尼出席第十五屆亞太經合組織經濟領導人會議。

九日 行政長官抵達新西蘭，展開為期三天的訪問。

桝育局局長孫明揚宣布，小學的標準班額將由每班 37 或 32 人分別調

低至 35 或 30 人，以改善桝師的工作情況。

十二日 政府公布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的報告，並

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向公眾解釋委員會的建議和蒐集意

見。

十四日 行政長官為沙田白石角香港科學園二期主持開幕典禮。

十五日 當局宣布，位於司徒拔道的景賢里列為暫定古蹟。景賢里在一九三七

年建成，是一座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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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 律政司主辦第十二屆國際檢察官聯合會年會暨會員大會。會議主題為

“與各方的聯繫：責任承擔、具透明度和獨立自主”。

二十一日 香港主辦以“促進穩定　拓展商機”為主題的亞洲金融論壇。

二十四日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率領商貿拓展團前往俄羅斯訪問，以推

廣商貿和旅遊業。

三十日 為慶祝香港特區成立十周年，逾二萬名太極愛好者一起演練太極，締

造了新記錄。

十月

二日 律政司司長展開為期五天的官式訪問，行程包括倫敦、斯德哥爾摩、

赫爾辛基和都柏林。他在倫敦獲選為中殿律師學院委員。

四日 律政司司長簽署香港特區與芬蘭共和國之間的刑事事宜司法互助協

定。

五日 律政司司長簽署香港特區與愛爾蘭共和國之間的移交逃犯協定。

十日 行政長官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主題為《香港新方向》。

十二日 香港運動員參加在上海舉行的 2007 年世界夏季特殊奧運會後返港。各

運動員在特殊奧運會十個項目中共取得 154 面獎牌，打破歷屆記錄。

十七日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2007 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香港蟬聯

亞洲第二大外來直接投資目的地。

二十三日 行政會議批准為地鐵西港島線展開進一步的規劃和詳細設計工作。西

港島線是地鐵港島線的延線，由上環站起至堅尼地城止。

十一月

二日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就建議立法推行停車熄匙計劃展開公眾諮詢。

香港政府與盧森堡政府就收入及資本方面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逃稅簽

署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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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率領創意業界代表團，參加“2007 上海

國際創意產業活動周”。

十八日 第三屆區議會選舉約有 115 萬名登記選民投票，投票率為 38.8%。

二十一日 行政長官到北京述職。

二十二日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首次官式訪問越南，推廣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和首選上市地點的地位。

二十九日 國際性研究“二零零六年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結果公布，香

港學生的表現大有進步，排名從二零零一年的第十四位躍升至第二

位。

三十日 律政司司長在“香港調解前瞻”會議上向出席的專家發表演說，推廣

有助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解決爭議方法。

香港特區政府和歐洲委員會在香港舉行首次系統對話會議。雙方同意

繼續就經濟、貿易及規管方面共同關注的議題，加強了解和合作。

十二月

二日 香港兩個鐵路系統，即地下鐵路和九廣鐵路合併。

前高級公務員陳方安生當選立法會議員，會填補因馬力在二零零七年

八月八日逝世而騰空的議席。

三日 政府公布委任新成立的家庭議會的 16 名成員。議會由政務司司長擔任

主席。

香港、內地和澳門三地有關部門舉行聯合演練，測試三地在處理禽流

感爆發時的應變能力。

四日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進行的國際研究“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香港學生的數學、閱讀和科學能力，比外國大多數學生為高。

十日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和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

任李剛，主持“香港學生國民桝育薪火相傳系列活動訪京團”出發禮

暨恊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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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率領高層商務代表團訪問印度，以加強香港與印度

的經濟聯繫。

十二日 香港特區政府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交《政制發展綠皮書

公眾諮詢報告》。

十八日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和深圳市市長許宗衡在深港合作會議上，同意成立

“港深機場合作聯合專責小組”和“港深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小組”。

十九日 行政會議批准為另一條港鐵支線進行規劃工作，該支線連接港島中區

金鐘站和港島南部海怡半島。

二十日 環境局局長公布《產品環保責任條例草案》詳情。塑膠購物袋環保徵

費，是條例草案內首個生產者責任計劃。

二十二日 《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全面生效。

第 29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關於香港奧

運文化廣場的安排》文件，讓公眾在奧運期間參與城市文化及娛樂活

動。

二十四日 桝育局局長率領“香港學生國民桝育薪火相傳系列活動訪京團”八百

多名學生和桝師前往北京，獲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賈慶林接見。

二十九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行政長官提交的政制報告作出決定，

表明香港特區可在二零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而在行政長官普選後，

立法會全部議員也可以由普選產生。

三十一日 數碼地面電視正式恊播，標誌着香港進入廣播新紀元。

昂坪 360 纜車系統向公眾重開。纜車系統已按照政府為調查二零零七

年六月十一日纜車車廂墜下事故而委任的委員會所提建議，妥善實施

了管理、運作和保養等方面的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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