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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大事紀要

一月

十四日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資深大律師在法律年度開啓典禮上致詞時表示，香
港佔有策略性位置，可充分把握法律服務全球化所帶來的機遇。

十五日 傳統基金會連續第十四年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啓程前往美國西岸，與當地有關方面商討如何改善
空氣質素和應付氣候變化問題。

二十二日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訪問東京，以加強港日兩地的經濟及文化聯繫。

二十五日 行政長官曾蔭權率領高層商務代表團訪問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
伯聯合酋長國，宣傳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最大規模的堆填區沼氣應用項目在新界東北堆填區落成啓用。

二月

一日 政府通過緊急賑濟內地雪災災民的方案。

 食物安全中心推行快速警報系統，加強與業界在食物安全警報方面的
溝通。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十億元設立政府獎學基金，向就讀於公帑
資助大學的傑出本地及非本地學生頒發獎學金。

二十二日 政府展開計劃，與非牟利機構合作活化本港的歷史建築物。

二十七日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財政預算案，承諾堅守三個基本理財信念︰有
社會承擔、可持續性和務實的態度。他建議取消葡萄酒稅，以推動香
港發展成為亞洲區葡萄酒貿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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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一日 大嶼山昂平自然中心開幕，有助於提高香港綠色旅遊的吸引力。

五日 行政會議通過沙田至中環線和觀塘線延線的進一步規劃設計。

 第二十屆國際刑警組織亞洲區會議在香港舉行，由香港警務處主辦。

十日 港深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小組宣告成立，負責監督邊界區土地的規劃
和發展。

十一日 香港主辦世界港口峯會，主題是港口保安、港口安全和環境保護。

十六日 香港金融管理局在亞洲銀行家成就獎計劃中，獲選為亞洲區最傑出銀
行監管機構。

二十八日 入境事務處副處長白韞六接替退休的黎棟國出任入境事務處處長。

四月

二日 香港獲選參加中國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 (上海世博會)“城市最佳實
踐區”展覽。

七日 律政司司長訪問上海及杭州，以推廣香港的仲裁服務，並促進香港與
內地在司法及法律領域方面的了解。

十一日 行政長官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年會。

十四日 題為“無限空間”的作品，在上海世博會香港館概念設計比賽中奪得冠
軍。

二十二日 行政會議批准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展開進一步的規劃設計工作。

二十五日 行政長官率領香港經貿代表團前赴湖北武漢，出席第三屆中國中部投
資貿易博覽會。

 發展局成立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協助發展局局長推行政府的文物保
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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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二日 香港舉行奧運火炬接力，數以千計市民在街道兩旁為傳遞聖火的百多
名火炬手打氣。

五日 香港、深圳與杜邦公司簽訂意向書，合作設立太陽能研究及產業平台。

 資歷架構正式推行，標誌着這個推動香港市民終身學習的平台，邁進
新的發展里程。

八日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官式訪問歐洲，在行程首站布魯塞爾呼籲香港與歐
盟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十日 行政長官主持首屆地方行政高峯會，會議目的是與區議員就重要社區
事務交流意見。

十三日 行政長官代表香港市民，向五月十二日四川地震的內地受災同胞致以
最深切的慰問，並承諾香港會全力支援救災和重建工作。

十四日 政府通過緊急賑災方案，賑濟四川地震災民。

十六日 一九三七年落成的九龍塘瑪利諾修院學校列為法定古蹟。

 行政長官訪問新加坡期間，與新加坡總理及內閣資政舉行會談。這次
訪問旨在加強兩地的關係。

二十日 行政長官委任首批共八名副局長，以加強公眾的參與和政治委任官員
隊伍的實力。

二十二日 行政長官委任首批共九名政治助理，協助主要官員處理政治工作。

二十四日 財政司司長訪問中歐，邀請斯洛文尼亞、奧地利和捷克共和國的商界
領袖以香港作為亞洲業務的基地。

六月

二日 財政司司長出訪倫敦，與當地政商領袖會面。

十三日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出席第四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教育部長級會議，承
諾會協助學生作好裝備，以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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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 世界經濟論壇把香港評為全球最利便貿易的經濟體系。

二十二日 香港接受由雲南省政府送贈的一具侏羅紀年代恐龍化石。

二十七日 行政長官率領政府代表團前往四川，商討支援地震災區重建的安排。

三十日 財政司司長在澳門與澳門特區經濟財政司司長會面，討論港澳兩地共
同關注的事項和合作事宜。

七月

一日 行政長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一周年酒會上表示，北京奧運會是
向世界展示國家發展的機會，香港能夠協辦奧運馬術項目，感到十分
榮幸。

二日 政府實施規定，禁止在零售點存留活家禽過夜，以保障公眾健康。

三日 行政長官出席香港國際機場十周年慶典。香港國際機場連續第六年在
Skytrax 年度意見調查中，獲選為全球最佳機場。

六日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視察位於沙田和雙魚河的香港奧運馬術項目比賽場
地。

十日 立法會通過《種族歧視條例》，進一步促進本港不同種族人士之間的平
等和諧。

十一日 位於香港島司徒拔道 45 號的景賢里列為法定古蹟。該建築物在
一九三七年落成。

十二日 劉吳惠蘭獲委任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十六日 行政長官宣布一系列共 110 億元的紓緩措施，以緩和通脹上升對市民
的影響。

十八日 立法會通過政府的建議，向“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注
資 20 億元。

十九日 行政長官率領超過 100 名工商界領袖出訪黑龍江、吉林和遼寧三省，
以開拓商機。

二十九日 財政司司長和內地商務部副部長姜增偉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
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補充協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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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三日 財政司司長抵達墨爾本，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有關結構改革的部長
會議。

八日 行政長官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

 政務司司長暨奧馬委主席唐英年在沙田馬場舉行的歡迎晚會上，歡迎
北京 2008 奧運會馬術項目的參賽選手和各國官員𦲷臨香港。這個項
目於八月九日至二十一日在香港舉行。

十八日 行政長官歡迎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羅格伯爵抵港。

十九日 香港與法國簽署葡萄酒相關業務合作諒解備忘錄。

二十七日 行政長官在歡迎香港運動員返港的儀式上，表揚各運動員在北京奧運
會表現出色。

二十八日 香港與內地就未來二十年間，內地向香港供應核電和天然氣事宜達成
協議。

二十九日 國家奧運金牌運動員抵港進行三天訪問，其間將參加大匯演及體育示
範表演。

九月

一日 在公營學校提供的免費教育 (包括中學教育)由九年延展至 12 年。

六日 政務司司長出席北京 2008 殘疾人奧運會開幕式。

 署理政務司司長孫明揚在沙田馬場歡迎殘疾人奧運會馬術項目的參賽
選手和各國官員𦲷臨香港。這個項目在九月七日至十一日舉行。

七日 超過 160 萬名選民在立法會選舉中投票，當中包括 1 524 249 名地方
選區選民 (投票率為 45.2％)，以及 127 973 名功能界別選民 (投票率
為 60.3％)。

十日 行政長官歡迎國際殘疾人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柯瑞文爵士抵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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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 行政長官讚揚在北京參加殘疾人奧運會後載譽歸來的香港運動員，他
們共取得 11 面獎牌，包括五面金牌、三面銀牌和三面銅牌。

二十一日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率領香港代表團出席在墨爾本舉行的世界環保樓
宇會議，就環保建築科技及可持續建築環境的最新發展，與出席者交
流意見。

二十三日 《2008 年食物內有害物質 (修訂) 規例》開始生效，禁止食物中含有不
適量的三聚氰胺。

二十四日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第三屆亞太區會議在香港揭幕。

二十五日 香港作為亞洲區數一數二的國際商貿城市的地位，再獲聯合國貿易和
發展會議肯定。

三十日 政府同意出資在前啟德機場舊址興建國際郵輪碼頭。

十月

一日 行政長官在國慶日致詞時形容，二零零八年國家經歷了喜與悲，既體
會了奧運會的喜悅，又感受到四川地震慘劇的悲傷。

 國際性的《互聯網條約》開始適用於香港，使版權及有關數碼科技的權
利受到更妥善的保護。

六日 投資推廣署及政府統計處聯合公布的年度調查結果顯示，香港繼續成
為海外和內地企業管理亞洲區業務的主要樞紐。

十四日 政府宣布推出兩項新措施，以進一步鞏固對香港銀行體系的信心。政
府會運用外匯基金，為存放於香港所有認可機構的存款提供擔保，並
設立備用銀行資本安排，向本地註冊銀行提供資本。

 劉江華獲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

十五日 行政長官發表周年施政報告，表示香港會積極面對全球金融風暴，找
尋新的機會，轉危為機。

 香港的保險業監理處與德國聯邦金融監管局簽訂諒解備忘錄，加強監
管合作和資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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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日 政府委任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成員，協助推動香港藝術文化的長
遠發展。

二十四日 政府把發放給香港長者的高齡津貼金額提高至每月 1,000 元。

二十八日 行政長官任命經濟機遇委員會成員，以處理全球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問
題，並為香港捕捉新商機。

二十九日 政府主辦“兩岸三地經濟論壇”，討論兩岸關係新發展所帶來的機會和
挑戰。

十一月

七日 青洲燈塔建築群列為法定古蹟。建築群由兩座建於一八七五年和一九
零五年的燈塔及相關建築物組成。

十日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展開澳洲的訪問行程，就環境污染問題與當地有關
方面交換意見。

十一日 律政司司長及保安局局長發表《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報告》。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向雄濤廣播有限公司批出有效期為 12 年的牌
照，以設立和營辦一條 24 小時廣播的新電台頻道。

十五日 財政司司長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分，出
席在華盛頓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金融市場及世界經濟峯會。

十九日 行政長官在倫敦進行三天訪問期間，在唐寧街 10 號與英國首相白高
敦會晤，討論全球金融危機等問題。

 “國際仲裁新焦點”會議在香港揭幕，標誌着國際商會在香港設立的國
際仲裁院秘書處亞洲分處啓用。

二十二日 行政長官在秘魯利馬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倡議世界領袖維護
對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承諾。

二十四日 律政司司長訪問澳洲，以加強香港與澳洲的聯繫，並推廣香港作為國
際法律服務和解決爭議中心。

二十五日 巴西政府給予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入境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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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日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率領代表團前往迪拜，推廣香港作為有
效的投資平台。

十二月

二日 行政長官在“克林頓全球倡議”晚宴上致詞，表示香港藉着多項環保措
施，正逐漸穩步邁向低碳和綠色生活的目標。

 《米芝蓮指南 香港及澳門 2009》在香港面世，是全球首本以中英雙語
出版的《米芝蓮指南》，收錄了入選的酒店和食肆資料。

五日 中國“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代表團抵港進行四天訪問。代表團有
40 名成員，包括航天員翟志剛、劉伯明和景海鵬。

 行政長官主持香港 2009 東亞運動會一年倒數儀式。

 政府撥款一億元為有需要的香港市民提供短期食物援助的措施，獲立
法會通過。

八日 行政長官宣布，政府會為企業設立 1,000 億元的特別信貸保證計劃，
並在二零零九年提供超過六萬個職位和實行其他一系列措施，帶領香
港走出經濟困境。

九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讚揚香港採取果斷行動，遏抑全球金融波動所造成
的影響。

十日 一項名為“二零零七年國際數學及科學趨勢研究”的國際研究顯示，香
港小四學生在數學方面名列前茅。

 財政司司長率領香港工商代表團出訪南寧及河內。

十九日 當局公布醫療改革第一階段公眾諮詢報告。

二十三日 律政司發表新修訂的檢控人員守則，名為《檢控政策及常規》，就檢控
人員提高工作的透明度和問責性，作出了規定。

二十四日 為進一步方便台灣居民訪港，香港政府宣布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
實施兩項新措施，其一是取消 30 天內只可申請兩次“網上快證”的限
制，其二是把持證人的逗留期限由 14 天延長至 30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