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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大事紀要

一月 

八日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收到香港金融管理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的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報告後，下令立即展開檢討，以改善監管架
構和加強對投資者的保障。

九日 香港科學家在國務院舉辦的“二零零八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中，獲頒
一個一等獎項和六個二等獎項。

十二日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在二零零九年法律年度開啓典禮上致詞時表示，面
對全球金融危機，香港應把握機會加強在法律服務市場的國際競爭能
力。

十三日 傳統基金會連續第十五年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

十九日 香港主辦亞洲金融論壇，討論亞洲在金融危機下的機遇與挑戰。

二十日 香港與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就加強合作簽署諒解備忘錄。

 行政長官曾蔭權公布委任五位行政會議新成員：劉皇發、劉遵義教
授、胡紅玉、楊敏德和葉維義。

 中國人民銀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簽署貨幣互換協議，於必要時為兩地
商業銀行設於另一方的分支機構提供短期流動性支持。

二十二日 行政長官公布一系列措施，應付全球金融危機預期會導致的失業和企
業倒閉潮。

 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入境待
遇。

二月 

七日 行政長官到深圳出席西氣東輸二線東段工程的動工儀式，這項工程將
為香港供應清潔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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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日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委任 21 名成員加入其諮詢會，任期由三月一日起
生效。

 行政長官前往日本和韓國，展開為期五天的訪問，呼籲加強經濟合作。

十七日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選出六個由非牟利機構建議的方案，以保育和
活化第一批歷史建築。

十九日 粵港澳三方就落實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一月公布的《珠江三角洲
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首次在香港舉行聯席會議。

二十五日 財政司司長發表二零零九年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的重點為創職位和
保就業。

 財政司司長推出新措施，預留一億元設立“盛事基金”，進一步推動香
港成為亞洲盛事之都。

三月 

三日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展開訪問悉尼的四天行程，以加強兩地
的經濟聯繫。

五日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訪問法國，了解當地如何開拓和推展
創意產業。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訪問新加坡，了解當地的城市規劃和文物保育工
作。

九日 香港駐柏林經濟貿易辦事處投入運作，以促進香港與德國及歐洲中部
和東部國家的經貿關係。

十二日 中國人民銀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簽訂諒解備忘錄，建立內地與香港多
種貨幣支付系統互通安排。

 財政司司長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分前赴英國倫敦，出席二十國集團財
政部長及中央銀行行長會議。

十七日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出席在新加坡舉行的“Global Security Asia 2009”
國際會議。

十九日 全港 1 444 幢歷史建築的文物價值評估工作完成。評估結果連同建議
評級交予古物諮詢委員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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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一日 內地開始為合資格的深圳戶籍居民辦理一年多次來港的“個人遊”簽
注，便利深圳居民更多到香港旅遊。

三日 行政長官宣布發展六項香港具有優勢的產業，使這些產業的潛質得以
充分發揮。六項產業分別是檢測和認證、醫療服務、創新科技、文化
及創意產業、環保產業及教育服務。

六日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主持第十六屆英聯邦法律會議的開幕典禮，
這是會議首次在非英聯邦司法管轄區舉行。

九日 行政長官歡迎國務院正式通過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政策。

十五日 香港主辦“香港－台灣城市交流論壇”，加強香港與台灣縣市的交流和
互動。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訪問北京，促進內地和香港在貿易仲裁方面的合作。

十七日 行政長官到海南省出席博鰲亞洲論壇二零零九年年會。

二十日 香港與越南簽署教育合作備忘錄，加強兩地在推動教育及研究發展的
協作。

二十三日 香港與俄羅斯在北京簽訂互免簽證協定。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率領香港工商界代表團到廣州，展開為期兩個月的
珠江三角洲九個城市訪問之旅。

二十五日 行政長官在合肥出席第四屆中國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並與出席博覽
會的省領導人進行雙邊會談。

二十七日 當局宣布把豬型流感列為香港法例規定須呈報的傳染病。

二十八日 行政會議通過推行政府債券計劃，以便本地債券市場能作進一步和持
續的發展。

二十九日 中國“遠望六號”國家航天測量船抵港，展開為期六日的訪問行程。

 海洋公園公布其全新發展計劃中的新景點——“亞洲動物天地”詳情。
這是世界上首個融合室內外環境，以及集合多個有關亞洲動物品種的
綜合展館，包括四頭來自內地的珍貴小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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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一日 財政司司長訪問三藩市、洛杉磯及温哥華，向商界領袖簡介香港的最
新發展，並促進更緊密的雙邊聯繫。

 香港確診首宗由外地傳入的人類感染甲型豬型流感 (H1N1)個案。

三日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前往布魯塞爾及倫敦，展開為期四天的訪問，
推廣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七日 發展局局長開展“樓宇更新大行動”，這項計劃旨在資助私人舊樓宇維
修，同時創造就業機會。

九日 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補充協議六，進一
步開放內地多個服務領域。

十日 政府高級官員與區議員及地區團體響應“全城清潔日”，攜手呼籲市民
保持環境衞生，一同抗疫。

十二日 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 Limited 在其亞洲大學
排名榜中，把香港三所大學列入亞洲首五名之內。

 行政長官及政務司司長分別在香港及四川映秀出席紀念汶川大地震一
周年的活動。

 財政司司長為香港擬引入的日本電動汽車主持啓動禮。

十五日 立法會考察團前往珠江三角洲，展開為期三天的訪問，視察當地的經
濟發展及環保項目。

十八日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出席在日內瓦舉行的第六十二屆世界衞生大
會。

二十五日 全球唯一根據原大體積而建的馬灣挪亞方舟開放予市民參觀。

二十六日 行政會議通過興建港鐵西港島線的撥款安排。

 財政司司長公布新一輪合計 168 億元的紓困措施，以紓緩全球經濟不
景及人類豬型流感爆發所帶來的財政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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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日 香港與丹麥簽署科學與技術合作備忘錄。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宣布在二零一零至一一學年實施中一級別多元教學
語言安排。

六月 

一日 “創意香港”辦公室成立，負責推動香港創意產業的發展。

二日 財政司司長率領商界高層代表團前往俄羅斯訪問六日，隨後轉往瑞典
和英國進行官式訪問。

五日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應陸委會的邀請，訪問台灣，以加強兩
地的貿易及經濟合作。

九日 行政長官前赴廣西南寧，出席第五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
經貿洽談會。

十一日 醫院管理局宣布由六月十三日起在港、九、新界開設指定流感診所。

二十一日 律政司司長主持“不可一　不可再”誓師大會，這項活動是青少年禁毒
運動的一部分。

二十三日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啓程前往法國巴黎，出席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二零零九年理事會部長級會議。

二十六日 香港與德國簽署意向聲明書，設立工作假期計劃，讓青年人參與。該
計劃由七月一日起生效。

二十九日 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樹木管理專責小組發表報告，提出改善樹木管理
的措施。

七月 

一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慶祝成立十二周年，行政長官在致辭
時讚揚香港和全港市民自強不息，迎難而上。

 六種場所實行禁煙，包括酒吧、會所、夜總會、浴室、按摩院和麻將
天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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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 政務司司長為上海 2010 年世界博覽會香港館主持地基完工儀式。

 香港與芬蘭簽署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

三日 立法會批准對“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的第三筆注資，
連同香港賽馬會承諾的十億元撥款，合共 100 億元。

六日 教育局局長率領香港代表團前往新加坡，出席國際教育圓桌會議。

七日 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實施，目的是鼓勵市民轉用可循環再用的購物
袋，以保護環境。

 前赴新加坡參加第一屆亞洲青年運動會的香港代表隊凱旋而歸，勇奪
18 面獎牌，包括五金、八銀和五銅。

八日 《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十日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增加政府在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的股
份，以便擴建和營運香港迪士尼樂園。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推行第一階段的全港性、以病人為本的電子健
康記錄發展計劃，讓醫療服務提供者互通資料，以及設立專責的電子
健康記錄統籌處，負責統籌該計劃的發展。

十七日 財政司司長宣布委任陳德霖為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十月一日起生效。

二十一日 行政長官和政務司司長在香港出席香港與珠三角九市落實《珠江三角
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交流會。

二十二日 財政司司長歡迎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金融管理局及 16
家分銷銀行達成協議，向香港投資者回購雷曼兄弟迷你債券。

 行政長官主持香港會議及展覽中心中庭擴建工程落成典禮。擴建部分
為會展中心增加 19 400 平方米的展覽面積，可容納約 1 000 個標準
展位。

八月 

八日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前往吉隆坡出席世界資本市場研討會，並與馬
來西亞官員及商界領袖會晤，討論有關伊斯蘭金融市場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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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 行政長官與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共同主持在香港舉行的粵港合作聯席會
議第十二次會議。

二十八日 政府就個人資料 (私隱)的檢討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

二十九日 香港 2009 東亞運動會進入 100 日倒數，65 名火炬手在全港接力傳遞
東亞運火炬。

三十一日 政務司司長在四川為多間學校主持揭幕儀式，標誌着首批香港特區援
建項目啓用。

九月 

一日 新學制下的新高中課程在中四開始推行。

 公營小學的小一班級開始實施小班教學。

三日 財政司司長啓程前往倫敦，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分出席二十國集團財
政部長及中央銀行行長會議。

 政府債券計劃發行首批兩年期的機構債券，總值 35 億元。

八日 國家財政部與香港特區政府聯合公布在香港發行總值 60 億元人民幣
國債。

十四日 香港與印度就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簽署協定。

十八日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2009 年世界投資報告》，再次肯定香港
在外來直接投資方面在全球佔領導地位。

二十一日至 香港主辦世界衞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委員會第六十屆會議。
二十五日 

二十二日 政府宣布計劃加強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服務。

二十五日 政府歡迎滙豐銀行決定把集團行政總裁的主要辦公室遷回香港，認為
此舉有助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二十七日 行政長官在出席十月一日國慶活動前，先行拜會北京多個政府部委。

二十八日 署理行政長官唐英年主持人民幣國債在港發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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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一日 署理行政長官黃仁龍在香港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慶典
上，談到香港在內地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擔當不可取代的角色。

 香港花車參與在北京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的國慶巡
遊。

二日 政府歡迎粵劇獲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
名錄》。

六日 行政長官祝賀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高錕教授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律政司司長抵達加拿大，展開在渥太華及多倫多為期三天的訪問，以
加強港加兩地的聯繫，並推廣香港作為亞太區首要仲裁中心。

八日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展開第一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蒐集公眾對西九文
化區規劃的意見。

十四日 香港警務處榮獲二零零九年度亞洲最受推崇知識型企業大獎，是 16
個得獎機構之一，也是香港特區政府首個部門獲此殊榮。

 行政長官在《二零零九至一零年施政報告》中公布多項策略，為香港經
濟的發展與持續增長開拓新領域；又公布一系列保育和活化香港中
區，以及優化中環海濱的計劃。

二十日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二十七日 香港與日本互換照會，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落實工作假期計劃，
讓兩地青年人參與。

二十八日 國務院通過港珠澳大橋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

二十九日 香港主辦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與中央人民政府合力籌辦的“知識資本、
知識資產及知識產權管理”地區研討會。

三十日 財政司司長在香港美酒佳餚巡禮 2009 啓動儀式中致辭時表示，香港
發展成為區內葡萄酒貿易和集散中心，可彰顯香港作為美食家和美食
愛好者首選目的地的地位。

 關島給予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入境待遇，由十一月二十八日起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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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二日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出席在深圳舉行的首屆亞太經合組織港口服
務網絡港口發展大會開幕禮。

 香港與韓國海關在南韓濟洲舉行“第二十八屆香港海關與韓國海關合
作會議”，在會議上簽訂協議，加強兩地海關合作。

三日 政務司司長訪問倫敦，宣揚香港作為英國公司前赴內地營商跳板的重
要角色，並參觀當地文化藝術設施。

 行政長官在西貢主持香港國家地質公園的開幕典禮。香港的地質公園
獲中央政府批准成為國家地質公園。

十日 香港運動員在山東省舉行的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摘下兩金、一銀、
四銅共七面獎牌後，凱旋歸來。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讚揚各運動員
表現出色。

十三日 香港與新西蘭完成緊密經貿合作協定談判。

 行政長官出席在新加坡舉行的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經濟領導人會議。

十五日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離港前赴以色列出席國際展覽和會議——“2009
水技術與環境控制展覽會”。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展開德國和瑞士訪問行程，並在歐洲金融周的
會議發表演說。

十八日 政府發表《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就加強
二零一二年兩個選舉辦法民主成分諮詢公眾。

二十四日 律政司司長出席在越南河內舉行的第六屆東盟成員國與中國總檢察長
會議，並發表演說。

 香港與澳門就出入境便利簽署諒解備忘錄。

三十日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率領代表團，出席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貿易組
織第七次部長級會議。

十二月 

一日 香港與馬來西亞簽訂加強經濟合作聯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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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三份職系架構檢討報告書所提出的建議。該三
份探討公 務員薪酬、增薪及津貼的報告書已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接納和修訂。

五日 國務委員劉延東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主持香港 2009 東亞運動會
開幕典禮。東亞運動會是香港首次舉辦的大型國際體育盛事。

六日 香港與加拿大就青年人工作假期安排簽署諒解備忘錄，有關安排由二
零一零年三月一日起生效。

十三日 財政司司長主持香港迪士尼樂園擴建工程動土儀式。

十五日 環境局局長出席哥本哈根市長氣候峯會，談及香港在拓展鐵路網絡和
推動節能及電動車輛以減少碳排放方面的工作。

 港珠澳大橋動工儀式在珠海舉行，標誌着工程正式展開。

 香港學生在阿塞拜疆巴庫舉行的第六屆“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比賽
中，奪得三金三銀獎牌。

十八日 行政長官稱讚香港運動員在東亞運動會創出歷屆最好的成績，奪得破
紀錄的 110 面獎牌：26 面金牌、31 面銀牌及 53 面銅牌。

二十一日 政府推出人類豬型流感疫苗接種計劃，為目標組別提供免費╱資助接
種服務。

二十三日 啟德郵輪碼頭舉行動土典禮，標誌着工程正式展開。

二十八日 東盟各成員國、中國、日本及南韓的財長及中央銀行行長與香港金融
管理局總裁宣布簽署《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該協議會有助本區域在
全球經濟風險及挑戰增加的情況下，增強防範風險和應對挑戰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