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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四日 調解資訊中心啓用，藉以推動香港更廣泛使用調解，利便爭議各方盡
早達成圓滿和解。

七日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出訪美國，出席拉斯維加斯二零一零年國際消費電
子展，並在紐約與政府官員、商界領袖會晤。

十一日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在二零一零法律年度開啓典禮上致詞時說，香港是
中國的一部分，但擁有獨立穩健的法律制度，這套法制受獨立的司法
機構維護，有精明幹練的法律專業人員支持，因而深受全球信賴。在
同一場合，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亦發表退休前最後一次法律年度
開啓典禮演說。

十九日 香港與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簽署《關於加強滬港金融合作的備忘錄》。

二十日 傳統基金會連續第十六年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

 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亞洲金融論壇上致詞，呼籲亞洲的經濟體系加強合
作，應付金融危機後不斷轉變的經濟環境所帶來的挑戰。

二十一日 政務司司長在港主持“聳立城市”論壇開幕儀式，標誌中國 2010 年上
海世博會進入一百日倒數。

三十一日 政務司司長及教育局局長孫明揚率領 2 500 名參與“薪火相傳”國民教
育交流計劃的中學師生，前往北京和其他內地城市訪問。

二月

七日至十一日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秘書長 Taleb Rifai 博士訪問香港。

十六日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二十日 由羅啓銳執導、張婉婷監製的香港電影《歲月神偷》榮獲第六十屆柏林
影展二零一零水晶熊獎 ——“新世代”最佳影片。

二零一零年大事紀要



二零一零年大事紀要ii

二十四日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財政預算案，以建立“關
愛社會”為主題。

二十八日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訪問東京，推動香港與日本的創意產
業、旅遊業及商界加強聯繫。

三月

一日 香港╱加拿大工作假期計劃生效，供年青人申請。

四日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展開為期五日的美國及加拿大訪問行
程，推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

八日 政府推出共同護理計劃，透過公私營醫療合作模式，加強支援長期病
患者的基層醫療服務。

十一日 政府原則上接納顧問報告就足球發展和增撥資源推動足運而提出的主
要建議。

十六日 財政司司長離港前赴馬來西亞、汶萊和印尼，促進香港與三國的經濟
聯繫。

二十四日 政府推出“香港政府一站通”(www.gov.hk) 網站革新版，網站更新了
版面設計並加強功能。

二十七日 注入新動力的“香港品牌”揭幕，作為向國際推廣香港的宣傳平台。更
新後的“香港品牌”的核心價值是：自由開放，積極進取，追求卓越，
勇於創新，優質生活；“香港品牌”的飛龍標誌也變得更具時代感。

二十九日 香港與新西蘭簽訂《中國香港與新西蘭緊密經貿合作協定》，這是香港
與外地經濟體系訂立的首份自由貿易協定。

四月

一日 港台商貿合作委員會成立，推動兩地在經貿、投資和旅遊等範疇加強
企業層面的合作。

七日 行政長官和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在北京簽署粵港合作框架協議。

八日 行政長官委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由九月
一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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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前赴馬來西亞浮羅交怡，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
四屆國際地質公園大會。

二十一日 行政長官帶領百多名政府人員在中區政府合署廣場默哀一分鐘，悼念
內地青海玉樹地震的遇難同胞。

二十五日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率領香港代表團訪問以色列，了解當地成就
良佳的醫療及農業制度。

二十八日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汽車引擎空轉 (定額罰款)條例草案》，以減低路邊
的廢氣、熱氣和噪音。

五月

一日 行政長官主持上海世博會香港館及“城市最佳實踐區”香港展覽的啓動
活動。

四日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訪問奧克蘭和威靈頓，了解當地在文物保育、海
濱規劃和環保建築方面的工作。

八日 政府簽署興建啟德郵輪碼頭大樓的設計及建造工程合約。

十三日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出訪愛沙尼亞、德國、荷蘭和英國，考察當地的醫
療體制和食品安全系統，並到日內瓦出席世界衞生大會。

 香港與科威特簽署兩項協定—— 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及經濟和技術合
作協定。

十六日 因五名立法會議員請辭而舉行的二零一零年立法會補選，投票率為
17%，這是自香港特區成立以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最低的一次。

二十七日 香港與內地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補充協
議七》，進一步擴大兩個經濟體系的開放服務貿易和增強雙方的貿易
投資便利化合作。

六月

八日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祝賀香港運動員在第四屆全國體育大會取得美
滿成績，凱旋歸來。香港運動員共得到 13 個一等獎、43 個二等獎及
41 個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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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日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啓程前往俄羅斯、英國及愛爾蘭，宣傳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

十九日 發展局局長率領 270 人的香港代表團，出席在福建省福州市舉行的
“2010 年內地與香港建築業論壇”。

二十四日至 立法會通過關於修改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政制改
二十五日 革方案。這是一九九七年後，首次根據《基本法》修改選舉安排。

二十五日 財政司司長前赴多倫多，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成員身分出席二十
國集團領導人峯會。

二十八日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率領香港航運交流團前往馬來西亞，推廣香
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及主要樞紐港的優勢。

 政務司司長聯同“薪火相傳：情繫巴蜀”國民教育交流計劃的一千名師
生，在四川參觀交流。

二十九日 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正案 (草案) 獲行政長官同
意。

七月

一日 行政長官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三周年酒會致詞，形容香港政制
改革方案獲得通過，標誌着香港的民主發展向前踏出堅實的一步，向
着二零一七和二零二零年雙普選目標邁進。

四日 教育局局長前往韓國及日本，展開為期一周的訪問，繼續推廣香港作
為區域教育樞紐的地位。

六日 律政司在上海世博會舉行期間舉辦“香港法律服務”論壇，是香港配合
上海世博會主辦的活動之一，也是律政司在香港境外舉辦的最大規模
法律服務論壇。

十七日 立法會經過長達 41 小時的馬拉松式辯論後，通過《最低工資條例草
案》。

十九日 香港金融管理局與中國人民銀行就擴大人民幣結算安排，簽訂補充合
作備忘錄，進一步加強香港作為中國貨幣市場平台的地位和作用。

二十三日 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發表報告，顯示香港是二零零九年全球第四大
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金額最多的市場。二零零八年香港的排名是第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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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日至 行政長官前往四川訪問，視察由香港特區政府及非政府機構支持的當

二十七日 地重建項目，其間並與四川省省委書記會面。

二十七日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出訪馬來西亞及印尼，分別與兩國官員討論共同關

注的保安事宜。

八月

十五日 香港特區政府所有機構下半旗 (包括國旗和區旗)，哀悼甘肅舟曲特大

山洪泥石流遇難同胞。

二十日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主席唐英年啓動西九概念圖則三個方案的公眾參與

活動。

二十三日至 行政長官對於馬尼拉挾持人質事件的處理方法，極表失望，事件中有

二十四日 八名香港市民遇害、七人受傷。行政長官要求菲律賓政府就這宗慘劇

 作出詳細交代，並派出一隊政府人員前赴馬尼拉，向生還者及遇害者

 家屬提供一切協助。

二十六日 行政長官率領各主要官員在金紫荊廣場出席儀式，哀悼在馬尼拉旅遊

巴士挾持人質慘劇中遇難的八名香港市民。同時，所有政府機構的國

旗和區旗均下半旗誌哀。

二十七日 香港與意大利威尼托大區簽署諒解備忘錄，加強雙方的貿易及經濟聯

繫。

二十八日 財政司司長以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榮譽主席身分率領經貿代表團

訪問台灣，以促進兩地的經濟文化交流。

 《基本法》附件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及附件二有關二零一二年

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正案，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和備

案，標誌着載於《基本法》的兩個選舉辦法的首次修改程序全部完成。

三十一日 行政長官率領由 30 人組成的經貿代表團出訪俄羅斯，推廣香港作為

採購中心及俄國公司集資平台的優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離港前赴倫敦及布魯塞爾，就高速鐵路的發展與當

地官員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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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四日 香港與烏克蘭簽署免簽證協定及海關互助合作安排。

六日 行政長官率領政府代表團前赴深圳，出席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三十周年
慶祝活動。

十二日至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率領特區政府常任秘書長前赴北京及上海，
十九日 參加國情研修課程並進行訪問。

十五日 第二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選出非牟利機構所提出既富創意且高
質素的方案，以保存和活化該計劃的第二批歷史建築，包括舊大埔警
署、藍屋建築羣及石屋。

十五日至 第一屆國際刑警資訊保安會議在香港舉行，會議主題為“致力環球合
十七日 作　加強資訊保安”。

二十日 政府收到菲律賓政府就香港市民在馬尼拉被挾持事件的首份報告。

二十二日至 發展局局長率領官方代表團前往奧斯陸，以加深了解挪威如何廣泛使
二十四日 用地下空間。

十月

一日 行政長官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一周年在香港致詞，表示為國家
取得的矚目成就倍感自豪。

三日 財政司司長前往英國和美國訪問，加強香港與兩國的經濟聯繫，並以
中國代表團成員身分出席華盛頓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

六日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發表醫療改革第二階段公眾諮詢文件。這份題為《醫
保計劃　由我抉擇》的文件建議成立由政府規管的自願“醫療保障計
劃”，以促進醫療系統的長遠可持續發展。

十日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率領政府高層衞生官員代表團出席於馬來西亞布特
希再也舉行的第六十一屆世界衞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委員會年會。

十三日 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談及穩定樓市的策略、對低收入家庭的援
助、應付人口老化問題，以及環保措施。他同時宣布推出“置安心”資
助房屋計劃，以協助夾心階層購買實而不華的中小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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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 上海世博會“香港活動周”展開，透過一連串精彩繽紛的表演和活動，
向世界宣揚香港創意無限、活力充沛的一面，以及大都會城市生活。

二十日 財政司司長前往巴黎訪問，加強香港與法國的經濟聯繫。

二十五日 律政司司長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會長董松根簽署《商業法律
事務及仲裁服務合作安排》。

二十五日至 行政長官率領工商代表團訪問印度，促進兩地政府和經濟上關係。
二十九日

三十一日 行政長官與國家領導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貴賓，一起出席上海世博會的
閉幕慶典。

 香港館兩個展覽在世博六個月開放期間，參觀者逾 330 萬人次。

十一月

四日 政府高級衞生官員梁栢賢醫生獲委為醫院管理局新一任行政總裁。

 財政司司長前赴日本，出席於京都舉行的第十七屆亞太經合組織財長
會議。

五日 行政長官主持 C40 在香港舉行一個有關氣候變化的國際論壇開幕禮。
C40 由世界各地 40 個大城市組成，目的在推動各大城市羣策羣力，
共同減少碳排放。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原則上批准新城廣播有限公司、鳳凰優悅廣播
有限公司和雄濤廣播有限公司的聲音廣播牌照申請，以提供覆蓋全港
的 24 小時數碼聲音廣播服務，牌照有效期為 12 年。

九日 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移師香港展出，顯現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民間
生活面貌。這幅巨型畫卷長 120 米，被譽為上海世博會中國國家館的
鎮館之寶。

十日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接納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建議，把首個法定
最低工資水平訂於每小時 28 元，由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起生效。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前赴墨爾本訪問，與當地有關方面就立法規管住宅
物業銷售事宜交換意見。



二零一零年大事紀要viii

十一日 行政長官前赴橫濱，出席第十八屆亞太經合組織經濟領導人會議。

 財政司司長前赴首爾，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成員身分出席二十國
集團領導人峯會。

 穆迪把香港的政府債券評級由“Aa2”調高至“Aa1”，前景為“正面”。

 行政長官委出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政府和商界將分別向基金注資 50
億元，協助現行社會保障制度未能照顧的有需要人士。

十二日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與韓國駐香港總領事簽署諒解備忘錄，由二
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為兩地青年人設立雙邊工作假期計劃。

十五日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前赴倫敦，主持由香港特區政府舉辦的研討會
開幕禮，宣傳香港作為國家全球金融中心的優勢。香港會繼續在世界
各地舉行類似的研討會。

二十五日 國際信貸評級機構惠譽把香港的長期外幣主權評級由“AA”調高至
“AA+”，前景為“穩定”。

二十五日至 律政司司長訪問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加強香港與兩國的聯繫。
二十六日

二十九日 財政司司長前赴奧克蘭，促進香港與新西蘭的經濟聯繫。

三十日 財政司司長率領商貿代表團訪問智利及巴西，拓展商機並宣傳香港作
為各國通往中國內地大門的重要地位。

 國家財政部再度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國債。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進行港鐵觀塘線延線和南港島線 (東段) 項
目。

十二月

一日 行政長官在 2010 年廣州亞運會祝捷會上表揚香港運動員創出歷來最
佳成績，贏得獎牌共 8金、15 銀、17 銅。

三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歡迎香港為維持金融穩定而採取的措施，並重申該
組織對聯繫匯率制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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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 政府推出以帳戶為本的嶄新網上服務平台“我的政府一站通”，為市民

提供個人化的一站式網上公共資訊和服務。

八日 立法會負責調查前房屋署署長梁展文離職後就業一事的專責委員會發

表調查結果及建議，政府會加以研究。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北京出席第七屆世界高速鐵路大會。

 環境局局長在墨西哥坎昆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十六次締約

方會議。

九日 律政司司長主持調解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專責小組會協助落實已發

表作公眾諮詢的調解工作小組報告所提出的建議。

十三日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公布“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的詳情。該計劃資助

全港各區低收入家庭的在職人士往返工作地點的部分交通費用，以減

輕他們的負擔，並鼓勵就業。

 勞工處推出為期兩年的“就業導航試驗計劃”，進一步加強對失業求職

人士的就業支援，涉及開支 1.4 億元。

 政府決定設立投資者教育局及金融糾紛調解中心，進一步加強教育和

保障投資者。

十六日 香港的長期外幣及本幣主權評級獲標準普爾由“AA+”調高至“AAA”，

前景為“穩定”。這是有史以來香港獲評級機構給予的最高評級。

十七日 政務司司長率領政府代表團到訪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磋商香港參與

國家十二五規劃事宜。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由二零一一年二月一日起，把公共福利金計劃

下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受惠人每年須居港的最短日數，由每個付款年

度 90 天減至 60 天。

二十日 香港運動員在廣州二零一零年亞洲殘疾人運動會贏得 5金、9 銀、14

銅，共 28 面獎牌。他們出席香港特區政府特別舉行的歡迎儀式，獲

署理行政長官唐英年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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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日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以香港特區參與上海世博會督導委員會
代表的身分，到北京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因香港對上海世博會有所貢獻
而作出的表揚。

三十一日 年內訪港旅客人數創歷年新高，達 3 603 萬人次，首次衝破 3 000 萬
大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