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
經濟增長︰二零一一年本地生產總值 ( 以二零零九年環比
物量計算 ) 與一年前同期比較增加 5%@。
通貨膨脹對消費者的影響︰二零一一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與一年前同期比較上升 5.3%。

運輸
道路
截至二零一一年年底，全港道路共長 2 086 公里。領有牌
照的車輛有 630 281 輛，即平均每公里道路約有 302 輛汽
車行駛。
橋樑
最長：青馬吊橋（主跨距長 1 377 米）和斜拉式設計的昂船
洲大橋 ( 主跨距總長 1 018 米 )。
空運
二零一一年——航機 333 805 架次；乘客 5 275 萬人次；
運載貨物 394 萬公噸。
海運
二零一一年——抵港遠洋船隻 32 490 航次；離港遠洋船
隻 32 830 航次；港口貨物吞吐量 2.77 億公噸。
貨櫃吞吐量
二零一一年——2 438 萬個 20 呎標準貨櫃單位。

香港便覽

人口：7 071 600 ( 截至二零一一年年中 )
港島 127 萬 18%
九龍 211 萬 29.8%
新界 369 萬 52.2%
水上人口 †  萬 §

年齡結構
中位數：41.7 歲  15 歲以下：11.6%　65歲及以上：13.3%
性別比率（男性數目相對每千名女性的比率）
整體：876　　15 歲以下：1 073    65 歲及以上：871

整體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 6 540 人
人口密度最高的區議會分區是觀塘，該區每平方公里平
均有 55 200 人。

房屋
二零一一年年底，約 210 萬人居於香港房屋委員會和香
港房屋協會管理的租住公屋，公屋單位合共761 200個。
二零一一年，香港共有 236 萬個家庭住戶，其中 53.2%
居於自置物業、43%居於租住單位、3.8% 居於免租單位
或僱主提供的住所。

國籍
華裔佔大多數（二零一一年年中）：94%
持外國護照總人數（二零一一年年底）：597 000
主要組別：
印尼 164 260 加拿大 20 760
菲律賓 153 060 尼泊爾 19 730
美國 29 080 巴基斯坦 18 510
泰國 27 900 馬來西亞 14 850
印度 26 700 澳大利亞 13 080
  小計 487 930

宗教和風俗
佛教徒和道教徒為數最多。其他（估計）  ：
信奉基督的有 843 000 人；伊斯蘭教徒 220 000 人；印度
教徒40 000人；錫克教徒10 000人；猶太教徒3 000人。

粗出生率
（按每千名人口計算）13.5 人#

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
男性：80.5 年 # 女性：86.7 年 #

粗死亡率
（按每千名人口計算）5.9 人#

面積：1 104.41 平方公里
港島和鄰近島嶼  80.62 平方公里
九龍  46.94 平方公里
新界——大陸  748.06 平方公里
新界——離島  228.79 平方公里
（大嶼山 147.16 平方公里；其他佔 81.63 平方公里）

——自一八八七年以來填海所得土地  68.26 平方公里

天氣
每年平均雨量 2 398.5 毫米
雨量最多記錄
每小時計   145.5 毫米（二零零八年六月七日）
每日計   534.1 毫米（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九日）
每月計 1 346.1 毫米（二零零八年六月）
最乾旱記錄 濕度 10%（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六日）

最高氣溫  攝氏 36.1 度（一九零零年八月十九日和
一九九零年八月十八日）

最低氣溫  攝氏 0.0 度（一八九三年一月十八日）
最高風速  香港天文台錄得每小時 259 公里；大老山錄
（陣風） 得每小時 284 公里
    （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颱風溫黛襲港期間）

主要行業（二零一一年）@

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
業以及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1 152 700
佔總就業人數 32%

公共行政以及社會及個人
服務業

939 500
佔總就業人數 26%

金融及保險業、地產業以
及專業及商用服務業

698 200
佔總就業人數 19%

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
服務業以及資訊及通訊業

建造業

製造業

416 900
佔總就業人數 12%
281 400
佔總就業人數 8%
115 000
佔總就業人數 3%

失業率 3.4%（二零一一年）

平均工資（所有選定行業） 每月 12,977 元

就業
二零一一年總就業人數@：362 萬

註：本頁所載數字是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底時已公布的數字。
^ 住宿服務業包括酒店、賓館、旅舍及其他提供短期住宿服務的機構單位。

 # 臨時數字
 † 少於 5 000 人
 § 少於 0.05%
 @ 數字將於日後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