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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九日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在新法律年度開啓典禮致詞時，闡述香港作為亞太區

主要法律服務和仲裁中心的優勢。

十一日 政務司司長林瑞麟向立法會匯報，政府在添馬新政府總部和立法會綜合

大樓驗出退伍軍人桿菌後所採取的防範措施。

十二日 香港連續第18年獲傳統基金會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

十三日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在灣仔參觀少數族裔人士支援中心時，承諾在油

尖旺、深水埗和東涌增設支援中心，加強為本港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的支

援。

十六日 政務司司長率領政府代表團前往四川省多個地震災區，視察香港特別行

政區在基建、醫療和社會福利等不同範疇的災後援建項目。

 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英國財政部宣布成立一個由私營機構代表組成的合作

小組，進一步推動香港與倫敦在離岸人民幣業務發展方面的合作。

 亞洲金融論壇在香港揭幕，約有2 0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員和商界

領袖出席論壇。

二月

一日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一系列措

施，藉以改善民生，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並協助工商企業應對艱難時期。

五日 六萬多名跑手參與香港馬拉松，這是參加人數最多的本地體壇盛事。

十四日 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工作辦公室在北京公布二零一一年國家科學技術獎得

獎名單，香港科研人員共獲得七個獎項。

十五日 香港與內地的邊境禁區範圍按計劃在第一階段縮減740公頃，禁區範圍最

終會由2 800公頃縮減至約400公頃。

二十日 關愛基金推出三個援助項目：為有需要的低收入長者提供牙科服務資

助；為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長者提供一次性津貼，以及為低收入家庭

的小一至中三學生推行課餘託管試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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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日 政府發表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簡要報告，本港在二零一一年六月底的居

住人口為7 071 576人。

二十六日 行政長官宣布成立獨立委員會，由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出任主席，檢討適

用於行政長官、行政會議非官方成員和政治委任官員，用以防止及處理

潛在利益衝突的規管框架和程序。

三月

二日 香港大會堂 —— 中區的演藝文化地標 —— 慶祝五十周年紀念。

十五日 《2011年道路交通 (修訂 )條例》生效，對毒駕及藥駕行為實施更嚴厲的管

制，並賦權警方更有效打擊毒駕及藥駕。

十六日 香港花卉展覽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超過35萬株花卉形成一片花海。為

期十天的展覽，吸引56萬人參觀，人數創新高。

二十日 行政會議原則上批准機場管理局的建議，在香港國際機場興建第三條跑

道，以應付未來的需求。

二十三日 2012香港設計年揭幕，連串盛事和活動旨在推廣香港作為設計中心的地

位。

二十四日 印度尼西亞總統蘇西諾抵達香港，進行訪問。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以來，印度尼西亞總統首次官式訪問香港。

二十五日 梁振英經選舉委員會選出，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

二十八日 行政長官接納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建議，任命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

長及上訴法庭法官鄧楨由二零一二年十月起為終審法院常任法官。

 國務院任命梁振英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新任行政長官。

四月

一日 通訊事務管理局成立，成為電訊及廣播業的單一規管機構。

二日 終審法院駁回一項針對政府向非香港居民的婦女收取較高產科費用的上

訴。醫院管理局歡迎裁決，並重申公立醫院對非本地孕婦的產科收費及

預約制度旨在確保本地孕婦優先獲得該局所提供的產科服務。

九日 香港獲世界衞生組織挑選，設立首間戒煙中心，以協助世衞為吸煙人士

提供戒煙服務。

十三日 《2012年道路交通 (修訂 )條例》生效，對公共小巴實施新的法例規定，包

括把車速限制定為最高每小時80公里，以及強制安裝認可的車速限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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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八日 香港首個高空綠化設計比賽舉行頒獎禮，頒發獎項予25個參賽項目，表

揚與建築環境融和的優質高空綠化設計。

九日 世衞委任衞生署中醫藥事務部為設於香港的傳統醫藥合作中心。中心是

首間協助世衞制定傳統醫藥政策、策略及規管標準的合作中心。

十五日 設於台北的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開幕，標誌着香港與台灣的關係邁

向新里程。

十九日 香港文化博物館公開展出56件來自巴黎國立畢加索藝術館的畫作和雕

塑，這些珍藏全是巴伯羅 •畢加索的作品。

二十一日 香港自一九五八年以來首次看到日環食。

二十三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祝賀香港前衞生署署長陳馮富珍連任世衞總幹事。

 關愛基金推出兩項新的援助措施：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低收入人士提供一

次過的津貼，以及為舊樓的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津貼，以改善大廈的管理。

二十八日 法律改革委員會發表報告書，建議為香港引入全面的集體訴訟機制，強

化尋求公義的渠道。

三十日 香港天文台與韓國氣象廳簽署合作協議。這是天文台首次與亞太地區簽

訂此類協議。

三十一日 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報告提

出36項建議，包括建議立法，令《防止賄賂條例》第3條適用於行政長

官，規定行政長官接受利益，須得到一個法定獨立委員會許可。

 香港連續第二年獲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世界競爭力年報》評為世界

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系。

六月

一日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主持林邊生物多樣性自然教育中心的開幕禮。自然教

育中心位處鰂魚涌一幢有90年歷史的建築物。這幢建築物經修復後，成

為現時的自然教育中心。

 分階段為新登記車輛引入歐盟五期車輛排放標準的措施生效，最終可將

有關的氮氧化物排放量減少30至40%。

七日 政府同意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就節能和減排所發表的報告書，並承諾會落

實報告書內所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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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 財政司司長回應有關要求政府檢討聯繫匯率的問題時表示，聯繫匯率制

度三十多年來運作良好，實在沒有任何理由改變現時的制度，而他亦無

意作出改變。

十四日 《競爭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訂立法律架構，規管不同行業

的反競爭行為。

十五日 立法會制定《調解條例》，為香港的調解服務提供了規管框架。

十九日 金融糾紛調解中心於香港成立。該中心旨在調解金融機構與其客戶之間

的金融糾紛，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陰霾下，進一步保障投資者。

二十五日 粵港澳共同公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共建優質生活圈專項規劃》。

 政府第二次發行的通脹掛鈎債券 (iBond)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

二十六日 財政司司長與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出席香港首座零碳建築“零碳天地”的

開幕禮。

二十八日 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主要官員的任命。

 首階段的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實施，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可以每程

二元的票價乘搭港鐵。優惠計劃會分階段擴展至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二十九日 財政司司長與商務部副部長蔣耀平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

關係的安排》補充協議九，納入43項服務貿易自由化和便利貿易投資的措

施。

 國家主席胡錦濤抵港，展開為期三天的訪問。

七月

一日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的新

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及主要官員監誓。新任行政長官在就職典禮致詞時，

承諾會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民主，建立更繁榮、更進步、更公義

的社會。

 對於有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參加遊行，政府表示尊重市民遊行和發表意

見的權利。

六日 聯合國發表的《2012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香港二零一一年的外來直接

投資流入金額錄得新高，超過830億美元，較二零一零年增加17%。

 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著名地標撒尿小童銅像換上富有香港特色的潮流服

裝，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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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 財政司司長與秘魯經濟和財政部長路易斯 •米格爾 •卡斯蒂利亞會面。卡

斯蒂利亞部長率領由秘魯官員和商界領袖組成的代表團訪港，期望與香

港建立經貿聯繫。

十二日 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因有關其任職公務員期間領取房屋津貼的指控而辭任

局長一職。該職位其後於七月三十日由前立法會議員陳茂波填補。

十七日 立法會制定《2012年商品說明 (不良營商手法 )(修訂 )條例》。條例增訂刑事

罪行，針對常見的不良營商手法，例如誤導性遺漏及先誘後轉銷售行為。

二十日 首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這項考試是推行新學制的重要一步。在新

學制下，由二零一二╱一三學年起，學生會接受六年中學教育 (三年初中

和三年高中 )，大學課程則由三年改為四年。

二十四日 颱風韋森特逼近香港，天文台發出13年來首個十號颶風信號。

八月

三日 李慧詩在倫敦奧運會的女子場地單車凱琳賽中勇奪銅牌，為香港贏得歷

來第三面奧運獎牌。

七日 政府及義工繼續清理在颱風韋森特襲港期間，一艘貨船散落在海面、海

灘及養魚區的膠粒。

十日 負責中國天宮一號與神舟九號載人交會對接任務的三名航天員抵港，展

開一連四天的訪問活動。

十五日 行政長官祝賀香港運動員在倫敦奧運會取得佳績，令全港市民引以為傲。

二十一日 政府公布“人人暢道通行”的新政策，如實地情況許可，在超過230個地

點的高架行人路加裝升降機。

二十二日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與發展局局長出席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啓用典禮。

建造這條雨水排放隧道是香港歷來規模最大的防洪工程。

二十四日 在倫敦奧運會奪得金牌的內地運動員抵港，展開為期三天的訪問。

 行政長官表示會在二零一三年，對內地孕婦到香港私家醫院分娩實施零

配額政策。

九月

一日 入境事務處推出一項新服務，台灣旅客來港前可在網上免費預辦入境登

記。

二日至五日 在倫敦殘疾人奧運會中，黃家汶在女子乒乓球單打賽勇奪金牌，余翠怡

亦在女子花劍和重劍個人賽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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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恭賀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化學病理學系教授

趙慧君奪得二零一二年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的科學創新、研究及教育獎。

七日 香港與智利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標誌着兩地在

貿易和投資合作上邁進新里程。

八日 數千名市民在添馬政府總部外集會，政府表示了解社會的關注，決定不

就學校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定下期限，個別學校可自行決定是否開展

該科，如學校決定推行，可自行決定推行方式和時間表。

九日 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的投票率為53%，新設區議會功能界別的投票率為

52%，其餘28個功能界別的投票率則為70%。在選舉中一共選出70名立

法會議員，較上一次在二零零八年舉行的選舉多了十個議席。

十一日 行政長官歡迎參加倫敦殘疾人奧運會的中國香港隊凱旋而歸，並恭賀他

們取得三金、三銀、六銅的佳績。

十二日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感謝義工和多個政府部門，參與清理在七月颱

風韋森特襲港後散落在本港海灘和沿岸的數千公斤膠粒。

十三日 政府公布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的成員名單。設立該委員會旨在檢視

社會不斷轉變的房屋需求和緩急次序，並就如何應付有關需求提出建議。

十八日 政務司司長闡釋加強打擊北區水貨活動的執法行動。

 在菲沙研究所發表的《世界經濟自由度：二零一二年周年報告》中，香港

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

十月

一日 兩艘客輪在南丫島對開海面相撞，其中一艘船隻沉沒，造成39人死亡。

 香港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國家所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中涉及冰島、列支

敦士登和瑞士的部分生效，而涉及挪威的部分則於十一月一日生效。

四日 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和政府人員在全港哀悼日為南丫島撞船慘劇的

遇難者默哀三分鐘，政府建築物亦下半旗致哀。

八日 政府接納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的建議，正式擱置該科的課程指

引，以釋除公眾疑慮。

十一日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宣布成立督導委員會，檢討本港私營醫療機構

的規管架構。事緣四名女子在美容中心接受靜脈注射後出現敗血性休

克，其中一人死亡，事件引起公眾關注。

十七日 行政長官在立法會發言時，闡述他對幾種重要關係 (包括行政與立法關

係，以及香港與內地和外國的關係 )及房屋和政治發展等問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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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日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委任一個調查委員會，就兩艘客輪在南丫島對開

海面相撞的事故，進行調查。

二十六日 財政司司長宣布為樓市降温的措施，包括把額外印花稅的適用期由兩年

延長至三年，以及推出買家印花稅，規定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購買住宅物

業時繳付15%的買家印花稅。

 政務司司長重申政府落實興建啟德體育園區的計劃。

十一月

一日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編製的報告，香港的金融發展指數連續兩年排名首

位。此報告根據全球62個領先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的廣度、深度和效率

作出排名。

九日 行政長官委任新扶貧委員會的成員。委員會將檢討現行政策和制定新政

策，以達致防貧和扶貧目的。

十五日 政務司司長代表香港在馬德里與西班牙簽署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及移

交被判刑人士協定。

二十一日 關愛基金推出新援助措施，資助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嚴重肢體殘疾人士租

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

二十六日 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的秦俑展覽結束。展覽自七月二十五日開幕以

來，共吸引超過42萬人次參觀。

十二月

四日 政府公布撤回較早前重建中區政府合署西座的決定，並會把大樓分配予

律政司和與法律服務相關的非政府機構作辦公室用途。

七日 立法會通過新推出的長者生活津貼的撥款申請，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更

多財政援助。

八日 香港郵政發行一套紀念郵票，以紀念香港發行首枚郵票150周年。

十日 行政長官在立法會回應有關其物業僭建工程的提問，並表示其答覆和所

採取的行動，相信可釋除公眾疑慮，讓大家可重新聚焦於其日常工作。

十一日 香港小四學生在“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2011”中，閱讀能力名列第

一；香港中二學生和小四學生在“國際數學及科學趨勢研究2011”中，數

學表現亦位列前五名。

十二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訪港工作人員代表團重申對聯繫匯率制度長久以來

的支持，並讚揚香港政府積極推行政策，支持經濟增長及維持金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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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公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接納最低工資委員

會的建議，由二零一三年五月一日起，把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每小時28

元增至每小時30元。

十三日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在香港開設亞太區域辦事處

的意義重大，代表海牙會議對香港作為區域法律服務中心，以及作為海

牙會議在區內推行工作和發揮影響力的跳板，投下信心一票。

十六日 香港藝術館呈獻亞洲歷來最大型的安迪 •華荷作品展。

十九日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就副總理李克強在二零一一年八月訪港而

衍生對警方的投訴發表最終報告，建議警方如何在部署和採取保安措施

方面，作出改善。

二十二日 香港國際機場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聖誕假期首天共處理1 081架次航機升

降，打破之前在一月二十日所錄得單日1 057航機升降架次的紀錄。

三十一日 禁止在本港水域拖網捕魚的措施生效，推行有關措施旨在讓海洋生態環

境得以逐漸復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