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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大事紀要

一月

一日 對於分別有市民參與支持政府和反對政府的集會，政府重申會尊重市民
抗議和發表意見的權利，並會虛心聆聽訴求。

七日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代表香港特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簽署港澳兩地相互
認可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

九日 彈劾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動議遭立法會否決。這是首次有議員提出彈劾行
政長官的動議。

十日 香港連續第19年獲傳統基金會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

十四日 律政司司長在新法律年度開啓典禮上，暢論香港作為亞太區主要國際法
律服務和解決爭議中心的優勢。

十六日 行政長官在他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多項計劃，處理房屋及土地供應、
扶貧安老及環保等主要問題。他說要解決這些問題及應付未來挑戰，香
港的經濟必須持續發展。

十七日 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成立，就香港中醫中藥業的長遠發展策略向政府提
出建議。

十八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有關香港的報告中指出，聯繫匯率制度仍然是最適
合香港的匯率制度，並讚揚香港政府採取前瞻措施，維護香港金融穩定。

三十日 “探本溯源：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展”在香港歷史博物館開幕，展出大英
博物館170件珍藏文物。這是本港首次展覽美索不達米亞文物，而香港也
是美索不達米亞文物世界巡迴展在亞洲的唯一行程站。

二月

六日 “法貝熱 —— 俄羅斯宮廷遺珍”藝術展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展出二百
多件來自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博物館和費斯曼礦物博物館的珍品，包括舉
世知名的法貝熱復活蛋 (由法貝熱為俄國皇室精心設計的珠寶擺設 )。

二十一日 香港單車手李慧詩在白俄羅斯明斯克舉行的“2013世界場地錦標賽”中勇
奪女子500米場地計時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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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日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宣布把現行住宅物業和非住宅物業的從價印花稅稅率

增加一倍，藉此為物業市場降温。

二十四日 多達72 000人參加“渣打香港馬拉松2013”，為多個慈善團體籌款，人數

創歷史新高。

二十五日 行政長官為位於中環八號碼頭的香港海事博物館主持開幕禮。

二十六日 行政長官在香港禮賓府與到訪的泰國總理英祿 •西那瓦會面。

 香港與泰國簽署加強貿易及經濟關係合作安排。

二十七日 財政司司長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一系列措施，以

推動經濟、優化人力、投資基建和關顧民生。

二十八日 政府宣布由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起，重新啓動賣地計劃，並取消勾地機

制，以取回土地供應的主導權。

三月

一日 《2013年進出口 (一般 )(修訂 )規例》生效。根據有關規例，任何人除非獲發

出口許可證，否則不得從香港輸出供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配方粉 (包

括奶粉及豆奶粉 )。該規例有一項豁免條款，容許年滿16歲的離港人士在

任何24小時時段內，以私人隨身行李攜帶不超逾1.8公斤的配方粉出境。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前赴四川，出席兩個援建項目

的落成儀式。計及這兩個項目，四川省地震災區已有175個由香港特區參

與的援建項目竣工。

四日 香港特區與捷克共和國簽署三份有關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移交就刑

事法律程序而被通緝的人及移交被判刑人士的雙邊協定。

十三日 行政長官主持經濟發展委員會的首次會議。他表示，一如重視民生事

項，政府十分着重經濟發展，因為香港必須有持續及更強勁的經濟增

長，才能獲得所需資源以解決房屋、貧窮和人口老化等深層次問題。

十八日 民政事務局推出為期兩年的“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法律意見試驗計

劃”，由社區律師為已在區域法院或更高級法院提出訴訟或是在該等法院

進行的訴訟中屬訴訟一方但未獲法律援助的人士免費提供法律程序方面

的意見。

十九日 地政總署宣布，將根據“港人港地”措施，公開招標出售兩幅位於啟德的

住宅用地。這兩幅用地所興建的單位只可售予香港永久性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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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日 終審法院裁定，《入境條例》第2(4)(a)(vi)條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
款第 (四 )項，在憲法上有效。《入境條例》第2(4)(a)(vi)條規定，來港工作
的外籍家庭傭工因受僱而留在香港的期間，不得計算作獲取香港永久性
居民身分所需的通常居港期。

二十九日 香港國際機場錄得單日1 172航機升降架次，打破了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的1 081架次紀錄。

四月
五日 行政長官在香港禮賓府與到訪的墨西哥總統恩里克 •培尼亞 •涅托會面。

 政府發放第一筆長者生活津貼。這項新設的津貼預期可惠及超過40萬名
長者。

八日 行政長官接納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建議，任命原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
官霍兆剛為終審法院常任法官，由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起生效。

 教育局宣布成立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

九日 勞工及福利局宣布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

十一日 兩名客輪船長各被控以39項誤殺罪名。他們駕駛的客輪於二零一二年十
月一日在南丫島對開海面相撞，其中一艘客輪沉沒，導致39名乘客死亡。

十八日 課程發展議會主席楊綱凱表示，新學制、新高中課程和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在首個三年周期已發揮正面作用，收到顯著成效。

十九日 二零一二年十月一日南丫島附近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向行政長官提交報
告。委員會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二日期間進
行了50日實質聆訊，聽取了113名證人作供。

二十三日 政務司司長啓動為期八個月的“家是香港”運動。這項運動的四個主題為
“活力香港”、“潮流香港”、“關愛香港”和“清新香港”，相關的節目和活
動超過1 100項。

二十六日 政府宣布，香港與東南亞國家聯盟達成共識，尋求締結雙邊自由貿易協
定。

 全港18區進行為期三天的大型清潔行動，推動環境衞生和清潔。

五月
一日 法定最低工資由每小時28元調高至30元。

二日 黃色充氣“橡皮鴨”在香港海運大廈╱海港城對開海面亮相。“橡皮鴨”
高16.5米，由荷蘭藝術家霍夫曼設計。香港是“橡皮鴨”世界之旅的其中 

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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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 葵涌貨櫃碼頭罷工工人接納9.8%的加薪幅度，結束歷時40日的工潮。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與到訪的法國外交部部長洛朗 • 法比尤斯簽署
有關雙邊工作假期計劃的協議。根據有關計劃，雙方每年各提供200個名
額，讓對方參加者在己方境內逗留最多12個月，其間可從事工作以賺取
旅費。香港已先後與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愛爾蘭、日本、韓國和
新西蘭訂立類似的計劃。

十日 香港懲教博物館迎接第60萬名訪客。博物館位於赤柱，開幕剛超過十年。

十三日 終審法院裁定，《婚姻訴訟條例》和《婚姻條例》中禁止已接受性別轉換手
術人士按已更改的性別結婚的法定條文屬違憲。

十八日 “惜食香港”運動正式啓動。這項在全港推行的運動旨在提升公眾對廚餘
問題的關注，以及鼓勵整個社會，包括個人及家庭以至工商界，減少廚
餘。

二十四日 行政長官接納張震遠的請辭。張震遠基於其正接受警方調查而即時辭去
所有公職，包括在行政會議及市區重建局的職務。

二十八日 香港特區與大韓民國簽署移交被判刑人士協定。

六月

九日 行政長官前赴紐約，進行為期兩天的訪問。這是他自二零一二年七月上
任以來，首次到海外進行官式訪問。

十日 第二階段邊境禁區範圍縮減計劃實施，超過710公頃土地從邊境禁區釋
出。有關計劃分三個階段進行，原本約2 800公頃的邊境禁區範圍最終會
在二零一五年第三階段計劃完成時縮減至約400公頃。該處居民和其他市
民可自由進出開放的地區。

十二日 新建的啟德郵輪碼頭迎接第一艘郵輪“海洋水手號”。

二十三日 泄密者斯諾登循合法和正常途徑離開香港，前往第三國家。美國政府早
前曾要求香港特區政府暫時逮捕斯諾登。

二十四日 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被裁定串謀詐騙及使用文件意圖欺騙罪名成立。 

麥齊光在一九八零年代與另一名公務員互相租用對方的單位，藉以騙取
70萬元津貼。

二十七日 根據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發表的《2013年世界投資報告》，香港在二零
一二年的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金額超過750億美元，全球排名第三，僅次於
美國和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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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一日 對於有市民參加遊行，政府重申會尊重市民遊行和發表意見的合法權

利，並會虛心聆聽訴求。

四日 政府公布計劃，在新界東北拓展古洞北和粉嶺北兩個新發展區。有關項

目是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的第一部分。

十日 《2013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生效，容許香港在有需要時與其他稅務管

轄區簽訂稅務資料交換協定，並提升現行全面避免雙重徵稅協定下的資

料交換安排。

十二日 屏山天水圍文化康樂大樓正式開幕。大樓的高座用作公共圖書館，樓高

八層，是香港第二大圖書館，也是首間設有戶外庭園的圖書館。

十八日 由灣仔歷史建築羣活化而成的“動漫基地”開幕，為動漫藝術家提供展覽

場地和工作室。

十九日 《2012年商品說明 (不良營商手法 )(修訂 )條例》生效。條例的涵蓋範圍由貨

品擴展至包括服務行業以及所訂明的不良營商手法，為消費者提供更大

的保障。

二十日 紀念李小龍逝世40周年的展覽在香港文化博物館揭幕，展出超過600件有

關這位著名武打巨星的物品。

二十二日 申訴專員黎年在其二零一三年年報中建議政府考慮制定法例，讓政府部

門和公營機構可以作出道歉而無須擔心日後須為此負上額外法律責任。

三十一日 “國采朝章 —— 清代宮廷服飾”展覽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展出故宮博

物院珍藏的一百三十多套清廷服飾和配飾。

八月

一日 容許居於廣東的香港長者無須每年回港也可領取每月1,135元高齡津貼的

計劃接受申請。有關津貼由二零一三年十月一日起發放。

 行政長官接納林奮強辭去行政會議職務。

十三日 強颱風尤特迫近香港，八號颱風信號持續達12小時，是二零零二年以來

八號颱風信號維持時間最長的一次。

二十九日 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

的安排》的《補充協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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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一日 位於維多利亞公園的舊泳池關閉。該泳池於一九五七年啓用，是全港第

一個公眾泳池。舊泳池關閉後，於九月十六日由符合現代國際標準的新

泳館取代。

三日 香港大澳文物酒店榮獲二零一三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物古蹟保

護獎的優異項目獎。有關獎項旨在表揚個人及機構為修復和保育區內歷

史文物和建築物作出的努力。

四日 香港在世界經濟論壇《2013-2014年世界競爭力報告》中獲評為世界第七個

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系，排名較前一年上升兩位。

十二日 在遼寧省舉行的第十二屆全運會閉幕，香港運動員奪得一面金牌、三面

銀牌、三面銅牌。

 廉政公署公務酬酢、餽贈及外訪規管制度和程序獨立檢討委員會發表報

告。由於該署正就針對前廉政專員湯顯明的投訴進行調查，報告中有部

分資料被遮蓋。

十八日 香港在菲沙研究所發表的二零一三年《世界經濟自由》周年報告中，再次

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

十九日 入境事務處首條具備語音輔助功能的e-道在落馬洲支線管制站離境大堂

啓用，協助視障人士辦理離境手續。

二十五日 “伴你同行：香港巴士故事”展覽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慶祝香港專營

巴士投入服務80周年。

二十八日 扶貧委員會公布首次制定的官方貧窮線，把貧窮線界定為政府政策介入

(例如除稅及福利轉移 )前，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一半。按這個定

義，香港在二零一二年約有102萬貧窮人口 (403 000個住戶 )，貧窮率為

15.2%。

十月

五日 行政長官啓程前往印度尼西亞，出席在峇里舉行的“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

2013領導人會議”及其他相關會議。

六日 多達2 000名泳手參加一年一度的維港渡海泳。比賽以鯉魚門為起點，鰂

魚涌為終點，全程1.5公里。來自德國的泳手Christian Reichert以15分45

秒的佳績勇奪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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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原則上批准奇妙電視有限公司及香港電視娛樂有

限公司的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而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的

申請則不獲接納。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以循序漸進方式在免費

電視市場引入競爭，是謹慎和符合公眾利益的做法。這是香港接近40年

來首次發出新的免費電視牌照。

十七日 行政長官設立一個專責小組，負責就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

立法會產生辦法進行公眾諮詢。專責小組由政務司司長領導，律政司司

長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均為成員。

 在聯繫匯率制度推出30周年當日，財政司司長表示，聯繫匯率制度在過

去30年一直是維持香港經濟和金融穩定的重要元素，政府認為無必要亦

無意改變這個制度。

二十一日 位於石硤尾美荷樓的一所展示早期公共屋邨面貌的博物館開幕。該博物

館分兩層，展品超過1 200件。經修復的美荷樓於一九五四年落成，是最

早興建的其中一幢徙置大廈，樓高六層，用以安置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石硤尾大火中失去家園的寮屋居民。

二十四日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展開公眾參與活動，讓公眾更深入了解人口問題帶

來的挑戰，並就相關的政策方針凝聚共識。

二十五日 《空氣污染管制 (空氣污染物排放 )(受管制車輛 )規例》刊憲。有關規例旨在

逐步淘汰約八萬輛歐盟四期以前的柴油商業車輛，並就新登記的柴油商

業車輛設定15年的退役期限。

十一月

一日 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接納“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

組”提交的報告。報告建議高風險美容程序應受規管，而某些程序只應由

註冊醫生或註冊牙醫進行。

八日 “巨龍傳奇”展覽在香港科學館舉行，展品包括機械恐龍模型 (其中一隻長

30米、高十米 )，另有超過190件化石和其他展品。

二十二日 政府宣布，古物事務監督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把中環和平紀念碑和薄

扶林伯大尼修院列為法定古蹟。

二十三日 行政長官在香港禮賓府與歐洲委員會主席若澤 •曼努埃爾 •巴羅佐會面。

二十八日 香港特區與瑞典王國簽署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雙邊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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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二日 關愛基金推出“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援助項

目，以協助低收入住戶。一人住戶的津貼金額為3,500元、二人住戶為
7,000元、三人或以上住戶為一萬元。預計會有78 700個住戶 (超過21萬
人 )受惠。

 政府化驗所慶祝成立100周年，趁此機會舉辦為期四天的國際會議。

 香港確診首宗人類感染甲型禽流感 (H7N9)個案。

三日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所舉辦“2012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的評估結
果，在參與研究的65個國家╱地區當中，香港15歲學生的閱讀能力和科
學能力排名第二，數學能力排名第三。

 中國香港代表團出席在印度尼西亞峇里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九屆部長
級會議。

四日 政府就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展開為期五個
月的公眾諮詢。

五日 行政長官在香港禮賓府與到訪的比利時皇后瑪蒂爾德及副首相兼外長雷
恩代爾會面。

十二日 根據香港與大韓民國訂立的對等安排，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可申請在大
韓民國使用自助出入境檢查服務。

十七日 終審法院裁定，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開始向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申請人
施加的“居港七年規定”屬違憲，並命令恢復原有的“居港一年規定”。

三十日 香港單車代表隊在新落成的香港單車館獻技，慶祝香港首條室內單車賽
道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