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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大事紀要

一月

一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與英國訂立的雙邊工作假期計劃生效。兩地的青年人可
在對方境內逗留最多兩年，其間可從事工作以賺取旅費、修讀自資課程
或參與義務工作。

七日 邵氏影城和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創辦人邵逸夫爵士逝世，享年107歲，行
政長官梁振英對邵爵士逝世表示哀悼。

十三日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法律年度開啓典禮上闡述香港法律制度持正
不阿精神的幾個要點：真正獨立的司法機構、單單根據法律的條文和精
神恰當地引用法律的法官，以及必須確保法院所做的一切具有透明度，
以彰顯法律持正不阿的精神。

十四日 香港連續第20年獲傳統基金會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

十五日 行政長官在他的第二份施政報告中承諾，政府會致力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並推動政制發展以加強管治。

十七日 政府發表《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報告的結論是，香港大
致上有能力接待推算中二零一七年的7 000萬名訪港旅客，但酒店房間供
應將持續緊張。

二十八日  由於一批來自廣東佛山的活雞證實帶有H7N9禽流感病毒，長沙灣臨時家
禽批發市場關閉21天，銷毀家禽22 000隻。在批發市場關閉期間，內地
和本港的活家禽買賣暫停。

二十九日 行政長官宣布，由二零一四年二月五日起，政府會暫停菲律賓外交和公
務護照持有人14天免簽證的訪港安排，原因是菲律賓政府未有向馬尼拉
人質事件的受害者和家屬正式道歉。

二月

一日 《空氣污染管制 (空氣污染物排放 )(受管制車輛 )規例》生效，為新登記的柴
油商業車輛訂定15年的退役期限。

六日 為期六個月的“築福香港”活動啓動，鼓勵社會各界為弱勢社羣舉辦活
動，作為扶貧工作的其中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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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 政府宣布恢復本地活家禽供應，但仍然暫停由內地進口供屠宰和食用的
活家禽，以預防H7N9禽流感傳播。

 在二零一三年十一月至二零一四年一月的三個月內，經季節性調整的失
業率跌至3.1%，是自一九九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九八年二月期間以來的新
低。

十九日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就政府帳目委員會對廉政公署在公務酬酢、離港外
訪、餽贈方面的內部行政監控工作的報告提交政府覆文。她指出，報告
所提的不足之處和違規情況，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影響廉署的形象和香
港作為一個廉潔社會的聲譽。她表示政府有決心採取措施以重建香港市
民對廉署的信任。

二十日 環境局發表《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2014-2022》，為香港訂下目標，在
二零二二年或之前把堆填區的廚餘棄置量減少四成。

二十五日 中央人民政府通知香港政府，原定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日至十二日在香
港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財政部長會議將延期，地點由香港改為北京。

二十六日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財政預算案》，提出一系列措施以提高香港的競
爭力，推動經濟發展。他指出，他的首要任務是推動經濟發展，維持良
好的營商和就業環境。

 行政長官強烈譴責襲擊前《明報》總編輯劉進圖的暴行，並稱香港是法治
社會，絕不容忍暴力事件發生。

二十八日 國際知名華人藝術家朱銘雕塑展在香港藝術館揭幕，展出以“人間系列”
為題的120套雕塑作品。

 《2014年印花稅 (修訂 )條例》刊憲，把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或之後取
得的住宅物業的持有期延長至36個月。在物業持有期內，如出售或轉讓
物業，須繳交額外印花稅。條例由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起生效。另
外，條例又提高適用的額外印花稅稅率，以及引入買家印花稅。取得住
宅物業的人士，如並非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一般須繳交買
家印花稅。

三月

三日 新的《公司條例》生效。新條例旨在加強企業管治、方便營商、確保規管
更為妥善以及使公司法例現代化，從而鞏固香港的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
地位。

五日 “世界正義工程”發表的二零一四年法治指數顯示，在秩序和安全方面，
香港在99個司法管轄區中位列第四，在整體法治方面則排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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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 二零一四年香港花卉展覽在維多利亞公園開幕，展出超過35萬株花卉，
包括四萬株家樂花。家樂花為是次展覽的主題花。

十二日 卡拉瓦喬的傑作《以馬忤斯的晚餐》(一六零五至零六年 )在亞洲協會香港
中心展出。

二十日 律政司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合辦二零一四年“調解周”，進一步在香港推廣
和發展調解服務。

二十一日 行政長官在香港禮賓府與新西蘭總理約翰 •基會面。

二十四日 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在香港舉辦的亞洲投資研討會上指出，政
府應考慮禁止售賣活家禽，以防止禽流感等傳染病傳播。

四月

七日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宣布，七個屋苑共約一萬個住戶會參加為期六個月的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試點計劃。

九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團完成二零一四年第四條磋商討論後，發表初步
總結，當中指出香港的金融體系規管及監管穩健，切合香港作為全球主
要金融中心的需要，而聯繫匯率制度是最適合香港的匯率制度。

 在香港科學館舉行的“巨龍傳奇”展覽圓滿結束。展覽自二零一三年十一
月八日開幕以來，吸引逾77萬名觀眾入場，打破歷來紀錄。

十五日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宣布，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竣工時間，將由二零
一五年延至二零一六年，並於二零一七年投入服務。

二十三日 香港特區政府與菲律賓政府就二零一零年八月發生的馬尼拉人質事件發
出聯合公告，就受害者和家屬提出的四項訴求 (道歉、賠償、懲處負責官
員和其他人士及採取措施保障旅客安全 )定出解決方案。

五月

五日 行政長官多謝各界關心香港未來政治體制發展，感激他們就《二零一七年
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提出意見。政府在諮詢
期內收到接近125 000份意見書。

十三日 “吉卜力工作室場面設計手稿展”在香港文化博物館揭幕。日本吉卜力工
作室製作的動畫廣受大眾歡迎。

十五日 政府在28公噸充公象牙中銷毀第一公噸。《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
約》秘書長約翰斯坎倫指此舉“帶出一個強烈信息，就是香港不會接受或
容忍這類非法買賣或其對非洲大象和鄉村居民生計的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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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日 政府宣布成立獨立專家小組，由夏正民法官擔任主席，負責檢視廣深港
高速鐵路香港段的工程延誤。

十八日 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擴展至12歲以下合資格的
殘疾兒童，估計約有9 000名兒童受惠。

二十三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有關香港的《金融體系穩定評估報告》，當中確認
香港是全球規模最大及最先進的金融體系之一，在世界經濟論壇的金融
發展指數中位居榜首，而且有相當完備的監管，具備承受衝擊的能力。

六月

九日 由法國藝術家Paulo Grangeon製作的1 600隻紙糊熊貓抵達香港，為世界
自然基金會籌款，宣揚保育野生生物的信息。這1 600隻紙糊熊貓象徵全
球僅存的1 600隻野生大熊貓。

十日 中央人民政府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有系
統地闡述“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踐情況，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
發展的回顧、評價和展望。

十四日 行政長官在香港管弦樂團40周年音樂會上，祝賀樂團踏入40周年的里程。

十九日 《變形金剛4：殲滅世紀》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全球首映。這是最新一齣
“變形金剛”系列電影，有部分場面在香港取景拍攝。“變形金剛”系列科
幻電影一直深受觀眾歡迎。

二十日 香港與美國就交換稅項資料事宜簽署的協定生效。

二十一日 前身為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的“PMQ元創方”正式開幕，成為香港的創
意工業地標。

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六月的平均氣温高達29度，是自一八八四年有記錄以來最炎
熱的六月。

七月

一日 對於有數以千計示威者由維多利亞公園遊行至中區，政府呼籲社會各
界，以理性務實的態度，在《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
相關解釋及決定的基礎上，就政改問題凝聚共識。

三日 行政長官在香港禮賓府與馬其頓共和國總理尼科拉 •格魯埃夫斯基會面。

十一日 香港與東南亞國家聯盟在港展開自由貿易協定的正式談判。

十五日 行政長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交關於香港特區二零一七年
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特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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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同時發表《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
報告》。

十七日 終審法院就二零一二年一宗司法覆核作出的命令生效。此後，當已接受
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人結婚時，婚姻登記官會把該人視為屬於所重置的
性別。

二十四日 新一套以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為主題的通用郵票發行，郵票上展示西
貢火山岩和新界東北沉積岩園區的16個地質景點。

二十五日 政府公布二零一四年正式選民登記冊，地方選區選民有3 507 786人，區
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選民有3 251 274人，功能界別 (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
別除外 )選民有232 677人；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則載
有239 089名投票人。

 《2014年印花稅 (修訂 )(第2號 )條例》刊憲，以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為
生效日期，一律提高物業交易的從價印花稅稅率，但如有關物業為住宅
物業，而買方為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並在取得有關住宅物
業時，在香港並無擁有任何其他住宅物業，則屬例外。

三十日 警方公布，香港上半年整體罪案數字較去年同期下跌6%，錄得33 916

宗，是一九八零年以來的新低。

三十一日 七月份的平均氣温達29.8度，是本港有記錄以來最炎熱的七月。

八月

四日 香港隊於首次在港舉行的世界跳繩錦標賽中，贏得合共92面獎牌，部分
選手更刷新世界紀錄。

三十一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二零一七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
法作出決定。按照有關決定，提名委員會的人數、組合和產生辦法將與
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相同。提名委員會可提名二至三名行政長官
候選人，而每名候選人須獲得提名委員會過半數委員的支持，才可參
選。香港特區所有合資格選民均有權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投票。

九月

二日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14-2015世界競爭力報告》，香港在144個經濟體系
中排名第七，在基建和金融市場發展方面更名列榜首。

五日 香港恢復由內地進口活家禽。政府在一月暫停從內地輸入活家禽，以防
止禽流感擴散。

十一日 政府根據政府債券計劃發行首批伊斯蘭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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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馬季開鑼。沙田馬場錄得69 878入場人次，全日投
注總額為11.39億元；兩者均創20年來馬季開鑼日的新高。

十七日 行政長官在香港禮賓府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會面。

 政府公布《鐵路發展策略2014》，概述七個新鐵路項目的計劃。預計有關
項目於二零三一年完成後，全港鐵路網的總長度會由二零二一年的270公
里延長至二零三一年的逾300公里，車站數目亦會由99個增至114個。

二十五日 里昂證券有限公司與亞洲企業管治協會共同發表的《2014年企業管治觀
察》報告把香港的企業管治評為亞洲之冠。

二十八日 “佔領中環”發起人宣布啓動公民抗命運動，政府呼籲“佔中”發起人以香
港整體利益為重。

 警方施放催淚煙，驅散添馬政府總部外的示威者。示威者其後佔領這一
帶地區，堵塞通往中區和鄰近地區的主要道路。

二十九日 “佔領行動”蔓延至旺角和銅鑼灣。

三十日 九月份的平均最低氣温為27度，是有記錄以來最炎熱的九月。

十月

二日 由於示威活動持續，行政長官委派政務司司長代表政府與香港專上學生
聯會的代表會晤，討論香港的政改問題。

四日 在南韓舉行的亞洲運動會閉幕。香港隊刷新紀錄，贏得42面獎牌，包括
六面金牌。單車選手李慧詩在女子場地單車凱琳賽及場地單車爭先賽中
勇奪金牌。

七日 根據菲沙研究所發表的二零一四年《世界經濟自由》周年報告，香港在152

個參與調查的經濟體系中，獲評為最自由的經濟體系。

九日 中國香港與智利於二零一二年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生效，範圍涵蓋智利
對香港原產貨品及其他方面 (例如服務和投資 )98%稅目的關稅。

二十一日 政務司司長、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行政
長官辦公室主任邱騰華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與香港專上學
生聯會代表討論香港的政改問題，對話過程由電視直播。

二十四日 政府宣布，古物事務監督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把大坑蓮花宮、鴨脷洲
洪聖古廟和九龍城侯王古廟列為法定古蹟。

二十八日 根據世界銀行集團發表的《2015年營商環境報告》，香港的營商便利程度
在189個參與調查的經濟體系中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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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日 香港旅遊發展局在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及鐘樓的外牆上演首場“閃躍維
港”3D光雕匯演。

 “皇村瑰寶：俄羅斯宮廷文物展”在香港歷史博物館揭幕，其中一項亮點
展品為一八五六年於莫斯科舉行亞歷山大二世加冕典禮時使用的馬車。

三十一日 高山劇場新翼正式開幕。新翼的演藝廳設有600個座位，當中多項設施是
為配合粵劇演出而特別設計。

十一月

八日 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慶祝踏入25周年。

十七日 “滬港通”開通。香港及外地投資者可直接買賣在上海上市的570隻股票，
內地投資者則可直接買賣在香港上市的270隻股票。與此同時，香港居民
每人每日兌換二萬元人民幣的限制取消。

十八日 執達主任協助一宗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執行一項臨時禁制令，移除示威
者在金鐘中信大廈外架設的障礙物。

十九日 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在香港設立首個在內地以外的仲裁中心，提供海事
爭議仲裁服務。

二十六日 警方連同執達主任協助一宗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執行一項臨時禁制令，
移除示威者在旺角一些街道架設的障礙物。

十二月

三日 根據“透明國際”在二零一四年公布的調查結果，香港公營機構的清廉觀
感指數在全球175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17。

 “佔中”行動三名發起人及另外21名人士就參與公民抗命運動和非法示威
一事，到中區警署自首。

五日 高60米的中環海濱摩天輪啓用。

十日 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羅伯托 •阿澤維多祝賀香港在160名世貿成員中成為
首名加入《貿易便利化協定》的成員。協定對所有世貿成員具約束力，當
中載列成員在改善和協調進出口和通關手續方面的責任，目的是透過提
高貨運效率，使全球經濟受惠。

十一日 執達主任協助一宗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執行一項臨時禁制令，移除示威
者在金鐘一帶道路架設的障礙物。行動中有249名拒絕離開的人士被警方
拘捕。

十五日 警方在非法示威活動持續79日後，開通銅鑼灣被示威者堵塞的其餘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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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日 政府公布自一九九八年以來首份新長遠房屋策略，內容包括加建出租公
屋單位、提供更多資助出售單位，以及透過持續土地供應和適當的需求
管理措施穩定住宅物業市場。

十八日 內地與香港根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框架，就
基本實現廣東與香港服務貿易自由化簽訂協議。內地為香港服務業開放
廣東153個服務貿易分部門，佔全部服務貿易分部門的95.6%。

 《2014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根據新法例，合資格的男性僱
員可享有三天侍產假，放假期間可獲得每日平均工資五分之四的薪酬。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這是推廣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一個里程
碑。

二十三日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因一項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一項串謀觸犯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以及三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涉及款項、無抵押
貸款及單位租金合共超過2,500萬元 )，在原訟法庭被判處入獄共七年半。
同案有三名商人被裁定一項串謀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成立，其中
兩人另被裁定一項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名成立；三人各被判處入
獄五年至六年。

二十八日 連接上環至堅尼地城的港鐵西港島線通車。

三十一日 由於在一批進口活雞中發現有部分樣本對H7禽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政
府宣布關閉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