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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大事紀要

一月
十一日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法律年度開啓典禮上致詞。他說，社會大眾

如重視法治的概念，視之為本港社會的基石或支柱，就必須了解香港的
法律制度，知道法院如何秉行公義。在概念上，秉行公義正是司法的目
的。香港的法律制度以普通法為依據，並建基於其特點，即公平、透明
及向法院提出訴訟的權利。

十三日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他的第四份《施政報告》中公布，政府將成立高層次督
導委員會，負責制定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策略和政策。委員會由
行政長官擔任主席。此外，政府將設立“一帶一路”辦公室，推動相關的
研究項目，並在這方面協調政府部門和其他機構的工作。

十六至十七日 “2015-2016國際單車聯盟世界盃場地單車賽”的最後一站賽事在香港單車
館進行，是香港首次主辦這項盛事。

十七日 香港馬拉松在惡劣天氣下如期舉行，參賽健兒經歷賽事舉辦20年以來 

天氣最壞的一年。香港天文台在一月十五至十七日期間錄得超過75毫米
雨量。賽事吸引74 000人報名，最終約有61 000人無懼風雨，依時參賽。

十九至三十日 香港單車代表隊到日本參加亞洲單車錦標賽，取得驕人成績。李慧詩在
場地單車賽 (女子精英組凱琳賽 )勇奪金牌；張敬樂贏得三面金牌和兩面
銀牌，其中一面銀牌是伙拍隊友梁峻榮出戰摘下。

二十四日 這是自一九五七年以來最寒冷的一天，氣温下降至攝氏3.1度，大帽山更
錄得零下6度的低温。高地及新界廣泛出現結霜、霧凇、結冰和降下凍雨
及冰粒的現象。

 香港電車有限公司旗下全港首輛觀光電車投入服務。這輛編號68的開篷
電車接載旅客遊覽上環至銅鑼灣一帶，途經跑馬地，車程一小時。

二十七日 由於證據不足，律政司決定不對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展開刑事法律程序。
廉政公署在二零一三年五月展開的有關調查工作到此結束。

二十九日 梁懿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參加四年一度的全國冬季運動會，於花樣滑冰
女子單人自由滑賽事中贏得銅牌，是香港自一九九九年參賽以來，首次
有運動員贏得獎牌。

三十日 立法會通過額外撥款54億元，以完成港珠澳大橋建造工程，項目預算開
支總額修訂為35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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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一月是131年以來雨水最多的一月。全月錄得266.9毫米 

雨量，是歷來一月份平均數值24.7毫米的10倍以上，打破一八八七年 

一月錄得214.3毫米雨量的舊紀錄。

二月

一日 由即日起，年滿65歲或提早於60歲退休的強積金計劃成員，除可一筆過
提取全部強積金權益外，也可選擇以分期形式提取。

二日 總部設於華盛頓的智庫組織傳統基金會，連續22年評選香港為全球最自
由經濟體。

五日 政府把寨卡病毒感染列為法定須呈報傳染病。醫護人員如發現任何懷疑
個案，須按照法例規定向衞生署署長呈報。

六日 香港國際機場有1 227架次航機升降，創下單日航機升降數目新紀錄， 

超越二零一五年四月三日錄得1 210架次的舊紀錄，與去年的全年平均每
日1 117架次相比，增加近10%。

九日 年初一晚上，旺角發生暴力事件，擾攘至翌日 (即二月九日 )清晨，最終
演變成暴亂。約100名警務人員及數名傳媒工作從業員受傷。

二十四日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多項 

措施鞏固香港的優勢和把握發展機會，以應對全球新經濟秩序帶來的挑
戰。

二十七日 香港飛行總會一架Zlin Z242L型號單引擎定翼飛機在大埔赤門虎頭沙近岸
位置失事墜毁，機師身亡。

二十八日 香港舉行立法會新界東地方選區補選，以填補因湯家驊資深大律師辭職
而懸空的議席，結果楊岳橋大律師以160 880票當選。這次補選有七名 

候選人，有434 220名選民投票，投票率為46.18%。

三月

十一日 立法會通過額外撥款196億元，以完成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
項目預算開支修訂為864億元。

十二日 評級機構穆迪將香港的評級展望由穩定轉為負面。財政司司長回應時
表示，香港經濟基礎穩固、金融監管制度完善、銀行系統具抵禦能力、 

財政狀況穩健，這些因素足以令香港經濟有能力繼續應對未來的挑戰。

十三日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啓用，公私營醫護機構如獲得病人同意，可互相
查閱病人的健康紀錄。

十六日 位於將軍澳百勝角的消防及救護學院啓用，為消防處提供多種先進的模
擬訓練設施和526個培訓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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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 香港快運航空公司成為本港首家禁止運載魚翅的航空公司。國泰航空公
司隨後在六月二十二日宣布，該公司聯同附屬公司港龍航空公司實施魚
翅禁運。

二十二日 行政長官在香港禮賓府與立陶宛共和國總理布特克維丘斯會面。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及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就延續模擬聲音廣播牌照提出的申請。兩家電台的牌照各續期12年， 

由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起至二零二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止。

三十一日 機場中場客運大樓啓用。大樓耗資100億元興建，樓高五層，新增20個 

停機位，每年可額外處理至少1 000萬名旅客。

 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旗下全新免費中文電視頻道ViuTV開始試播。

四月

一日 吳安儀和温家琪在英國參加世界女子桌球錦標賽，於女子雙人賽事中力
壓對手，勇奪冠軍。

二日 亞洲電視有限公司的免費電視牌照期屆滿，在凌晨零時停止運作，結束
59年的電視廣播服務。翌日，香港電台開始在亞視騰出的兩條模擬電視
節目頻道同步播放其數碼電視頻道的相同節目。

十三日 張家朗在江蘇無錫參加亞洲劍擊錦標賽，在男子花劍個人賽事中勇奪
金牌，成為歷史上首名獲此殊榮的香港運動員。亞洲劍擊錦標賽始 

於一九八九年。

五月

十一至十二日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四川省視察香港特區援建項目，並到臥龍自然保
護區的中華大熊貓苑主持開園儀式。她其後在十月二十八日出席“香港特
區支援四川地震災後重建 —— 援建工作完成典禮暨臥龍自然保護區災後
重建分享會”，並擔任主禮嘉賓。

十七至十九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兼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德江蒞臨香港，訪問行程包括參觀發展局、 

香港科學園和香港聖公會將軍澳安老服務大樓，以及到觀塘新建公共租
住屋邨安達邨視察兩個單位。

十八日 香港特區政府聯同香港貿易發展局首次舉辦“一帶一路”高峯論壇。這項
活動獲得多個單位支持，包括中國外交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
務部和中國人民銀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在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
出席者包括逾2 400名政府人員和商界翹楚。

十九日 位於屯門的“T • PARK源 •區”開幕，這是香港首項自給自足的污泥處理設
施，通過焚燒污泥轉廢為能，每日可處理多達2 000公噸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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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 香港城市大學胡法光運動中心內的陳大河綜合會堂發生屋頂倒塌事件，
導致兩名職員受傷。城大校長其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總結事故主要
成因之一是屋頂綠化工程設計不善，尤以承重評估為然，加上明顯使用
了不正確的數據。

二十六日 《2016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獲得通過。條例訂明，強積金
受託人須在每個強積金計劃下提供一套高度劃一並設有收費管控的預設 

投資策略，以便為有關計劃的成員提供更佳的投資方案。有關安排將由
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起實施。

二十七日 位於大埔的香港教育學院更名為香港教育大學，成為本港第十所大學，
也是第八所公帑資助大學。

三十日 政府公布《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報告》。委員會的結論認為，使用含
鉛焊料是11個受影響公共租住屋邨食水含鉛超標的直接成因。香港房屋
委員會將盡快展開糾正工程，徹底解決問題，並會改善內部的風險評估
和管理機制。

三十一日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向奇妙電視有限公司批出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
牌照，牌照期為12年，至二零二八年五月三十日屆滿。

 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2016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
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香港去年排名第二，今年升至榜首。

六月

五日 政府在屯門仁愛街市一個活家禽檔檢取的活禽糞便樣本，經檢驗證實 

含H7N9禽流感病毒，因此宣布停售活家禽。政府共銷毀5 643隻家禽。
除仁愛街市涉事活家禽檔外，其餘活家禽檔在六月九日恢復營業。

六日 香港電車有限公司推行空調電車試驗計劃，旗下編號88的空調電車投入
服務。

十三日 香港特區政府駐雅加達經濟貿易辦事處臨時辦公室開始運作。

 業餘高爾夫球運動員陳芷澄締造歷史，在香港女子高爾夫球公開賽中 

奪冠，成為首名贏得這項職業賽殊榮的香港女運動員。適逢高爾夫球在
112年後再度成為奧運比賽項目，這次勝利亦讓陳芷澄躋身里約二零一六
奧運會，成為香港首名具備奧運參賽資格的高爾夫球運動員。

十六日 政府公布在政府債券計劃下零售部分第六批通脹掛鈎債券的認購及配發
結果。政府共收到507 978份有效申請，申請的債券本金總額達225億
元。通脹掛鈎債券的年期為三年，最終發行額為100億元。

 教育局表示會在香港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時，同步宣布
停課，以便學校、家長和學生盡快知悉停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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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日 牛頭角淘大工業村發生火警，九小時後升為四級。30歲高級消防隊長 

張耀升於晚上不幸殉職，37歲消防隊目許志傑於兩日後不治，另有十名
消防人員受傷。火警在108 小時後大致撲滅。

二十二日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的《二零一六年世界投資報告》，香港在
二零一五年的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額排名榜上，繼續高踞全球第二位。

二十四日 英國退出歐洲聯盟的公投塵埃落定。受消息影響，恒生指數收市報 

20 259點，下跌2.9%。當日最大跌幅為5.8%。

二十八日 由消防處、屋宇署、地政總署和勞工處人員組成的工作隊開始巡查全港
的迷你倉，行動首先着眼於沒有裝設自動灑水系統的工業大廈。

二十九日 政府焚化最後一批庫存約重1.5公噸的充公象牙。自二零一四年五月以
來，政府已銷毀28公噸象牙。

三十日 政府展開二零一六年中期人口統計，訪問約30萬個住戶，涉及全港 

約10%的住址。受訪住戶可上網填交電子問卷，也可使用流動裝置下載
電子問卷流動應用程式作此用途，又或以面談方式提供資料。

 海洋公園在二零一五至一六財政年度錄得2.411億元虧損。海洋公園將由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起調整門票價格，成人及小童日間門票分別由385元
及193元增加至438 元及219元。

七月

一日 行政長官追授金英勇勳章予消防人員張耀升和許志傑。

九至十日 本港氣温上升至攝氏35.6度，是自一八八四年以來第二個最炎熱的 

七月。七月九日傍晚開始至翌日清晨一段時間，受高温影響，本港多區
出現狂風雷暴，並錄得約一萬次雲對地閃電。

十四日 選舉管理委員會擬備確認書表格，用以確保立法會選舉參選人在簽署提
名表格的相關聲明時，清楚明白《基本法》的內容和簽署聲明所涉及的法
律要求和責任，即參選人須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

十五日 六名中學生參加第57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賽，勇奪三面金牌、兩面銀牌
及一面銅牌，為香港取得歷來最佳成績。香港亦首次在國際數學奧林匹
克賽躋身十強，在109 支參賽國家及地區隊伍中排名第九。

十九日 德國維爾茨堡發生襲擊事件。本港一個五人家庭在火車上被人用斧頭襲
擊，其中四人受傷。

二十日 香港與廣東省推出電子支票聯合結算服務。香港銀行客戶簽發電子支票
存入廣東省的銀行，可於下一個營業日入帳。

二十二日 M+展亭啓用，這是西九文化區內首個落成的永久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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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日至 香港代表隊在瑞典參加世界跳繩錦標賽，合共贏得79面獎牌。在交互繩 

八月二日  速度接力賽事中，代表隊五名成員何柱霆、周永樂、黃啓銘、劉浩男和
沈保衡在三分鐘內合共跳了671.5次，打破603 次的世界紀錄。

八月

一日 香港機場管理局動工興建第三條跑道。配合工程展開，由即日起發出的
機票須徵收機場建設費，每名旅客繳費70元至180元不等。

 “一帶一路”辦公室開始運作。

 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藝術館、香港海防博物館和 

孫中山紀念館的常設展覽，由即日起免費開放予公眾參觀。

五日 憲報公布二零一六年立法會換屆選舉289名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姓名。 

十個功能組別合共有12名候選人因沒有競爭對手而自動當選。選舉主任
收到總數154份提名表格，其中一份後來撤回，有五份被裁定無效，另有
兩份提名表格各有其中一人的提名被裁定無效。

五至二十一日 38名香港運動員在巴西出戰里約二零一六奧運會，分別參與九個體育競
技項目。

七日 新香港隧道有限公司營運東區海底隧道的30年專營權完結，隧道由政府
接管。

十日 政府公布在政府債券計劃下零售部分首批銀色債券的認購及配發結
果。銀色債券供年滿65歲的香港居民認購，年期為三年。政府共收到 

76 009份有效申請，申請的債券本金總額達89億元，最終發行額為30億元。

二十五日 衞生防護中心調查首宗外地傳入寨卡病毒感染個案。患者為38歲女子，
健康狀況一向良好，先前曾到加勒比海旅遊。病人留醫一日後出院。

二十七至 里約奧運會內地奧運精英代表團一行64人訪港，參與各項示範表演。 

二十九日

二十八日 首架在本港裝嵌的雙座位飛機“香港起飛”啓航。飛機由機長鄭楚衡 

駕駛，全程飛行約五萬公里，到訪20個國家，並在45個機場着陸，於
十一月十三日返抵香港。

九月

四日 香港舉行第六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創新高，合共有2 202 283名地方
選區選民投票，佔3 779 085名登記選民的58.28%，超越二零一二年 

的53.05%。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立法會議員平均年齡為 

52歲，較二零一六年七月時的58歲為低，是政權交接以來平均年齡最低
的一屆。最年輕和最年長議員的年齡分別為24歲和72歲，是至今年齡差
距最大的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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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 行政長官在香港禮賓府與加拿大總理賈斯廷 •杜魯多會面。

七至十八日 香港運動員參加里約二零一六殘疾人奧運會，在游泳、硬地滾球、輪椅
劍擊和乒乓球賽事中贏得兩面金牌、兩面銀牌和兩面銅牌。這是香港運
動員在殘疾人奧運會游泳賽事中首次贏得金牌。香港共派出24名運動員
參與八個體育競技項目。

八日 葉梓豐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參加世界大學生壁球錦標賽摘冠，成為首名獲
此殊榮的香港運動員。世界大學生壁球錦標賽始於一九九六年。

十五日 行政長官在香港禮賓府與越南總理阮春福會面。

 菲沙研究所發表二零一六年《世界經濟自由度周年報告》，香港再度獲評
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十八至 亞洲保齡球錦標賽在香港舉行，麥卓賢為港爭光，贏得歷來最多的三面 

二十八日 金牌。香港代表隊在賽事中合共贏得六面獎牌。

二十一日 香港獲世界衞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消除麻疹區域核實委員會確認，已達
致中斷麻疹病毒在本地傳播的目標。

二十四日 《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 )條例》生效。就店鋪阻街而構成“在公眾
地方造成阻礙”罪行，警方和食物環境衞生署獲賦予權力，除可作出票控
外，亦可發出1,500元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二十七日 香港與南韓就收入稅項避免雙重課稅和防止逃稅的協定生效。有關協定
適用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起任何課稅年度的香港稅項。

二十八日 衞生署展開為期三年的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五年間
出生的居民，可獲資助接受大腸癌篩查。

十月

一日 外籍家庭傭工的每月最低工資由4,210元增加至4,310元，適用於由即日起
簽訂的合約。

 本港11家私家醫院全部參與一項先導計劃，以期提高價格透明度，使病
人更全面了解醫院的收費。

三日 關愛基金推出為期三年的先導計劃，為合資格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女性
免費注射子宮頸癌疫苗。

八至九日 國際汽聯電動方程式賽車錦標賽首次在香港舉行，場地設於中環海濱。

十一日 廉政公署以“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名起訴前行政長官曾蔭權。這是曾蔭
權面對的第三項控罪，涉及他在深圳所承租三聯式住宅物業的整修及裝
修工程。

十三日 政府譴責某些候任立法會議員在前一天宣誓就任時的表現有失立法會議
員應有的尊嚴，且言詞或行為傷害國民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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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日 海洋公園全球最長壽圈養大熊貓佳佳離世，終年38歲。

二十三日 港鐵觀塘線服務延伸至何文田及黃埔。

二十七日 政府發表《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更新全港發展
策略，並展開為期六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

三十一日 雖然接連有熱帶氣旋掠過本港，而且日照比平常少20%以上，但十月平
均氣温仍創新高，天氣酷熱。全月平均最高氣温為攝氏29.1度，平均氣
温為26.8度，而平均最低氣温為25度，全部都較正常數值高1.3度，是
歷來最高的十月份數字。全月總雨量為624.4毫米，約為歷來十月份平均 

雨量100.9毫米的六倍。

十一月
三至六日 香港舉行清水灣高爾夫球公開賽，成為首項在中國內地以外地方舉辦的

美國職業高爾夫球巡迴賽中國系列賽活動。是項比賽獎金總額達130萬元
人民幣。

五日 住宅物業交易從價印花稅稅率劃一提高至15%，以冷卻過熱的樓市。

七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有關公職人員就職宣誓的規定
作出解釋和清晰的說明。有關解釋釐清，任何以不真誠、不莊重方式進
行的宣誓，均屬“拒絕”宣誓，所作的宣誓因而無效；宣誓人亦即喪失相
應的公職資格。

十日 新落成的港鐵學院開幕。學院位於紅磡，宗旨是為來自香港、中國內
地、“一帶一路”地區和世界各地的鐵路專業人員提供培訓。學院開辦的
第一項認可課程為鐵路工程高等文憑課程。

十二日 影星成龍在洛杉磯領取終身成就獎。獎項由奧斯卡金像獎主辦單位美國
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頒發，表揚成龍對電影業界的貢獻。

十三日 教宗方濟各委任楊鳴章輔理主教出任香港教區助理主教。助理主教有繼
承權，將接替在二零一七年七月退休的現任教區主教湯漢樞機。

十四日 機場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全面投入運作。

十五日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就候任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和游蕙禎在十月十二日的就
職宣誓作出裁決，裁定兩人的宣誓違反《基本法》及《宣誓及聲明條例》，
因此宣誓無效。上訴法庭在十一月三十日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兩人隨
後向上訴法庭申請上訴許可，以期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二十二日 政府宣布已就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擴建和發展計劃，與華特迪士尼公
司達成原則性協議。假如政府的財務安排獲立法會通過，按照計劃，園
區在二零一八至二零二三年間，差不多每年都會推出新景點。

二十七日 伍家朗在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男子單打賽事中摘冠，成為這項賽事自
一九八二年開始舉辦以來首名登上冠軍寶座的香港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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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 香港特區政府接獲通知，中央人民政府放寬對某些立法會議員及其他人
士進入內地的限制，有關措施即時生效。中央人民政府將接受這些人士
提交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申請。

十二月

一日 亞洲足球協會年度頒獎典禮在阿布達比舉行，陳婉婷榮獲最佳女教練殊
榮。陳婉婷在四月二十二日帶領東方體育會出戰香港超級聯賽賽事，以
二比一擊敗南華足球隊，成為首名帶領男子足球隊贏取頂級聯賽冠軍的
女教練。

 一名糧油食品店東主在售賣貨品時沒有向顧客徵收五角塑膠購物袋費
用，因而違反《產品環保責任條例》，被判處罰款5,000元，是自二零一五
年四月一日全面實施塑膠購物袋徵費後首名被定罪人士。

二日 政務司司長宣布，香港特區成立20周年慶典主題為“同心創前路 掌握新
機遇”。

 政府對立法會議員劉小麗、姚松炎、羅冠聰和梁國雄展開法律程序，要
求法庭裁定四人的就職宣誓無效。

五日 深港通開通，香港和海外投資者可買賣深圳上市的合資格A股，內地投資
者也可買賣香港上市的合資格股票。

七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團讚揚香港特區有穩健的政策框架、健全的金融
體系監管系統和充裕的緩衝空間，使香港經濟得以建立堅實的基礎，應
對未來的挑戰。

八日 東九文化中心舉行奠基典禮。該中心坐落牛頭角下邨原址，預計在 

二零二一年年底啓用。

九日 行政長官宣布不會在二零一七年三月競逐連任。

十一日 107 841名選民在二零一六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中投票， 

選出由1 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當日投票率為46.53%，較二零一一年
的27.6%(即65 565名選民 )為高。

十二日 財政司司長向行政長官請辭，行政長官隨後把有關請辭呈交中央人民政
府。

十三日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公布兩項特別回扣計劃，電費減幅達17.2%。兩項計劃
將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推出，為期一年。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就本地收費電視節目
服務牌照提出的續期申請。牌照獲批續期12年，由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
起至二零二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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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 香港金融管理局因應美國聯邦儲備利率變動，將基本利率調高25個基點
至1.00厘。

 葉劉淑儀辭任行政會議成員。她在二零一二年十月獲委任為行政會議成
員。

十八日 世界排名14的傅家俊在格拉斯哥參加蘇格蘭桌球公開賽，勇奪冠軍，躍
居排名榜第八位。

二十三日 政務司司長與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博士簽訂合作協議。西九文化區管
理局將與故宮博物院合作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耗資35億元興建的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長期展出故宮博物院的文物珍藏。

二十八日 港鐵南港島線通車，令港鐵的鐵路網絡覆蓋全港18 區。南港島線全長 

七公里，新設車站包括海怡半島站、利東站、黃竹坑站和海洋公園站，
另有在金鐘站擴建的轉乘車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