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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大事紀要

一月

十一日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轄下個案追蹤辦公室開始運作，加強2019冠狀病毒

病確診個案的接觸者追蹤工作。

 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最新發展，所有學校 (包括幼稚園 )繼續暫停

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直至農曆新年假期。然而，中小學可安排學生回

校半天上課或考試，但人數不能多於全校學生總數的六分一。

 張舉能出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接替退休的馬道立。

十四日 政府要求世界貿易組織 (世貿 )根據世貿爭端解決機制成立專家組，審理

有關美國就香港貨品實施產地來源標記新規定的爭端。世貿爭端解決委

員會在二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同意成立專家組。

十五日 衞生署署長首次就整幢住宅大廈發出隔離令，禁止任何人士進出位於油

麻地的四幢大廈，以便就多宗與該處有關的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

進行接觸者追蹤工作。

 公務員事務局公布為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之前受聘的公務員訂立要求，

他們須宣誓或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 (香港特區 )、盡忠職守和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

十八日 政府公布策略，將海洋公園轉型成為渡假勝地和休閒區，專注教育和保

育，並採用新營運和收費模式，使業務可持續發展。

二十三日 政府首次引用《預防及控制疾病 (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 )規例》，作出限制

與檢測宣告，限制在佐敦指明“受限區域”內約7 000人須留在其處所，並

接受2019冠狀病毒檢測。整項行動於48小時內完成，共發現13宗確診個

案。政府其後於年內因應不同地區的感染風險多次進行類似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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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日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認可復星醫藥╱德國藥廠BioNTech的復必泰新冠疫苗

在香港作緊急使用。首批約134萬劑復必泰疫苗先後於二月二十七日和

三月七日分兩次付運抵港。

二十六日 醫院管理局推出中醫內科特別診療服務，為亞洲國際博覽館社區治療設

施內的2019冠狀病毒病病人提供另一治療選擇。這項服務其後轉至北大

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二十七日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通過視像會議分別向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進

行年度述職，匯報香港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最新情況。

三十一日 政府不再承認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為有效的旅行證件和身分證明，因為

英國政府另闢蹊徑，讓持有該護照的香港居民赴英居留和入籍英國，改

變了護照的性質。

二月

二日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建議，把法定最低工資水

平維持於每小時37.5元。

三日 教育局宣布，學校在農曆新年假期後可安排不多於全校人數三分一的學

生回校上課，時間以半天為限。

四日 教育局就維護國家安全發出學校行政及教育指引，協助學校維護安全有

序的學習環境，以及推展國家安全教育。

八日 政府公布《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以“全民減廢 • 資源循環 • 零廢

堆填”為願景，提出至二零三五年廢物管理的策略、目標和措施。

十二日 香港與東南亞國家聯盟 (東盟 )的《自由貿易協定》及《投資協定》中涉及

柬埔寨的部分生效，標誌着香港與十個東盟成員國簽署的兩項協定全面

生效。

十八日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認可科興的新冠疫苗在香港作緊急使用。首批100萬劑

科興疫苗於二月十九日運抵香港。

二十四日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多項振

興香港經濟及總額超過1,200億元紓解民困的措施，包括向合資格香港居

民發放5,000元電子消費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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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日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展開，首日約有6 000人接種疫苗。截至年

底，政府為市民共接種超過993萬劑疫苗，逾72%合資格人口已接種至少

一劑。

 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啓用，六座病房大樓合共提供816張隔離

病牀，接收臨牀情況屬輕度或中度的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病人。

二十八日 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至二零二一年二月期間升至

7.2%，是自二零零四年以來的高位。

三月

一日 所有政府員工和市民進入政府大樓或辦公處所前，必須使用“安心出行”

流動應用程式掃描場所二維碼，或登記聯絡電話，以協助2019冠狀病毒

病確診個案的接觸者追蹤工作。

十一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大 )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

以確保“愛國者治港”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十四五規劃綱要》)，政府歡迎其中涉及香港的內

容，並表示香港會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十七日 政府公布首份《香港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闡述在香港推動使用電動車

的政策目標及措施，包括在二零三五年或以前停止新登記燃油及混合動

力私家車。

二十六日 教育局宣布，學校在復活節假期後，可安排不多於全校人數三分二的學

生回校進行面授課堂，上課時間以半天為限。

三十日 繼全國人大作出關於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後，全國人大常務委

員會通過就《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關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

產生辦法作出的修訂。

四月

二日 觀塘裕民坊公共運輸交匯處啓用。這是全港最大的室內公共運輸交匯

處，面積達15 000平方米，分為兩層，提供7條巴士路線和22條小巴路

線，並設有全港首個室內空調巴士候車區，以及人工智能感應登車閘門

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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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至二十日　行政長官出席在海南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年會。

五月

十一日 政府公布首次斥資購入東京2020奧運會的轉播權，讓五家電視台免費轉

播賽事，特別是香港運動員參與的賽事。

十三至十六日 第一屆UCI國家盃場地單車賽以“安全氣泡”形式於香港單車館閉門進

行，是香港自疫情開始以來首次舉辦大型體育盛事。香港運動員李慧詩

在女子爭先賽摘金，並在凱琳賽中贏得銀牌。

十七日 周守仁神父獲任命為天主教香港教區新一任主教，將於十二月四日接替

湯漢樞機。湯漢樞機於二零一九年上一任主教楊鳴章逝世後，獲任命為

宗座署理。

二十一日 《2021年公職 (參選及任職 )(雜項修訂 )條例》生效，落實《基本法》第一百

零四條所訂五類公職人員及區議員的宣誓規定。

二十四日 所有學校全面恢復半天面授課堂。

三十一日 《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 )條例》生效，落實完善香港特區的選舉

制度，確保在“一國兩制”下實行“愛國者治港”。

六月

八日 海下遊客中心開幕，是香港首個以海岸公園為主題的遊客中心，旨在加

深公眾對海洋保育的認識。

九日 政府歡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金融體系穩定評估報告》，再次肯定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具備穩健強韌的金融體系、有效的宏觀經濟及

審慎政策，以及健全的規管及監管框架。

二十二日 政府公布香港浸會大學獲批中醫醫院營運服務契約。中醫醫院將設於將

軍澳，預計於二零二五年投入服務。

二十三日 二零二一年人口普查展開，以收集統計數據，協助政府制定政策，以及

規劃全港及地區層面的社會服務和設施。人口普查每十年進行一次。

二十五日 李家超接替張建宗，出任政務司司長；鄧炳強接替李家超，出任保安局

局長；蕭澤頤接替鄧炳強，出任警務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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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日 港鐵屯馬線全線通車。屯馬線全長56公里，共有27個車站，覆蓋原有西

鐵線和馬鞍山線，成為全港最長的鐵路線。

七月

四日 消費券計劃接受登記，首日有超過150萬人登記。該計劃向逾630萬名合

資格香港居民分期發放總額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第一期消費券由八月

一日起發放，第二期由十月一日起發放。

六日 政府根據《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 )條例》委任候選人資格審查委

員會成員。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負責審查並確認行政長官候

選人、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人和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

十六日 行政長官出席以視像方式舉行的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

議，與其他經濟體領導人就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和加速經濟復蘇的策略

交換意見。

 《2021年僱傭 (修訂 )條例》刊憲，在二零三零年或之前把法定假日日數

由12天逐步增至17天。

七月二十三日

至八月八日

 46名香港運動員出戰東京2020奧運會中13個體育項目，共奪得一面金

牌、兩面銀牌和三面銅牌，創下歷來最佳成績。劍擊選手張家朗在男子

花劍個人賽勇奪金牌，是香港特區成立以來首面奧運金牌。游泳選手

何詩蓓分別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和女子100米自由泳賽事摘下銀牌，更刷

新該兩個項目的亞洲紀錄，並成為香港首位奪得超過一面奧運獎牌的運

動員。李皓晴、杜凱琹和蘇慧音在乒乓球女子團體賽、劉慕裳在空手道

女子個人型及李慧詩在場地單車女子爭先賽則分別贏得銅牌。

三十日 一名男子被裁定煽動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罪成，合共判囚九年， 

是《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首宗定罪。他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帶着寫有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標語的旗幟，駕駛電單車衝向警務人員。

八月

二十日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宣布批准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在香港

推出MSCI中國A股指數的期貨合約。該產品於十月十八日推出。

二十三日 政府舉辦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宣講會，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宣講團成員

向各界解說《十四五規劃綱要》中的國家發展戰略及為香港帶來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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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首階段活化的中環街市開放試業，提供逾100家零售店鋪、綠化休憩

空間和可舉辦展覽和文化活動的社區空間。這幢有80年歷史的三級歷史

建築於二零一七年展開活化工程。

八月二十四日

至九月五日

 香港隊於東京2020殘疾人奧運會囊括五面獎牌。羽毛球運動員朱文佳和

陳浩源分別在男子SH6級和WH2級單打項目贏得銀牌和銅牌。硬地滾球

運動員梁育榮、劉慧茵和黃君恒在混合BC4級雙人賽奪銀；梁育榮同時在

混合BC4級個人賽摘下一面銅牌。王婷莛在乒乓球女子TT11級單打賽事

贏得另一面銅牌。

二十六日 國務院同意廣東、香港和澳門共同承辧二零二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

十五屆運動會。

 立法會通過《2018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修訂 )條例草案》，為推

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作準備。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裁定310名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的登記有效、

156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的提名有效，以及1 015名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候

選人的提名有效；另有兩人的登記或提名被裁定無效，包括立法會議員

鄭松泰。因應有關裁定，政府宣布鄭松泰即時喪失第六屆立法會議員資格。

九月

一日 《電訊 (登記用戶識別卡 )規例》生效，規定所有由香港電訊商發出的電話

智能卡須在指定時間內完成實名登記。

 香港公開大學易名為香港都會大學。

九月十日

至十月八日

 政府依據《2021年公職 (參選及任職 )(雜項修訂 )條例》，在九月十日、九月

二十四日、十月四日和十月八日為區議員舉行四場宣誓儀式。197名來自

18個區議會的議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監誓人民政事務

局局長徐英偉確定147名議員的宣誓有效、49人的宣誓無效，另有一名議

員辭任。

十日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啓動，讓香港、澳門和廣東省內九市居民可

跨境投資區內的理財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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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 17歲網球手黃澤林夥拍法國的Max Westphal，在紐約舉行的美國網球公

開賽奪得青少年組男子雙打冠軍，成為首位贏得男子青年組別大滿貫錦

標的香港球手。

十四日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在《世界經濟自由度2021年度報告》把香港評為全球最

自由的經濟體。自研究所一九九六年首度發表有關報告以來，香港一直

名列榜首。

十五至

二十七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四屆運動會 (全運會 )於陝西舉行，香港派出169名運

動員參加，合共取得七面獎牌。李慧詩和李思穎分別在自行車女子場地

爭先賽和女子公路個人賽奪金；另有五面銅牌分別在自行車、空手道及

擊劍項目中贏得。行政長官以二零二五年下屆全運會共同承辦方代表的

身分，與廣東省和澳門代表一同出席閉幕式和會旗交接儀式。

十九日 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舉行，是完善選舉制度以落實

“愛國者治港”後首場選舉，共有4 380名投票人投票，投票率約為90%。

根據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選舉委員會增至由1 500人組

成，並會選出40名立法會議員和選出行政長官。

二十一日 香港海洋公園水上樂園開幕，園內設有五大主題區域共27項玩樂設施。

 香港與俄羅斯簽署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協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協定。

二十四日 債券通“南向通”開通，讓內地投資者經由兩地金融基礎設施機構之間的

互聯互通機制安排，投資於香港債券市場。“北向通”已於二零一七年開通。

 政府表示全力支持國家外交部發出清單，羅列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和支持

反中亂港勢力的惡行。

二十六日 政務司司長率領高層官員和專家，前往深圳出席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主持的會議，與內地代表就抗疫工作交換意見，並研究內地與香港有

序恢復通關事宜。

二十七日 政府發布《香港營商環境報告：優勢獨特　機遇無限》，闡述香港的營商

環境和優勢，以及在國家新發展階段及格局下獲得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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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六日 行政長官發表任內第五份《施政報告》，以“齊心同行　開創未來”為題，

提出在新界北部建設一個以創新及科技帶動發展的都會區，將是未來

20年城市建設和人口增長最活躍的地區。

八日 政府公布《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闡述“零碳排放 •綠色宜居 •持續發

展”的願景，並提出策略和目標，以應對氣候變化和於二零五零年前實現

碳中和。

 《2021年個人資料 (私隱 )(修訂 )條例》生效，將侵犯個人資料私隱的“起底”

行為定為刑事罪行。

九至十日 熱帶風暴獅子山於香港西南面約490公里掠過，天文台發出八號烈風或

暴風信號長達22小時。獅子山是一九六一年以來距離香港最遠而須發出

八號颱風信號的熱帶氣旋。

十二日 深圳市人民政府在香港發行總額50億元人民幣債券，包括綠色債券，發

行期限為兩年期、三年期及五年期。這是首次有內地市政府在境外發行

債券。

二十一日 何珮珊獲任命為海關關長，接替退休的鄧以海。

 立法會通過《2019年吸煙 (公眾衞生 )(修訂 )條例草案》，禁止進口、製造、

售賣、分發和宣傳另類吸煙產品，包括電子煙、加熱煙草產品及草本煙。

 立法會通過《2021年醫生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以開闢新途徑，讓合資

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可通過特別註冊在香港執業。

二十二至

二十九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八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在

陝西舉行，香港派出23名運動員參賽，合共取得17面獎牌。游泳方面，

黃漢彥勇奪五面金牌，張淬淇則摘下四面金牌和一面銀牌。李銘業和

唐志銘亦在乒乓球男子雙打TT7級賽事贏得金牌。另外六面銅牌分別在田

徑、游泳及乒乓球項目奪得。

二十四日 “香港馬拉松”舉行，是香港差不多兩年來首度主辦公眾參與的體育盛

事，共有超過18 000名跑手參賽。

二十八日 香港駐迪拜經濟貿易辧事處開始運作，是政府第十四個海外辦事處及首

個在中東地區開設的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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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一日 為進一步加強2019冠狀病毒病個案的接觸者追蹤工作，任何人士進入政

府大樓、辦公處所及圖書館、泳池和街市等設施時，必須使用“安心出行”

流動應用程式掃描場所二維碼，只有獲豁免人士可以登記個人資料代替。

五日 《2021年電影檢查 (修訂 )條例》生效。條例旨在完善電影檢查規管制度，

以及明文規定檢查員須考慮影片的上映是否會不利於國家安全。

 終審法院作出裁決，確定政府自一九七二年起實施的小型屋宇政策合法

合憲。

十二日 位於西九文化區、亞洲首座國際級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M+開幕，六個主

題展覽於館內33個展廳和其他展覽空間舉行，展出1 500件館藏作品。

 行政長官出席以視像會議形式舉行的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二零二一領導

人非正式會議。

十五日 行政長官向總督察 (追授 )林婉儀追授金英勇勳章，以表揚她於九月

二十五日一項行動中表現英勇和無私的精神。

十九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就二零二一年立法會換屆選舉裁定153人的提名有

效，一名醫療衞生界功能界別參選人的提名無效。

二十至

二十三日

 香港出現首兩宗涉及Omicron變異病毒株的2019冠狀病毒病輸入確診個

案。Omicron被世界衞生組織界定為“值得關切的變異病毒株”。

 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團訪港，了解香港的疫情和防疫抗疫措施，以期研究

內地與香港有序恢復通關事宜。

二十五日 桌球手吳安儀在英國舉行的伊甸桌球大師賽奪冠，是她自二零二零年

年初以來再次在世界女子桌球巡迴賽稱后。

二十九日 行政長官率領香港特區政府代表團與湖北省委書記應勇率領的湖北省政

府代表團在武漢市舉行鄂港高層會晤暨鄂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

十二月

一日 香港居民非觸式自助出入境檢查服務“非觸式e-道”在香港國際機場、

港珠澳大橋、深圳灣和啟德郵輪碼頭的管制站推出，提供更快捷、方便

及衞生的出入境檢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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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 政府推出新冠疫苗流動接種站，在社區不同地點為市民接種疫苗。

三至五日 東京2020奧運會國家奧運健兒代表團共32名成員訪港，出席運動項目示

範和大匯演。

七日 新落成的啟德車站廣場 (第一期 )和啟德大道公園開放予公眾使用，廣場

和公園位於前啟德機場北面停機坪用地，為市民提供休憩空間和康體設施。

九日 香港特區公務員學院成立，加強公務員培訓。

 政府實施規定，顧客或使用者進入所有受規管的餐飲業務處所和表列處

所前，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掃描場所二維碼，只有長者、

未成年人和殘疾人士等獲豁免組別人士可以填寫表格代替。

 尖沙咀鐘樓71年來首次鐘聲再響，紀念鐘樓鳴鐘一百周年。鐘樓的銅鐘

通過數碼鐘聲系統，重新在每日早上八時至午夜期間每小時鳴鐘報時。

十日 “香港健康碼”系統開通，供市民申請註冊帳戶，以熟習系統功能，為

廣東省、澳門與香港三地恢復通關作準備。

十四日 政務司司長在深圳與廣東省副省長張新舉行會議，商討內地與香港恢復

通關的安排，包括口岸協調和配合、健康碼系統及防控疫情等工作。

十六日 何詩蓓在阿布扎比舉行的國際游泳聯會世界游泳錦標賽 (短池 )女子200米

自由泳賽事，以1分50.31秒的時間奪得金牌，成為首位刷新世界紀錄的

香港泳手。

十九日 香港舉行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共有1 350 680名地方選區選民、70 490名

功能界別選民和1 426名選舉委員會界別選民投票，選出90名立法會議員。

二十日 中央政府發布《“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回顧總結香港的

民主發展歷程。該白皮書指出中央政府自香港回歸祖國後，支持香港特

區的民主向前發展，並會繼續按照《憲法》、《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有關決定，不斷發展和完善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

主制度。

二十二日 行政長官在北京述職，向國家領導人匯報香港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的

最新情況，並分別獲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接見。

二十九日 政務司司長介紹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慶祝活動，主題為“砥礪奮進廿五載

攜手再上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