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

• 第二階段（亦是最後階段）的撤銷利率限

制措施，已由二零零一年七月三日起生

效，港元儲蓄及往來帳戶的利率不再受到

限制。此後，銀行可以憑價格和產品創

新，自由爭取客戶存款。第一階段的撤銷

利率限制措施已在前一年實行。

• 七月十一日，行政長官到美國首都進行

為期兩天的訪問，除了與美國總統布殊在

白宮會晤外，還會見了美國其他主要官員

及政界領袖。

• 七月十三日，中國取得二零零八年奧林

匹克運動會的主辦權，全港市民一同

慶祝。

• 在訪問美國期間，政務司司長對九月

十一日在紐約和華盛頓發生的恐怖襲擊事

件表示震驚和哀痛。這次襲擊事件在曾蔭

權和代表團其他成員從紐約飛抵美國首都

華盛頓後不久發生。翌日，他與美國國務

卿鮑威爾會面，並代表香港市民向美國人

民致以深切慰問。

• 九月中，二零零一年婦女環球高 會及

二零零一年全球服務業會議分別在香港

舉行。

• 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斯德哥爾摩

科技挑戰獎”享譽國際，香港政府的

“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榮獲該獎項的

“公共服務及民主制度”組別大獎。

• 二零零一年十月底，享負盛名的世界經

濟論壇在香港舉行了東亞經濟高 會議。

• 行政長官董建華在其任內第五份《施政

報告》中，重點闡述數項措施，以助香港

適應世界環境的變化。行政長官集中闡述

五個主要工作範疇：大力投資於教育及提

升人力資源；提升硬件、軟件基礎設施；

優化生活環境；紓解民困和製造就業；

以及提高施政水平。

• 行政長官公布的其他措施，還有引入新

的主要官員問責制，以及計劃在未來10至

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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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耗資6,000億港元（770億美元）進

行大型基礎建設工程。

• 香港禁毒專員盧古嘉利身兼二零零一至

零二年度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

（特別組織）主席，在美國華盛頓主持該組

織的特別全體會議。會議為期兩天，就美

國在九月十一日遭受恐怖襲擊，討論如何

打擊恐怖分子融資活動。在十月二十九至

三十日舉行會議期間，特別組織把工作範

圍擴展至制定堵截恐怖分子資金來源的國

際措施。

• 十一月，行政長官為“IN的家”香港展覽

館揭幕。這項與英國政府及私營公司合辦

的計劃，目的是示範如何在香港建設更

“高智能和環保”的家，以配合未來的

需要。

• 香港政府統計處在十一月六日發表統計

數字，公布在二零零一年，共有3 237家公

司在本港設立地區總部及地區辦事處，

當中包括2 293個地區辦事處及944個地區

總部；而且數目持續增長。

•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日，在卡塔爾首都

多哈舉行的第四次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

議中，中國正式獲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世貿），使世界多邊貿易制度踏入新紀

元。香港對這項決定表示歡迎，並預料與

內地的貿易和在內地的投資將會增長，

從而帶動本地生產總值每年額外增加

0.5%。中國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正式加入

世貿。

• 極具影響力的美國傳統基金會在十一月

十二日發表的二零零二年經濟自由指數報

告中，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

系。香港已連續八年贏得此美譽。

• 香港在十一月主辦了兩項國際盛事，

分別是第十二屆世界生產力大會及第十四

屆太平洋經濟合作議會全體大會。

•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日，淨化海港計劃

的大型污水隧道系統第一期計劃竣工。

在堵截及處理目前流入海港污水高達70%

的水量後，海港的水質將大為改善。

• 政府在十二月十一日公布成立香港物流

發展局，推動香港進一步發展成為連結內

地與世界市場的物流業樞紐。

• 投資推廣署在二零零二年一月八日公布

的數字顯示，在二零零一年，該署吸引並

協助了99家外資公司在香港開展或擴展業

務，總投資額達35億港元（4.5億美元），

創造超過1 500個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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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審法院在一月十日裁定，一批為數約

5 000名聲稱擁有居港權的內地人士大多數

無權在香港永久居留。同日，內地有關當

局宣布給予非法進入香港或在港逗留

的敗訴人士一段寬限期，准許他們在二零

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前返回內地而無須

受到懲罰。

• 政府經濟分析部在一月二十四日發表的

報告指出，按海外派駐人員的生活費用計

算，香港在七個最昂貴的城市中排名第

四。名列首位的是東京，其次是紐約及倫

敦。新加坡位列第五，接 是上海及

台北。

• 來自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

（特別組織）成員國的300多個代表及觀察

組織，出席了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一日期間

在香港舉行的特別組織全體會議，而打擊

恐怖分子融資活動特別論壇亦緊接在二月

一日舉行，有超過55個司法管轄區的代表

參加。

•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率領香港代表團出席

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四日在紐約舉行的世

界經濟論壇周年會議。這個具影響力的會

議今年首次離開世界經濟論壇位於瑞士達

沃爾的“基地”，改在紐約舉行，以表示對

九月十一日恐怖襲擊事件的關注。

• 二零零二年三月四日，行政長官董建華

獲中央人民政府委任為第二任行政長官，

任期由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零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行政長官選舉在二零零

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截止提名，董建華在無

對手情況下當選。

•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二零零二年三月

六日發表就任以來第一份《財政預算案》。

該份預算案指出，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在

二零零一年增長0.1%，預計在二零零二年

會增加1.0%。

• 全球最大規模的免費報章企業Metro

International S A在四月十五日在香港發行

該報亞洲版的創刊號，並宣布會在香港設

立亞太區總部。Metro International S A是

在納斯達克及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所掛牌

的公眾上市公司，在15個國家的23個城

市刊印報章。

• 行政長官董建華在四月十七日披露新的

主要官員問責制詳情，問責制的目的是加

強政府的問責性，並集中處理制定及實施

政策的工作。

• 二零零二年五月九日，香港國際機場連

續兩年獲英國航空業調查機構 — Skytrax

Research公司頒予全球最佳機場榮譽。

回顧過去...

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

•“中國香港”在二零零零年七月首次獲選
為世界海關組織的副主席。

• 二零零零年八月二日，一批尋求居港權

的內地移民在入境事務大樓一間辦事處縱

火，造成兩死48傷，其中一名死者是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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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事務主任，傷者之中，有23人是入境

事務處職員。

• 香港大學校長鄭耀宗和副校長黃紹倫被

指干預學術自由，妨礙一名大學學者就政

府民望進行民意調查，兩人其後在二零零

零年九月六日辭職。他們在公開聆訊中極

力否認曾對民調工作加以掣肘。

• 在二零零零年九月十日舉行的立法會選

舉中，共有超過133萬人投票。

• 香港在九月首次以“中國香港”名義參加

二零零零年悉尼奧運會。

• 教育統籌委員會在二零零零年九月公布

二十一世紀的教育發展藍圖，把培養學生

“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

新”列為首要教育目標。

• 香港在十月獲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

別組織選為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的主席，

顯示特區在打擊清洗黑錢方面所付出的努

力得到肯定。

•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一日正式實施，這是一項強制性退休儲蓄

計劃。該計劃為香港的工作人口提供退休

保障，亦有助推動本港基金業全面發展。

• 二零零一年一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

香港開設辦事處，以加強監察區內的經濟

發展。

• 陳方安生宣布退休後，當時的財政司司

長曾蔭權在二月十五日獲委任為新政務司

司長，而行政會議成員兼銀行家梁錦松則

獲委任為新財政司司長，兩人均在二零

零一年五月一日履新。

• 香港電影業喜氣洋溢，武俠片“臥虎藏

龍”在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六日舉行的第

七十三屆奧斯卡金像獎典禮上，勇奪四個

獎項，揚威國際。

• 歐洲聯盟公布由二零零一年四月十日

起，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可以免簽證前往

歐盟國家旅遊長達三個月。

• 五月，香港在享負盛名的《財富》全球

論壇上推出嶄新的國際品牌形象─充滿活

力和動感的飛龍標誌。這個新品牌形象，

連同“亞洲國際都會”的主題字眼，將會

是在國際間宣傳香港的鮮明標誌。

• 二零零一年六月，世界報業大會在香港

舉行，全球數百位報業及傳媒行政人員在

香港聚首一堂。

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

• 在金融危機發生後，香港金融管理局在

一九九九年七月宣布推行三年改革計劃，

以期進一步提高銀行業的競爭力、效率和

業界的競爭。

•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二日颱風森姆襲港

期間，中華航空公司一架MD-11型客機冒

烈風和傾盆大雨，在香港國際機場強行

陸，導致3人死亡和215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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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香港特區政府和華

特迪士尼公司宣布計劃在大嶼山興建迪士

尼主題公園和渡假村。公園和渡假村佔地

126公頃，預計在二零零五年開幕啟用，

這是改善香港旅遊設施和景點，使香港繼

續成為亞洲最受歡迎旅遊勝地的主要發展

計劃。

• 盈富基金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

市場推出時，獲超額認購近五倍。設立盈

富基金的目的，是把政府在一九九八年

八月打擊操控股市時購入的股票出售。

•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與美

國全國證券交易商自動報價協會暨美國證

券交易所組成策略聯盟，令那些在美國證

券市場上市的公司可在聯交所進行交易，

利便24小時進行股票買賣。

• 十一月，聯交所亦仿照納斯達克股票市

場的模式設立創業板，讓發展中的新興公

司較容易在市場上向投資者籌集資金。

• 香港特別行政區首屆區議會選舉在一九

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舉行。

• 立法會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日投票通

過廢除兩個市政局，以簡化提供食物、

生、康樂及文化服務的程序。

• 終審法院維護原有法例的立法精神，

裁定侮辱或玷污國旗或區旗屬刑事罪行。

十二月十五日，五位終審法院法官作出一

致裁決，確認有關國旗和區旗的法例並無

牴觸《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保障言論自由的條文。

• 二零零零年二月，行政長官特設策略發

展委員會公布香港長遠經濟發展報告，指

出香港需要致力發展四個範疇︰加強與內

地的聯繫、增強競爭力、提升生活質素、

在本港和海外確立香港的特色和形象。

• 二零零零年三月六日，香港的證券及期

貨交易所和結算所合併為香港交易及結算

所有限公司，以精簡香港證券及期貨市場

的運作，並提高本地證券交易所的效率。

• 台灣公布計劃與內地兩個港口進行

“小三通”，這是兩岸自一九四九年以來

首次展開的直接聯繫。這個決定對香港只

會有輕微影響，目前，兩岸貿易佔香港貿

易總額6%。

• 二零零零年五月初，四件於十九世紀從

中國掠奪的國家文物在香港拍賣，喚起要

求特區立法保護文物的呼聲。三家國內企

業合共以5,230萬港元（670萬美元）投得

該批文物，包括三個青銅鑄成的動物頭首

和一個清代六角套瓶。該批文物已運返北

京公開展覽。

• 政府亦公布一系列改善空氣質素的新措

施，鼓勵加快引入低污染的車輛和汽油，

以期大大減少柴油車輛所排出的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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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六日，年屆 61歲的

梁愛詩再獲委任為律政司司長，合約為期

兩年。

• 五月二十四日，美國國會投票通過給予

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待遇，作為中美

就內地加入世貿達成協議的一部分。

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

• 位於赤 角的新香港國際機場在一九

九八年七月六日啟用。新機場是一項耗資

200億美元，建築期達八年的基建計劃下

的主要項目，使香港繼續成為區內重要運

輸及通訊樞紐。

• 新機場啟用初期出現技術問題，導致客

運、行李處理和航空貨運服務受到影響。

不過，新機場迅即便建立起聲譽，位列世

界上最現代化、最有效率的機場之一，

並且贏得工程界和旅遊業的讚賞。

• 香港在一九九八年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嚴

重衝擊，本地生產總值下降了 5 . 1 % ，

是一九六一年編製這項記錄以來首次出現

全年負經濟增長。

• 由於金融危機造成資金緊絀的情況，投

機者在一九九八年八月持續大舉衝擊港元

和本港的股票市場。面對這個危機，香港

特區政府不得不作出捍 行動用1,180億

港元（151億美元）購入 生指數成分股。

• 這些捍 行動化解了一場經濟危機，

而且保 了在貨幣發行局制度下的港元與

美元聯繫匯率。

• 終審法院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就

居港權作出重大裁決，其後政府的一項調

查顯示，按照該項裁決，在未來十年內，

將有多達167萬人有資格取得香港的永久

居留權。

• 鑑於這對社會和財政造成嚴重影響，

而香港事實上無法單獨解決這個問題，

因此政府在一九九九年五月，尋求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基本法》

有關居港權的條文。

• 人大常委會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就哪類人

士享有香港特區居留權的問題作出解釋，

終審法院其後明確表示人大常委會的解釋

既合法也合憲。終審法院繼續審理關於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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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權的訴訟案件，在二零零二年也有

審理。

• 一九九九年三月，香港特區政府在北京

設立聯絡辦事處，促進香港特區政府與中

央政府之間的聯繫。

• 行政長官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宣布，陳方

安生在二零零零年一月屆 60歲退休之年

後，會留任政務司司長一職，為期兩年

半。陳方安生後來在二零零一年四月

離職。

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

•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來自世界各地的

知名人士雲集香港，見證香港回歸祖國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 香港的憲制文件—《基本法》開始實施，

保證香港的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年後最少

50年不變。除國防和外交事務外，其他事

務概由港人自行處理。

• 終審法院，即香港特區的最高上訴法

庭，於七月一日成立。該法院於一九九七

年九月審理首宗上訴許可的申請，並於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審理首宗正式上訴案

件。終審法院上訴庭由五位法官組成，

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法官也曾擔任終

審法院法官。

•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於

一九九七年九月在本港舉行。

• 一九九七年十月的亞洲金融危機拖累香

港的經濟，上市公司市值及物業價格暴

跌。港元也遭受投機者狙擊。

• 一九九七年八月，禽流感病毒肆虐香

港。這種首次在人體發現的新病毒，導致

六人死亡。政府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下令

一連三天屠宰大約150萬隻雞隻。世界

生組織表示，香港採取的行動，制止了病

毒蔓延全球。

• 香港特區首屆立法會選舉在一九九八年

五月二十四日舉行，這次選舉創下多項記

錄：候選人數最多（166人）、投票人數最

多（149萬人）、投票率最高（53%），以及

登記選民人數最多（280萬人）。立法會全

部60個議席均由選舉產生。

• 由高層人員組成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成

立，除致力全面加強與廣東省的合作外，

還 重改善正蓬勃發展的珠江三角洲地區

在貿易與經濟、基建發展、運輸連接道

路、過關旅客等事務上的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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