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归后的香港（回归后的香港（回归后的香港（回归后的香港（1997199719971997 年以后）年以后）年以后）年以后）

香港回归后的政治香港回归后的政治香港回归后的政治香港回归后的政治

香港回归之后，中央不折不扣地执行了邓小平定下的“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翻开了香港历史的新篇章。根据基本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以行政长官为首，具有“行政主导”的特点，行
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机关独立运作。

行政行政行政行政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拥有
高度法律地位及政治决策权，负责
执行《基本法》、签署立法会通过的
法案和财政预算，将财政预算上报
中央人民政府备案、公布法律、决
定政府政策和颁布行政命令等各项
权力。

中央人民政府赠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礼品中央人民政府赠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礼品中央人民政府赠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礼品中央人民政府赠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礼品““““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永远盛开的紫荆花””””，，，，
耸立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面向海港的一侧，紫荆广场就由此得名耸立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面向海港的一侧，紫荆广场就由此得名耸立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面向海港的一侧，紫荆广场就由此得名耸立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面向海港的一侧，紫荆广场就由此得名。。。。

1997199719971997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111 日凌晨，香港日凌晨，香港日凌晨，香港日凌晨，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
建华在行政长官就职典礼宣誓建华在行政长官就职典礼宣誓建华在行政长官就职典礼宣誓建华在行政长官就职典礼宣誓
就职，国务院总理李鹏监誓就职，国务院总理李鹏监誓就职，国务院总理李鹏监誓就职，国务院总理李鹏监誓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111 日凌晨日凌晨日凌晨日凌晨，，，，第二任第二任第二任第二任
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特别行政区
第二任行政长官就职典礼上宣第二任行政长官就职典礼上宣第二任行政长官就职典礼上宣第二任行政长官就职典礼上宣
誓就职，国家主席江泽民监誓誓就职，国家主席江泽民监誓誓就职，国家主席江泽民监誓誓就职，国家主席江泽民监誓

曾荫权携太太鲍笑薇出席参选香港曾荫权携太太鲍笑薇出席参选香港曾荫权携太太鲍笑薇出席参选香港曾荫权携太太鲍笑薇出席参选香港
特别行政长官问答大会特别行政长官问答大会特别行政长官问答大会特别行政长官问答大会

2007200720072007 年行政长官选举结束，曾荫权（右）取得年行政长官选举结束，曾荫权（右）取得年行政长官选举结束，曾荫权（右）取得年行政长官选举结束，曾荫权（右）取得 649649649649 票，以高票票，以高票票，以高票票，以高票
当选第三届行政长官当选第三届行政长官当选第三届行政长官当选第三届行政长官

商 场 直 播商 场 直 播商 场 直 播商 场 直 播
行 政 长 官行 政 长 官行 政 长 官行 政 长 官
选举辩论选举辩论选举辩论选举辩论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是协助行政长官
决策的机构。行政会议成员由行政长官从主要
官员、立法委员和社会人士中委任。行政会议
就政府重要决策、向立法会提交法案、制定附
属法规向行政长官提供意见。

立法立法立法立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并由立法
会负责行使。立法会任期以四年为一届，由
60 名委员组成，其中 30 名议员经由分区直
接选举产生，其余 30 位经功能团体选取产
生。

立法会职权包括制定修改及废除法律，
并将其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
案；审核及通过财政预算、批准税收和公共
开支；并对政府工作提出质询；同意终审法
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提出行政长
官的弹劾案。

大 批 传 媒大 批 传 媒大 批 传 媒大 批 传 媒
采 访 行 政采 访 行 政采 访 行 政采 访 行 政
长官选举长官选举长官选举长官选举

特首曾荫权接受温家宝总理的委任。特首曾荫权接受温家宝总理的委任。特首曾荫权接受温家宝总理的委任。特首曾荫权接受温家宝总理的委任。

1997199719971997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首届行政会议全体成员合照首届行政会议全体成员合照首届行政会议全体成员合照首届行政会议全体成员合照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行政会议全体成员合照日，行政会议全体成员合照日，行政会议全体成员合照日，行政会议全体成员合照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立法会全日立法会全日立法会全日立法会全

体成员合照体成员合照体成员合照体成员合照

立法会大比数通立法会大比数通立法会大比数通立法会大比数通
过反对开征商品过反对开征商品过反对开征商品过反对开征商品
及服务税提议及服务税提议及服务税提议及服务税提议

立法会就施政报告进行辩论立法会就施政报告进行辩论立法会就施政报告进行辩论立法会就施政报告进行辩论



司法司法司法司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司法权及终
审权。回归以来，香港司法机关贯彻公平、
公正的司法原则，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
行政、立法权力及任何外来干预和影响。
同时，司法人员履行职务时，其言论、采
取的措施及决定均不受法律追究。

政制改革政制改革政制改革政制改革

2004 年 4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
中涉及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相关条文做
出了《解释》及《决定》，提出特区政制发展循序
渐进的发展模式。

2007 年 12 月 29 日，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
中央明确了香港普选时间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
了关于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决定，明确香港可以在
2017 年普选行政长官；待普选行政长官之后，可
以普选立法会。

香港特区高等法院香港特区高等法院香港特区高等法院香港特区高等法院香港特区终审法院首席法香港特区终审法院首席法香港特区终审法院首席法香港特区终审法院首席法
官李国能官李国能官李国能官李国能((((上上上上))))及终审法院及终审法院及终审法院及终审法院

特区政府第一届司法人员宣誓就职特区政府第一届司法人员宣誓就职特区政府第一届司法人员宣誓就职特区政府第一届司法人员宣誓就职 司法年度开启典礼司法年度开启典礼司法年度开启典礼司法年度开启典礼

立法会进行政制改革辩论立法会进行政制改革辩论立法会进行政制改革辩论立法会进行政制改革辩论

政制改革选委会首个票箱打开政制改革选委会首个票箱打开政制改革选委会首个票箱打开政制改革选委会首个票箱打开



回归后的香港经济回归后的香港经济回归后的香港经济回归后的香港经济

汇丰、中银、渣打三间发钞行发行有统一防伪特征的新钞汇丰、中银、渣打三间发钞行发行有统一防伪特征的新钞汇丰、中银、渣打三间发钞行发行有统一防伪特征的新钞汇丰、中银、渣打三间发钞行发行有统一防伪特征的新钞

维持独立的财政及税收制度维持独立的财政及税收制度维持独立的财政及税收制度维持独立的财政及税收制度
根据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制定的《基本

法》，香港维持独立的财税制度。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可自行支配、管理和运用区内
资源和收入，而不纳入国家财政范畴，中
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香
港经济实施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香港的
私有财产得到法律保护，自由合法的竞争
和所得都为政府所保护。政府为私营经济
提供一个稳定而自由的环境，使工商业活
动在自主自决的情况下进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国内地的南方门槛，又位于跨越亚
洲与欧洲，其完善的法治体制、自由流通的资金和资讯、完备
的金融网络、一流的运输及通讯基建、高教育水平的劳动人口，
以及积极进取的企业家，均为香港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

在基本法的基础上，香港特别行政区致力维护公平开放的
竞争环境、自由贸易制度、可自由兑换且稳定的货币、稳健的
外汇及财政储备，以及低关税率的简单税制，令香港继续成为
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之一。

香港新景香港新景香港新景香港新景

为吸引外来投资，香港新华集团总裁（前右）与代表以色列出口及为吸引外来投资，香港新华集团总裁（前右）与代表以色列出口及为吸引外来投资，香港新华集团总裁（前右）与代表以色列出口及为吸引外来投资，香港新华集团总裁（前右）与代表以色列出口及
国际合作协会主席的秘书长国际合作协会主席的秘书长国际合作协会主席的秘书长国际合作协会主席的秘书长 YairofekYairofekYairofekYairofek 先生（前左先生（前左先生（前左先生（前左）））），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香港以色列民间科技合作及促进中心香港以色列民间科技合作及促进中心香港以色列民间科技合作及促进中心香港以色列民间科技合作及促进中心””””成立签署仪式交换字样文本成立签署仪式交换字样文本成立签署仪式交换字样文本成立签署仪式交换字样文本

造价造价造价造价 23232323 亿港元亿港元亿港元亿港元、、、、可租用面积超过可租用面积超过可租用面积超过可租用面积超过 7777 万平万平万平万平
方米的世界级亚洲国际博览馆，隆重举方米的世界级亚洲国际博览馆，隆重举方米的世界级亚洲国际博览馆，隆重举方米的世界级亚洲国际博览馆，隆重举
行一周年庆典活动。一年中亚洲国际博行一周年庆典活动。一年中亚洲国际博行一周年庆典活动。一年中亚洲国际博行一周年庆典活动。一年中亚洲国际博

览馆成功举办了览馆成功举办了览馆成功举办了览馆成功举办了 40404040 场展事场展事场展事场展事



截至 2005 年底，香港有 134 间
持牌银行，33 家有限制牌照银行及 22
家接受存款公司。在全球前 100 家银
行中，有 88 家在港营业，且本港银行
业务约有 57%以外币为单位，并以对
外为主，位列世界 15 大银行中心之
一。2007 年 5 月 4 日的数据显示，香
港股市市值高达 14.6 万亿港元，以市
值计算，在世界股票市场排行第八，
在亚洲排行第二。香港亦是全世界第
六大外汇市场，平均日成交额高达
1020 亿美元，同时亦是全球的债券、
保险业中心之一。

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能否在 1997 年后继续维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关系到香

港的繁荣以及国家的利益。在这个前提下，香港特区政府恪守不干
预金融市场运作的原则，不限制资金进出香港。1997 年，成功的
抗击金融危机。

1997199719971997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亚洲金融风暴爆发，，，，港港港港
股当日大跌股当日大跌股当日大跌股当日大跌 10.41%10.41%10.41%10.41%，，，，
跌逾跌逾跌逾跌逾 1200120012001200 多点多点多点多点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 5555 月恒指首次月恒指首次月恒指首次月恒指首次
突破二万点历史新高突破二万点历史新高突破二万点历史新高突破二万点历史新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城市竞争力报告，，，，
香港的综合竞争力香港的综合竞争力香港的综合竞争力香港的综合竞争力，，，，排在两岸三地排在两岸三地排在两岸三地排在两岸三地 202020200000
个城市的首位个城市的首位个城市的首位个城市的首位

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在在在在 2006200620062006 年年年年 9999
月底，香港官方外汇储备资产增加月底，香港官方外汇储备资产增加月底，香港官方外汇储备资产增加月底，香港官方外汇储备资产增加
了了了了 14141414 亿美元，至亿美元，至亿美元，至亿美元，至 1303130313031303 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全全全全
球排名再次超越新加坡，从第八位球排名再次超越新加坡，从第八位球排名再次超越新加坡，从第八位球排名再次超越新加坡，从第八位
升至第七位升至第七位升至第七位升至第七位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 3333 资料显示资料显示资料显示资料显示，，，，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2222 月外汇基金的境外资产为月外汇基金的境外资产为月外汇基金的境外资产为月外汇基金的境外资产为 10084100841008410084 亿港元亿港元亿港元亿港元



国际航运及物流的枢纽国际航运及物流的枢纽国际航运及物流的枢纽国际航运及物流的枢纽
香港地理位置优越，是国际大都会，又是中国大陆南方门户，交通资讯发

达，服务网络广阔，拥有高效率而可靠的机场和深水良港，为全球最繁忙货柜
港之一和主要国际民航及空运货物处理中心。香港贸易和物流得以稳步发展，
与享誉国际的机场和港口服务有密切关系。

繁忙的货柜码头之一繁忙的货柜码头之一繁忙的货柜码头之一繁忙的货柜码头之一

本港的机场跑道不敷应用本港的机场跑道不敷应用本港的机场跑道不敷应用本港的机场跑道不敷应用 西铁列车系列西铁列车系列西铁列车系列西铁列车系列

繁忙的货柜码头之二繁忙的货柜码头之二繁忙的货柜码头之二繁忙的货柜码头之二

繁忙的货柜码头之三繁忙的货柜码头之三繁忙的货柜码头之三繁忙的货柜码头之三
香港国际机场及航天城鸟瞰图香港国际机场及航天城鸟瞰图香港国际机场及航天城鸟瞰图香港国际机场及航天城鸟瞰图



工商贸易稳定发展工商贸易稳定发展工商贸易稳定发展工商贸易稳定发展
香港以出口消费品享誉全球，是全球纺织品、成衣、玩具、

钟表和珠宝的主要出口地之一。在内地及全球经济增长带动下，
香港特区的进出口贸易在回归后蓬勃发展，进出口及转口额持续
上升。2006 年，本港的总体货物贸易总额高达 50608 亿港元，
比 2005 年上升 10.5%。

由香港电脑商会等举办的由香港电脑商会等举办的由香港电脑商会等举办的由香港电脑商会等举办的““““香港电香港电香港电香港电
脑节脑节脑节脑节 06/0706/0706/0706/07————信息科技大汇展信息科技大汇展信息科技大汇展信息科技大汇展””””在在在在
福华街与桂林街交界处举行福华街与桂林街交界处举行福华街与桂林街交界处举行福华街与桂林街交界处举行，，，，吸引吸引吸引吸引
了大批市民了大批市民了大批市民了大批市民

香港第香港第香港第香港第 41414141 届工展会天天人流如潮，商家生意红火届工展会天天人流如潮，商家生意红火届工展会天天人流如潮，商家生意红火届工展会天天人流如潮，商家生意红火

在会展中心举办的第在会展中心举办的第在会展中心举办的第在会展中心举办的第 43434343 届婚纱展上，港台婚纱名店云集届婚纱展上，港台婚纱名店云集届婚纱展上，港台婚纱名店云集届婚纱展上，港台婚纱名店云集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香港时香港时香港时香港时
装节秋冬系列装节秋冬系列装节秋冬系列装节秋冬系列 2006200620062006””””及及及及““““香港国香港国香港国香港国
际时装荟萃际时装荟萃际时装荟萃际时装荟萃 2006200620062006””””在香港会展中在香港会展中在香港会展中在香港会展中
心举行，来自心举行，来自心举行，来自心举行，来自 25252525 个国家和地区个国家和地区个国家和地区个国家和地区的的的的
1000100010001000 多家厂商参展多家厂商参展多家厂商参展多家厂商参展

亚洲最大的手袋亚洲最大的手袋亚洲最大的手袋亚洲最大的手袋、、、、鞋履鞋履鞋履鞋履、、、、旅行箱包旅行箱包旅行箱包旅行箱包、、、、
皮衣配饰等皮衣配饰等皮衣配饰等皮衣配饰等““““时尚汇集时尚汇集时尚汇集时尚汇集””””展览展览展览展览，，，，在在在在
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来自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来自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来自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来自 22227777
个国家地区的个国家地区的个国家地区的个国家地区的 500500500500 多商家的时尚多商家的时尚多商家的时尚多商家的时尚
新潮产品，令人耳目一新新潮产品，令人耳目一新新潮产品，令人耳目一新新潮产品，令人耳目一新



香港昂坪香港昂坪香港昂坪香港昂坪 360360360360 缆车于缆车于缆车于缆车于 2006200620062006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正式开幕日正式开幕日正式开幕日正式开幕，，，，缆车全程约缆车全程约缆车全程约缆车全程约 25252525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总长总长总长总长 5.75.75.75.7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能环回能环回能环回能环回 360360360360 度俯瞰度俯瞰度俯瞰度俯瞰
北大屿山郊野公园、南中国海、东涌湾及香港国际机场景色北大屿山郊野公园、南中国海、东涌湾及香港国际机场景色北大屿山郊野公园、南中国海、东涌湾及香港国际机场景色北大屿山郊野公园、南中国海、东涌湾及香港国际机场景色

旅游业强劲发展旅游业强劲发展旅游业强劲发展旅游业强劲发展
香港是国际知名的旅游城市，旅游业收益更是香港重要的经济

支柱。1997 年后，特区政府继续推动旅游业发展。2001 年 4 月，
政府将香港旅游协会改组为香港旅游发展局，负责在全球推广及宣
传香港，并与旅游事务署、旅游及其他相关界别紧密合作，更有效
地为本港整体旅游业提供支援和服务。至 2005 年，访港旅客人次突
破 2300 万。 长洲已成为香港假日旅游的热长洲已成为香港假日旅游的热长洲已成为香港假日旅游的热长洲已成为香港假日旅游的热

点，不少游客品尝岛内的自制点，不少游客品尝岛内的自制点，不少游客品尝岛内的自制点，不少游客品尝岛内的自制
红豆糕、椰汁糕等糕点红豆糕、椰汁糕等糕点红豆糕、椰汁糕等糕点红豆糕、椰汁糕等糕点

香港海洋公园推出极具岛国风情的香港海洋公园推出极具岛国风情的香港海洋公园推出极具岛国风情的香港海洋公园推出极具岛国风情的““““加勒比海夏水加勒比海夏水加勒比海夏水加勒比海夏水
礼礼礼礼””””部分节目，为活动开展造势部分节目，为活动开展造势部分节目，为活动开展造势部分节目，为活动开展造势

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香香香香
港海洋公园游客大增港海洋公园游客大增港海洋公园游客大增港海洋公园游客大增，，，，公公公公
园提供多项风情表演园提供多项风情表演园提供多项风情表演园提供多项风情表演，，，，让让让让
游客得到旅游实惠游客得到旅游实惠游客得到旅游实惠游客得到旅游实惠

三岁小妹妹喜乘缆车三岁小妹妹喜乘缆车三岁小妹妹喜乘缆车三岁小妹妹喜乘缆车



迪士尼于香港回归迪士尼于香港回归迪士尼于香港回归迪士尼于香港回归 10101010 周年之际周年之际周年之际周年之际，，，，
邀请邀请邀请邀请 10101010 岁儿童免费入场游览岁儿童免费入场游览岁儿童免费入场游览岁儿童免费入场游览

香港时代广场游人络绎不绝，香港时代广场游人络绎不绝，香港时代广场游人络绎不绝，香港时代广场游人络绎不绝，
为旅游业推广宣传的小丑艺人为旅游业推广宣传的小丑艺人为旅游业推广宣传的小丑艺人为旅游业推广宣传的小丑艺人
与路人嬉戏玩乐，倍添情趣与路人嬉戏玩乐，倍添情趣与路人嬉戏玩乐，倍添情趣与路人嬉戏玩乐，倍添情趣

2004200420042004 年全年访港旅客总数达年全年访港旅客总数达年全年访港旅客总数达年全年访港旅客总数达
到到到到 2180218021802180 万人次，创出历史新万人次，创出历史新万人次，创出历史新万人次，创出历史新
高，比高，比高，比高，比 2003200320032003 年增加了约四成年增加了约四成年增加了约四成年增加了约四成

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为迪士尼乐园揭幕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为迪士尼乐园揭幕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为迪士尼乐园揭幕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为迪士尼乐园揭幕



回归后的香港社会回归后的香港社会回归后的香港社会回归后的香港社会

⑴居民权利与自由充分保障居民权利与自由充分保障居民权利与自由充分保障居民权利与自由充分保障
回归以来，特区政府通过《基本法》、《特区法例》和行政措施，以及履行通用的国际人权条约，使特区

居民权利受到充分保障。居民在人身自由、政治、财产、法律、宗教信仰、文教、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都
得到了有力的保护。

一年一度的观音开库日一年一度的观音开库日一年一度的观音开库日一年一度的观音开库日，，，，香港多间观音庙通宵迎宾香港多间观音庙通宵迎宾香港多间观音庙通宵迎宾香港多间观音庙通宵迎宾，，，，有信众在红磡观音有信众在红磡观音有信众在红磡观音有信众在红磡观音
庙祭祀庙祭祀庙祭祀庙祭祀

尖沙咀回教清真寺尖沙咀回教清真寺尖沙咀回教清真寺尖沙咀回教清真寺

各地善信虔心礼佛各地善信虔心礼佛各地善信虔心礼佛各地善信虔心礼佛

临近佛诞，香港有团体在街头临近佛诞，香港有团体在街头临近佛诞，香港有团体在街头临近佛诞，香港有团体在街头
树立旗帜，以示庆祝树立旗帜，以示庆祝树立旗帜，以示庆祝树立旗帜，以示庆祝

香港著名的赤橘子黄大仙祠香港著名的赤橘子黄大仙祠香港著名的赤橘子黄大仙祠香港著名的赤橘子黄大仙祠，，，，
一些游客慕名而来。拜仙求一些游客慕名而来。拜仙求一些游客慕名而来。拜仙求一些游客慕名而来。拜仙求
愿、抽签祈福愿、抽签祈福愿、抽签祈福愿、抽签祈福

圣约翰大教堂圣约翰大教堂圣约翰大教堂圣约翰大教堂



廉洁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廉洁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廉洁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廉洁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
香港目前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廉政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香港廉

洁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始于七八十年代的港英政府， 1974 年
成立的以致力打击贪污而誉满全球廉政公署更是有力地推进了这一
建设。97 香港回归以来，香港公共服务体系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
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任内首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任内首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任内首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任内首
份施政报告份施政报告份施政报告份施政报告，，，，传播媒体在铜锣湾时传播媒体在铜锣湾时传播媒体在铜锣湾时传播媒体在铜锣湾时
代广场电视屏现场直播实况。代广场电视屏现场直播实况。代广场电视屏现场直播实况。代广场电视屏现场直播实况。

香港警务处召开记者会，向传媒公布尖沙咀枪击案调查情况香港警务处召开记者会，向传媒公布尖沙咀枪击案调查情况香港警务处召开记者会，向传媒公布尖沙咀枪击案调查情况香港警务处召开记者会，向传媒公布尖沙咀枪击案调查情况

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施政报告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施政报告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施政报告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施政报告



融合中西的生活方式融合中西的生活方式融合中西的生活方式融合中西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植根于文化，香港有着自己独

特的文化。香港文化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中
西文化揉合、华洋杂处，香港首先保留了深
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因过去百多年成为英殖
民地引进了不少西方文化，从转口港到国际
都会，又有世界其它各地的文化也加入了进
来，形成了今天香港融合中西的生活方式。

平安夜的香港到处人头攒动，逾平安夜的香港到处人头攒动，逾平安夜的香港到处人头攒动，逾平安夜的香港到处人头攒动，逾 50505050 万市民到维港观赏夜市。万市民到维港观赏夜市。万市民到维港观赏夜市。万市民到维港观赏夜市。

青年会辖下的多个制服团队参与活动，场内摊位游戏吸引不少市民青年会辖下的多个制服团队参与活动，场内摊位游戏吸引不少市民青年会辖下的多个制服团队参与活动，场内摊位游戏吸引不少市民青年会辖下的多个制服团队参与活动，场内摊位游戏吸引不少市民

行政长官曾荫权上天主教堂行政长官曾荫权上天主教堂行政长官曾荫权上天主教堂行政长官曾荫权上天主教堂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105105105105 周周周周
年会庆在维园举办活动年会庆在维园举办活动年会庆在维园举办活动年会庆在维园举办活动，，，，青年会青年会青年会青年会
辖下的童军辖下的童军辖下的童军辖下的童军、、、、少年军少年军少年军少年军、、、、红十字会红十字会红十字会红十字会
青年团青年团青年团青年团，，，，圣约翰救伤队等制服团圣约翰救伤队等制服团圣约翰救伤队等制服团圣约翰救伤队等制服团
队队列步操，接受嘉宾检阅队队列步操，接受嘉宾检阅队队列步操，接受嘉宾检阅队队列步操，接受嘉宾检阅

香港公益金百万行在深港西部通道举行，香港公益金百万行在深港西部通道举行，香港公益金百万行在深港西部通道举行，香港公益金百万行在深港西部通道举行， 逾逾逾逾 3333 万人参加万人参加万人参加万人参加

香港时代广场装饰复活节彩蛋，营造节日气氛香港时代广场装饰复活节彩蛋，营造节日气氛香港时代广场装饰复活节彩蛋，营造节日气氛香港时代广场装饰复活节彩蛋，营造节日气氛



回归后的香港科教文卫回归后的香港科教文卫回归后的香港科教文卫回归后的香港科教文卫

科技科技科技科技

回归以来，特区政府在原有根基上积极投入资源，致力营造
有利高增值、高科技行业的环境；此外，政府先后组成了“推广
创新及设计督导委员会”及“创新及科技督导委员会”，负责统
筹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及推行工作。

⑴维护发明专利与知识产权。1997 年 6 月 27 日，新的《专
利条例》和《注册外观设计条例》、《版权法例》的实施，使香港
建立一个既本土化又符合国际标准的知识产权制度。

⑵促进科技发展。特区政府通过各项资助计划和提供基础设
施，设立应用研究基金；成立创新科技署及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等各种手段推进香港科技向前发展。

⑶制定科学、技术标准。香港创新科技署产品标准资料组提
供全面的标准相关服务；香港标准及校正实验所负责保存物理测
量参考标准及不同测量范围内的校正服务；香港认可处为本港的
实验所、认证机构及检验机构提供认可服务。

中学生陈易希研制的水火箭表演中学生陈易希研制的水火箭表演中学生陈易希研制的水火箭表演中学生陈易希研制的水火箭表演
前一刻前一刻前一刻前一刻。。。。陈易希热爱科研陈易希热爱科研陈易希热爱科研陈易希热爱科研，，，，有一颗有一颗有一颗有一颗
行星以他命名行星以他命名行星以他命名行星以他命名

2006200620062006 年邵逸夫奖颁奖典礼在会展中心举行年邵逸夫奖颁奖典礼在会展中心举行年邵逸夫奖颁奖典礼在会展中心举行年邵逸夫奖颁奖典礼在会展中心举行，，，，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左左左左
四四四四））））、邵逸夫奖创办人邵逸夫（右四）向获奖的、邵逸夫奖创办人邵逸夫（右四）向获奖的、邵逸夫奖创办人邵逸夫（右四）向获奖的、邵逸夫奖创办人邵逸夫（右四）向获奖的 6666 位学者颁发奖项位学者颁发奖项位学者颁发奖项位学者颁发奖项

著名科学家霍金访港，在科大演讲著名科学家霍金访港，在科大演讲著名科学家霍金访港，在科大演讲著名科学家霍金访港，在科大演讲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教育是一项属于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特区政府在教育事务上享
有高度自主权，可应社会发展需要，自行制定与时并进的教育政策、推
行必要的教育改革、决定教育资源的投放。2003 年，教育署与教育统筹
署合并为教育决策局负责本港的教育。

⑴保障办学权利。香港允许并鼓励志愿团体、宗教组织及私营院校
办学，并为非营利性质的学校提供全面资助。

⑵维护学术自由。回归以来，香港各院校继续拥有自主权，自由进
行各类研究及学术交流，不受任何干预。

⑶推进教育改革。推行“终生学习、全人发展”的改革。

⑷加强资源投放。以 2005 至 2006 年度计，政府教育开支达 586
亿港元，占总开支的 23.6%。

参加中国第五届女子数学奥林参加中国第五届女子数学奥林参加中国第五届女子数学奥林参加中国第五届女子数学奥林
匹克比赛的香港代表队载誉归匹克比赛的香港代表队载誉归匹克比赛的香港代表队载誉归匹克比赛的香港代表队载誉归
来来来来，，，，获得获得获得获得 1111 金金金金 1111 银银银银 6666 铜的好成绩铜的好成绩铜的好成绩铜的好成绩

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举行毕业典礼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举行毕业典礼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举行毕业典礼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举行毕业典礼

教统局建议学校设计课程时，应以培育创意为主教统局建议学校设计课程时，应以培育创意为主教统局建议学校设计课程时，应以培育创意为主教统局建议学校设计课程时，应以培育创意为主

香港南九龙青年香港南九龙青年香港南九龙青年香港南九龙青年
狮子会举办狮子会举办狮子会举办狮子会举办““““我我我我
想，我画想，我画想，我画想，我画””””亲子亲子亲子亲子
儿童绘画比赛儿童绘画比赛儿童绘画比赛儿童绘画比赛

““““2006200620062006 湾仔书展湾仔书展湾仔书展湾仔书展””””于香港修顿球于香港修顿球于香港修顿球于香港修顿球
场举行场举行场举行场举行，，，，书展以书展以书展以书展以““““鼓励阅读鼓励阅读鼓励阅读鼓励阅读、、、、积极积极积极积极
参与参与参与参与””””为主为主为主为主，，，，并设立并设立并设立并设立““““学生阅读奖学生阅读奖学生阅读奖学生阅读奖
励计划励计划励计划励计划””””及及及及““““多元化讲座与活动多元化讲座与活动多元化讲座与活动多元化讲座与活动””””

2006200620062006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香港树仁学院获准升格为大学，月，香港树仁学院获准升格为大学，月，香港树仁学院获准升格为大学，月，香港树仁学院获准升格为大学，
成为本港首间私立大学成为本港首间私立大学成为本港首间私立大学成为本港首间私立大学



文化艺术文化艺术文化艺术文化艺术

香港作为中国南方门户，香港既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密不可分，
同时又面向世界，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东西交汇、传统与创新并存的
独特环境，塑造出香港“一本多元”的文化特质。

⑴推动文艺发展。香港特区政府每年投于文化艺术公共开支达 24
亿港元，并由民政事务局统筹，并于 2004 年成立表演艺术委员会、博
物馆委员会和图书馆委员会及粤剧发展咨询委员会，跟进并具体落实文
化委员会各个范畴的政策建议。

⑵保护文化艺术创作成果。回归以来，香港 1997 年 6 月 27 日通过
了《版权条例》，世界上多项国际公约如《伯尔尼公约》、国际版权公约、
《日内瓦唱片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均适用于香港。此
外，还有文化管理的法规包括《图书馆条例》、《古物古迹条例》、《书籍
注册条例》、《刊物管理综合条例》对文化艺术创作成果进行保护。

2006200620062006 CASHCASHCASHCASH 周年晚宴暨金帆音周年晚宴暨金帆音周年晚宴暨金帆音周年晚宴暨金帆音
乐奖颁奖典礼乐奖颁奖典礼乐奖颁奖典礼乐奖颁奖典礼，，，，会上颁布了最佳会上颁布了最佳会上颁布了最佳会上颁布了最佳
歌曲、最佳旋律、最佳歌词歌曲、最佳旋律、最佳歌词歌曲、最佳旋律、最佳歌词歌曲、最佳旋律、最佳歌词、、、、最最最最
佳男歌手演绎佳男歌手演绎佳男歌手演绎佳男歌手演绎、、、、最佳正统音乐作最佳正统音乐作最佳正统音乐作最佳正统音乐作
品等五项大奖品等五项大奖品等五项大奖品等五项大奖

香港第三届新视野艺术节，在香港文化中香港第三届新视野艺术节，在香港文化中香港第三届新视野艺术节，在香港文化中香港第三届新视野艺术节，在香港文化中
心揭幕。艺术节历时一个月，呈现世界各心揭幕。艺术节历时一个月，呈现世界各心揭幕。艺术节历时一个月，呈现世界各心揭幕。艺术节历时一个月，呈现世界各
地最具代表性的跨剧场艺术家的创新音地最具代表性的跨剧场艺术家的创新音地最具代表性的跨剧场艺术家的创新音地最具代表性的跨剧场艺术家的创新音
乐、舞蹈、戏剧作品乐、舞蹈、戏剧作品乐、舞蹈、戏剧作品乐、舞蹈、戏剧作品

石硖尾工厂大厦将被改石硖尾工厂大厦将被改石硖尾工厂大厦将被改石硖尾工厂大厦将被改
建成给艺术家租用的创建成给艺术家租用的创建成给艺术家租用的创建成给艺术家租用的创
意艺术中心意艺术中心意艺术中心意艺术中心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十一届香港国际影视展第十一届香港国际影视展第十一届香港国际影视展第十一届香港国际影视展””””在会展中心开幕在会展中心开幕在会展中心开幕在会展中心开幕，，，，
来自来自来自来自 31313131 个国家个国家个国家个国家 454454454454 家参展商向业内人士及公众展示最新的影视数家参展商向业内人士及公众展示最新的影视数家参展商向业内人士及公众展示最新的影视数家参展商向业内人士及公众展示最新的影视数
码娱乐产品，大会同时举办约码娱乐产品，大会同时举办约码娱乐产品，大会同时举办约码娱乐产品，大会同时举办约 150150150150 场试映会，吸引大批传媒、投资场试映会，吸引大批传媒、投资场试映会，吸引大批传媒、投资场试映会，吸引大批传媒、投资
商及发行商聚焦会场商及发行商聚焦会场商及发行商聚焦会场商及发行商聚焦会场

回归回归回归回归 10101010 年来，多个重要设施年来，多个重要设施年来，多个重要设施年来，多个重要设施
相继落成，图为香港中央图书相继落成，图为香港中央图书相继落成，图为香港中央图书相继落成，图为香港中央图书
馆馆馆馆



体育体育体育体育
特区政府推行“普及体育”的理念，使特区的体育事业保持欣欣向荣的态势。

⑴体坛精英，成就骄人。香港运动员分别于多项全国性、亚洲地区赛事以及国际赛事中，以汗水和努力为
“中国香港”摘取各项殊荣。

⑵国际体坛盛事汇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一直活跃于国际体坛，不少国际体坛盛事皆选择在港举行，如国
际 7 人榄球赛、世纪排球大赛、国际马拉松等。

香港队在澳门东亚运动会得奖者香港队在澳门东亚运动会得奖者香港队在澳门东亚运动会得奖者香港队在澳门东亚运动会得奖者 东亚运动会得奖者东亚运动会得奖者东亚运动会得奖者东亚运动会得奖者

武术精英曾思敏在多项世界赛武术精英曾思敏在多项世界赛武术精英曾思敏在多项世界赛武术精英曾思敏在多项世界赛
事中获奖事中获奖事中获奖事中获奖

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左四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左四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左四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左四））））、香港排球总会会长许晋奎（右四、香港排球总会会长许晋奎（右四、香港排球总会会长许晋奎（右四、香港排球总会会长许晋奎（右四））））等等等等
嘉宾出席主持嘉宾出席主持嘉宾出席主持嘉宾出席主持““““国际女子手球挑战赛国际女子手球挑战赛国际女子手球挑战赛国际女子手球挑战赛””””开幕仪式开幕仪式开幕仪式开幕仪式

““““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在香在香在香在香
港大球场拉开战幕港大球场拉开战幕港大球场拉开战幕港大球场拉开战幕，，，，赛事吸引赛事吸引赛事吸引赛事吸引
众多海外球迷抵港观战（左众多海外球迷抵港观战（左众多海外球迷抵港观战（左众多海外球迷抵港观战（左
图图图图）））），中国榄球队在首日赛事，中国榄球队在首日赛事，中国榄球队在首日赛事，中国榄球队在首日赛事



医疗医疗医疗医疗

回归以来，香港先后遭遇禽流感及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两种史无前例的疫病侵袭，面临严峻考验。特区政府及全港市民
不屈不挠，两度占胜疫症，医疗卫生部门从中汲取经验，进一步
完善了医护体制。

⑴加强疾病防控。2004 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卫生防护中
心。中心采取跨部门、多专业的协作模式，建立传染病通报网络，
进行流行病学监测及制订紧急应变计划，确保疫症一旦爆发，亦
能迅速应变。

⑵推动中医药发展。回归后，在港府推动下，中医药以“循
证医学”的方向发展。1999 年通过《中医药条例》，2000 年通
过《中医药条例附属条例》，规定中医药执业资格考试、注册中
医等相关内容。

在多哈运运会夺取在多哈运运会夺取在多哈运运会夺取在多哈运运会夺取
金牌的香港运动员金牌的香港运动员金牌的香港运动员金牌的香港运动员
（左起）陈敬然（左起）陈敬然（左起）陈敬然（左起）陈敬然、、、、陈陈陈陈
润滔润滔润滔润滔、、、、张敬炜及黄金张敬炜及黄金张敬炜及黄金张敬炜及黄金
宝返港宝返港宝返港宝返港，，，，在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
上展示金牌上展示金牌上展示金牌上展示金牌

多哈动运会获奖者多哈动运会获奖者多哈动运会获奖者多哈动运会获奖者

行政长官曾荫权出席在沙田马场举行的行政长官曾荫权出席在沙田马场举行的行政长官曾荫权出席在沙田马场举行的行政长官曾荫权出席在沙田马场举行的““““2002002002008888
北京奥运马术比赛在香港北京奥运马术比赛在香港北京奥运马术比赛在香港北京奥运马术比赛在香港””””电视特别节目电视特别节目电视特别节目电视特别节目，，，，庆庆庆庆祝祝祝祝
2008200820082008 年奥运马术比赛在香港举行年奥运马术比赛在香港举行年奥运马术比赛在香港举行年奥运马术比赛在香港举行

疫情受控制，淘大花园居民回家疫情受控制，淘大花园居民回家疫情受控制，淘大花园居民回家疫情受控制，淘大花园居民回家

非典期间特设健康讲座非典期间特设健康讲座非典期间特设健康讲座非典期间特设健康讲座
温家宝总理访港温家宝总理访港温家宝总理访港温家宝总理访港，，，，专程探望被非典疫症伤害的淘专程探望被非典疫症伤害的淘专程探望被非典疫症伤害的淘专程探望被非典疫症伤害的淘
大花园居民大花园居民大花园居民大花园居民



港大袁国勇教授等在研究基因排列获新冠状病毒基因成功解码港大袁国勇教授等在研究基因排列获新冠状病毒基因成功解码港大袁国勇教授等在研究基因排列获新冠状病毒基因成功解码港大袁国勇教授等在研究基因排列获新冠状病毒基因成功解码 非典期间非典期间非典期间非典期间，，，，公立医院指示到院人公立医院指示到院人公立医院指示到院人公立医院指示到院人
士安全措施士安全措施士安全措施士安全措施

香港中药市场走出了一条继承与发扬的新道路香港中药市场走出了一条继承与发扬的新道路香港中药市场走出了一条继承与发扬的新道路香港中药市场走出了一条继承与发扬的新道路



回归后的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回归后的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回归后的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回归后的香港与内地的交流

经济方面经济方面经济方面经济方面
回归以来，香港金融市场肩负着协助内地企业上市集资的重

要作用，让内地企业通过香港的银行、股票及债务市场吸纳国际
资金。大量内地企业来港上市集资。

香港建立起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分
别于 2003 年 6 月 29 日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
关系的安排》，并在此框架下开展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香港特区西部访问团在北京人民香港特区西部访问团在北京人民香港特区西部访问团在北京人民香港特区西部访问团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大会堂举行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大会堂举行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大会堂举行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国国国国
家计委家计委家计委家计委、、、、外经贸部外经贸部外经贸部外经贸部、、、、国家经贸部等国家经贸部等国家经贸部等国家经贸部等
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在座谈会上介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在座谈会上介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在座谈会上介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在座谈会上介
绍了西部开发的情况绍了西部开发的情况绍了西部开发的情况绍了西部开发的情况

由交通银行、交通证证券、领袖传播集团等联合组织的由交通银行、交通证证券、领袖传播集团等联合组织的由交通银行、交通证证券、领袖传播集团等联合组织的由交通银行、交通证证券、领袖传播集团等联合组织的““““领袖论领袖论领袖论领袖论
坛坛坛坛————中国民企海外融资上市峰会中国民企海外融资上市峰会中国民企海外融资上市峰会中国民企海外融资上市峰会””””在香港洲际酒店隆重举行在香港洲际酒店隆重举行在香港洲际酒店隆重举行在香港洲际酒店隆重举行。。。。香香香香
港明天更美好基金行政总裁袁金浩先生等十余名演讲者各抒己港明天更美好基金行政总裁袁金浩先生等十余名演讲者各抒己港明天更美好基金行政总裁袁金浩先生等十余名演讲者各抒己港明天更美好基金行政总裁袁金浩先生等十余名演讲者各抒己
见。见。见。见。200200200200 余名嘉宾出席会议，数十家主流媒体采访余名嘉宾出席会议，数十家主流媒体采访余名嘉宾出席会议，数十家主流媒体采访余名嘉宾出席会议，数十家主流媒体采访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中国商务部部长安民和特区政财司司长梁锦松在香港礼日，中国商务部部长安民和特区政财司司长梁锦松在香港礼日，中国商务部部长安民和特区政财司司长梁锦松在香港礼日，中国商务部部长安民和特区政财司司长梁锦松在香港礼
宾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宾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宾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宾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论坛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论坛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论坛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论坛
上致词上致词上致词上致词

香港特区参加粤港合作联席会议香港特区参加粤港合作联席会议香港特区参加粤港合作联席会议香港特区参加粤港合作联席会议
第五次会议第五次会议第五次会议第五次会议，，，，以推进以推进以推进以推进““““泛珠三角合泛珠三角合泛珠三角合泛珠三角合
作作作作””””的进程的进程的进程的进程



科教方面科教方面科教方面科教方面

香港回归祖国后，与内地在教育上的合作及交流日趋紧密。2001
年 4 月，国家教育部与香港特区教育统筹局达成了《国家教育部与香港
教育统筹局关于教育交流事宜会谈纪要》，以加强两地在基础教育课程
发展方面的交流合作。双方派出代表组成专家小组进行定期研讨交流，
鼓励教育界人士因应两地不同的教育情况，共同推进教育事业发展。

此外，科技方面，粤港于 2003 年两地成立保护知识产权专责小组，
加强双方合作。香港知识产权署亦联同内地及澳门有关部门推出粤港知
识产权资料库，协助在珠三角投资营运的企业了解区内知识产权法例的
制度。

香港理工大学举办香港理工大学举办香港理工大学举办香港理工大学举办““““首届毕首届毕首届毕首届毕
业生业生业生业生””””活动，安排活动，安排活动，安排活动，安排 1200120012001200 多多多多
名学生于暑假期间到本港、名学生于暑假期间到本港、名学生于暑假期间到本港、名学生于暑假期间到本港、
内地和海外机构实习内地和海外机构实习内地和海外机构实习内地和海外机构实习

圣保罗男女中学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结成姊妹学校，并进圣保罗男女中学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结成姊妹学校，并进圣保罗男女中学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结成姊妹学校，并进圣保罗男女中学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结成姊妹学校，并进
行首次学术交流活动行首次学术交流活动行首次学术交流活动行首次学术交流活动

粵港保护知识产权小组在香港举行第粵港保护知识产权小组在香港举行第粵港保护知识产权小组在香港举行第粵港保护知识产权小组在香港举行第
五次会议五次会议五次会议五次会议。。。。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谢肃方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谢肃方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谢肃方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谢肃方
（左（左（左（左））））与广东省知识局局长李中铎向传与广东省知识局局长李中铎向传与广东省知识局局长李中铎向传与广东省知识局局长李中铎向传
媒发布专责小组会议的成果媒发布专责小组会议的成果媒发布专责小组会议的成果媒发布专责小组会议的成果

京、沪、渝、鄂京、沪、渝、鄂京、沪、渝、鄂京、沪、渝、鄂、、、、
粵 及 香 港 成 立 五粵 及 香 港 成 立 五粵 及 香 港 成 立 五粵 及 香 港 成 立 五
加一加一加一加一““““科技产权交科技产权交科技产权交科技产权交
易平台易平台易平台易平台””””联盟联盟联盟联盟，，，，共共共共
同签署合作备忘同签署合作备忘同签署合作备忘同签署合作备忘



社会方面社会方面社会方面社会方面
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公民与内地在各个方

面的交流也日趋紧密，港人对中国国民身份认同
也与日俱增。

2001200120012001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政务司长曾荫权任团长政务司长曾荫权任团长政务司长曾荫权任团长政务司长曾荫权任团长
的香港特区西部访问团抵达新疆维吾尔自治的香港特区西部访问团抵达新疆维吾尔自治的香港特区西部访问团抵达新疆维吾尔自治的香港特区西部访问团抵达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首府乌鲁木齐，受到热烈欢迎区首府乌鲁木齐，受到热烈欢迎区首府乌鲁木齐，受到热烈欢迎区首府乌鲁木齐，受到热烈欢迎

1998199819981998 年夏季，中国长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害年夏季，中国长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害年夏季，中国长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害年夏季，中国长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害
特大洪水特大洪水特大洪水特大洪水，，，，香港各界同胞纷纷捐款捐物香港各界同胞纷纷捐款捐物香港各界同胞纷纷捐款捐物香港各界同胞纷纷捐款捐物，，，，援助援助援助援助
灾区灾区灾区灾区，，，，图为两名香港儿童将自己的零花钱捐出图为两名香港儿童将自己的零花钱捐出图为两名香港儿童将自己的零花钱捐出图为两名香港儿童将自己的零花钱捐出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世界杯足球赛中国对世界杯足球赛中国对世界杯足球赛中国对世界杯足球赛中国对
巴西一战，香港球迷巴西一战，香港球迷巴西一战，香港球迷巴西一战，香港球迷
手持国旗为中国足球手持国旗为中国足球手持国旗为中国足球手持国旗为中国足球
队加油队加油队加油队加油

1991991991999999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
香 港 各 界香 港 各 界香 港 各 界香 港 各 界 5000500050005000 多多多多
人在遮打花园举行人在遮打花园举行人在遮打花园举行人在遮打花园举行
集会游行集会游行集会游行集会游行，，，，强烈谴责强烈谴责强烈谴责强烈谴责
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美国为首的北约轰
炸中国驻南斯拉夫炸中国驻南斯拉夫炸中国驻南斯拉夫炸中国驻南斯拉夫
使馆的行径使馆的行径使馆的行径使馆的行径



香港历史足迹香港历史足迹香港历史足迹香港历史足迹

维多利亚港维多利亚港维多利亚港维多利亚港
无论时代怎么变化，无论风云如何变幻，百多年来，维多利

亚港始终是香港最显赫的象征。作为全球最繁忙的海港，也是中
国第一大天然良港，维港一直主宰着香港的发展。

1842 年，英国以武力强逼中国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维港见证香港早期的殖民史。

二战后的维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香港人凭着无比的坚
毅，排除万难，重建家园，但是好景不长，1950 年由于朝鲜战争
爆发，维港的转口地位一夜消失。

八十年代初，大陆推行经济改革，香港对中国引入外资、技
术、外汇、人才管理等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维港再次成为中国最
大的贸易港，全球第一大货柜港，享有了“东方之珠”的美誉。

1997 年 7 月 1 日零时后，英国的末任港督彭定康黯然神伤地
乘坐“不列颠尼亚号”离开香港，正式结束英国在香港的统治。

今天的维港，海港两岸的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成了香港人追求财富的象征。

画家笔下画家笔下画家笔下画家笔下 1838183818381838 年的维多利亚港年的维多利亚港年的维多利亚港年的维多利亚港

十九世纪早期的维港十九世纪早期的维港十九世纪早期的维港十九世纪早期的维港

1990199019901990 年的维多利亚港年的维多利亚港年的维多利亚港年的维多利亚港

停泊于维港的日军战舰停泊于维港的日军战舰停泊于维港的日军战舰停泊于维港的日军战舰

五十年代的维港五十年代的维港五十年代的维港五十年代的维港 今日维港今日维港今日维港今日维港

七十的代的维港七十的代的维港七十的代的维港七十的代的维港

今日维港今日维港今日维港今日维港



铜锣湾铜锣湾铜锣湾铜锣湾
今日的铜锣湾，色彩缤纷，节奏明快，是香港著名的消费热

点，与雍容华贵的中区金融中心并为香港的商业枢纽。灿烂的霓
虹灯，加上商场外的电子大屏幕，令游人目炫神迷之余，也把铜
锣湾照成了一片不夜天。这些如梦如幻的城市影像，成为旅游明
信片的热门取景之余，也是远近闻名的城市揽胜之地。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铜锣湾多次压倒了名店云集的纽约
第五街，伦敦牛津街、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和东京的银座，高踞全
球十大店铺寸租最昂贵之首，成为世界各大名店和时尚品牌落户
亚洲的必争之地。悠悠百多年过去，昔日的铜锣湾又是什么样子
的呢？

画家笔下画家笔下画家笔下画家笔下 1840184018401840 年代的铜锣湾年代的铜锣湾年代的铜锣湾年代的铜锣湾

1910191019101910 年代的铜锣湾年代的铜锣湾年代的铜锣湾年代的铜锣湾

1880 年代的铜锣湾。

1950195019501950 年代的铜锣湾年代的铜锣湾年代的铜锣湾年代的铜锣湾

1993199319931993 年 诞生 的时年 诞生 的时年 诞生 的时年 诞生 的时
代广场，迅速成为代广场，迅速成为代广场，迅速成为代广场，迅速成为
铜锣湾标志性建筑铜锣湾标志性建筑铜锣湾标志性建筑铜锣湾标志性建筑

今日铜锣湾今日铜锣湾今日铜锣湾今日铜锣湾

战后的铜锣湾战后的铜锣湾战后的铜锣湾战后的铜锣湾



云咸街云咸街云咸街云咸街
在香港的繁华的皇后大道中，有一条并不引人注目的小街

——云咸街。匆匆来往的过客游人，大抵不会在这里停留，因为
它太小、太平常了。然而，香港文化的肇始与兴衰，从报刊到图
书、从绘画到摄影、从戏剧到音乐、从唱片到电影、从图书馆到
学术研究，都与这条小街密不可分。它甚至与中国现代意识的启
蒙、中国近代史的演进，都有着丝丝的关联，从洋务运动最初的
萌芽，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一直到现代……这是一条值得回
味、怀想、关注和纪念的小街。

早期维城规划图早期维城规划图早期维城规划图早期维城规划图，，，，其其其其
中的中的中的中的 5555、、、、6666 号地块号地块号地块号地块，，，，
就是后来的云咸街就是后来的云咸街就是后来的云咸街就是后来的云咸街

20202020 世纪的云咸街世纪的云咸街世纪的云咸街世纪的云咸街

1870187018701870 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 1938193819381938 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

1986198619861986 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

2007200720072007 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 2007200720072007 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

1950195019501950 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

1868186818681868 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年的云咸街



1902190219021902 年的香港年的香港年的香港年的香港 1997199719971997 年从高空俯瞰中环一带年从高空俯瞰中环一带年从高空俯瞰中环一带年从高空俯瞰中环一带，，，，当时香港正迈向亚洲当时香港正迈向亚洲当时香港正迈向亚洲当时香港正迈向亚洲
地区的金融中心地区的金融中心地区的金融中心地区的金融中心

1850185018501850 年的香港年的香港年的香港年的香港 1890189018901890 年的香港年的香港年的香港年的香港

1905190519051905 的香港的香港的香港的香港

1924192419241924 年的香港年的香港年的香港年的香港

昔日香港昔日香港昔日香港昔日香港



马鞍山（马鞍山（马鞍山（马鞍山（2010201020102010 航拍）航拍）航拍）航拍） 尖沙咀（尖沙咀（尖沙咀（尖沙咀（2010201020102010 航拍航拍航拍航拍））））

香港全境地图香港全境地图香港全境地图香港全境地图

汀九桥（汀九桥（汀九桥（汀九桥（2010201020102010 航拍）航拍）航拍）航拍） 铜锣湾（铜锣湾（铜锣湾（铜锣湾（2010201020102010 航拍）航拍）航拍）航拍）

今日香港今日香港今日香港今日香港（（（（2010201020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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