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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政府在首份施政報告中重點解決房

屋問題，提出 10 項措施增加短中期房屋土地

供應，包括改劃合適的政府、機構及社區用

地，善用綠化地帶及工業用地，同時放寬發

展密度等，希望透過各項措施釋放土地潛力，

增加土地供應。長遠則發展新界東北、洪水

橋及填海造地等，為未來建屋作土地儲備。

推十項措施
增加房屋土地供應

1
香港面對垃圾圍城的困境，為進一步推動源頭減廢，

政府建議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按量收費，希望透過經濟誘因

促使市民及工商業界改變行為習慣，減少、重用和回收廢

物。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提出工商業廢物的收費機制和三

種家居垃圾的收費模式，並以一個三人家庭每月繳付約

30至 74 元垃圾費為例，徵詢廣大市民對都市固體廢物按

量收費的實施方法、收費水平和其他相關議題的意見。

垃圾徵費源頭減廢
解垃圾圍城

2
特區政府成立金融發展局，並委任史美倫

為主席。該局轄下五個專責小組，包括金融

發展研究、內地機遇、拓新業務、市場推廣

和人力資源等，透過建立高層和跨界別平台，

就如何推動香港金融業的更大發展及金融產

業策略性發展路向，徵詢業界並提出建議。

成立金融發展局
提升香港地位

3
特區政府全力救助在海外遇事的港人。本

年有 9名港人在埃及樂蜀熱氣球爆炸意外中

罹難，入境處及其他政府人員出發到當地，聯

同外交部及駐埃及中國大使館的工作小組跟

進善後。三年前 8名港人遊菲律賓被槍手扣

作人質殺害，特區政府跟進要求菲政府道歉，

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年底事情終有進展。

全力救助
在海外蒙難港人

4

「家是香港」是全港的公眾參與運動，目的是

為香港注入正能量，加強社會凝聚力，推廣關愛、

互助和團結精神。運動設有四個主題－－「活力香

港」、「潮流香港」、「關愛香港」和「清新香港」。

共有逾 230 個機構支持該運動成為「伙伴機構」。

運動為期約八個月，由四月底至十二月，在全港各

區相關活動項目超過 1,000 項。

「家是香港」活動
冀傳遞正能量

9
政府為補助本港 65 歲或以上有經濟需要長者的

生活開支，增設一項「長者生活津貼」，合資格長

者每月可獲發 2200 元的津貼。目前，已有超過 40

萬名長者領取津貼，佔全港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人

口約 4成。另為便利已在廣東定居符合領取生果金

條件的長者，社會福利署推出「廣東計劃」，讓他

們可方便地每月領取 1135 元生果金。

照顧有需要長者
發雙倍生果金

10
法定最低工資於今年 5月由時薪 28 元增加至 30

元，根據 2012 年的統計數據，估計約 21 萬名低

薪打工仔受惠。香港基層打工仔的收入已持續見到

顯著的改善。最低工資於 2011 年 5 月實施，低薪

全職僱員的平均每月就業收入在該年 6月至 8月期

間已按年上升 14.4%；最低工資調升後，在今年 6

月至 8月期間再按年上升 6.5%。

提高最低工資，
基層打工仔受惠

11
投資額達 82 億元的啟德郵輪碼頭啟用，6

月接待第一艘郵輪「海洋水手號」，標誌著

香港郵輪業進入一個新里程。旅遊業議會於 9

月在郵輪碼頭舉辦「郵輪假期博覽」，首次

利用碼頭作為中小型展覽場地。10 月中可盡

覽維港景色的天台花園向公眾開放，成為新

景點。

啟德郵輪碼頭啟用
成港新景點

12

針對樓市亢奮，政府推出「雙倍印花稅」

及商業物業「即時徵稅」兩新辣招壓抑樓市需

求，穩定樓價。政策令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入市

比例大降，投資者入市數目亦大減，控制樓

價上升勢頭。措施影響相關行業人士，但市

民普遍支持，政府也表明不輕言取消雙辣招，

以免向市場傳遞錯誤信息。

雙辣招壓抑樓價
取得效果

5
本港奶粉供應短缺惹起恐慌，港府多個部

門聯合推出十招打擊奶粉水貨客，包括限制

每名十六歲或以上出境旅客只可帶 2罐奶粉

的「限奶令」，以確保奶粉供應及嚴打水貨

活動。措施讓本地奶粉供應回復穩定，但「限

奶令」也影響本港自由港的聲譽，社會上出

現部分人士要求撤銷的聲音。

採「限奶令」
保證港奶粉供應

6
外傭居港權案引起香港社會的極大爭議，

律政司在案中提出如有需要，終審法院應就

居港權問題提請人大釋法，此舉可將相關的

雙非兒童等的居港權問題一次過解決。但終審

法院終極裁定外傭無居港權的同時，也以此

案條文清晰為由，拒絕律政司建議提請釋法。

律政司就外傭
居港權案提請釋法

7
政府 2013 年 3 月公布「香港清新空氣藍圖」，

4個政策局合作推出全方位的政策及措施，包括明

年實施新空氣質素指標、巴士路線重組、淘汰舊型

柴油商業車等。政府補助 117 億元資助業界淘汰老

舊柴油商業車，又與巴士公司聯手推動以「區域性

模式」重組巴士路線，優化路線、加強接駁功能、

改善轉乘安排，以減低路邊空氣污染。

百億資助換車及
多措施淨空氣

8

跨境學童湧港升學，北區學位緊張，教育

局推出升小「返回機制」，容許派往大埔的北

區學童申請返回北區小學。另針對大批家長輪

候幼稚園明年入學申請表，政府與大埔及北區

內幼稚園協議六項措施，包括「網上派表」、

「一人一位」等，方便家長及防止濫佔學位，

紓緩家長憂慮。

政府推北區升小
「返回機制」

13
7 月本港經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正式生

效，規管範圍由商品擴展至服務業，監管六

種不良營商手法，包括虛假商品說明、誤導

性遺漏、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餌誘式廣告

宣傳、先誘後轉銷售行為及不當地接受付款。

新例打擊不良商戶，促進零售業的健康發展。

新商品說明條例
破不良營商手法

14
  政府首次為香港制訂「貧窮線」，並按住

戶人數以政策介入前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的

50%劃線。根據 2012 年數字估算，在政策介

入後，本港共有 102 萬貧窮人口，貧窮率為

15.2%。政府希望以此量度整體貧窮情況、提

供數據基礎以協助制定政策以及評估政策介

入的成效。

首條官方「貧窮線」
引社會關注

15
新免費電視牌照審批擾攘逾 3年，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到所有相關因素 ( 包括整

體免費電視市場可持續的發展能力 ) 後，原則

上批准有線旗下的奇妙電視及電訊盈科旗下

的香港電視娛樂免費電視牌照申請。而據稱

已投資逾 9億元經營香港電視的王維基則未

獲發牌，宣布遣散 320 個員工。

政府決增發兩個
免費電視牌照

16

香港骨灰龕不足又欠規管，政府在全港 18

區物色到 24 幅用地，並全力跟進各選址的技

術可行性研究及徵詢區議會意見，另外 2月

立法會已為沙嶺墳場的土地平整及相關基建

工程撥款，積極增加骨灰龕位，緩解需求。

此外，政府又採措施，規管私營骨灰龕，保

障市民利益。

在各區物色土地
緩解骨灰龕荒

17
CEPA 簽訂已十年，兩地政府今年再簽訂第 10

份補充協議，當中包括 73 項涵蓋服務貿易開

放、加強金融合作和便利貿易投資的措施。

梁振英政府亦積極開展「內交」，上任以來

已 10 餘次訪問內地多個省市。特首於 9月份

首次率經貿團數十人參訪重慶，11 月再率團

到訪廣西。

CEPA 補充協議
再助港拓商機

18
政府公布新界東北修訂方案，暫緩發展坪輋、打

鼓嶺，先推古洞北和粉嶺北兩個新發展區，預計提

供 6萬 7 千個住宅單位，可容納 17 萬人口。計劃

採取「加強版傳統新市鎮模式」發展，容許申請「原

址換地」。有環保團體提議收回逾 170 公頃粉嶺高

爾夫球場用地作發展住宅，以取代發展計劃，引起

社會廣泛討論。

政府推動發展
新界東北建社區

19
為準備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特首梁振英

10 月宣布成立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律政

司司長袁國強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

源組成的「政改諮詢專責小組」，爭取於今

年年底前發表諮詢文件，以準備啟動「政改

五部曲」，預料首階段諮詢不會提出具體的

政改方案。

政府開展政改諮詢
為普選作準備

20

障市民利益。 到訪廣西。 社會廣泛討論。 政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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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工業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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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總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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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

新界鄉議局

香港工會聯合會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九龍社團聯會

新界社團聯會

政府人員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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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潮州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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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玩具廠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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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市公司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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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青年聯會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

新世紀論壇

香港小童群益會

香港少年領袖團

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

新青年團

青年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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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

(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