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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移交13週年研析報告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n 政治體制運作正常，普選議題獲進展 

n 經濟已見復甦，港府預估前景樂觀 

n 社會平穩發展，司法仍然獨立 

n 國際基本上肯定香港情勢 

n 陸港日益融合，「先行先試」受關注  

n 台港關係新階段，續有突破性發展 

 

壹、整體評析 

整體而言，香港移交 13 年後政治、經濟、社會體制運作仍稱平

順。香港普選仍是政治議題焦點，在大陸與港府釋出善意回應，與泛

民主派人士正式公開會面溝通，行政長官與公民黨黨魁透過電視轉播

政策辯論，港府也採納部分泛民主派的建議方案，終讓香港普選進程

獲得進展。 

香港經濟受到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令 2009全年經濟成長下跌 2.8

％，是自1988年以來首次出現年度衰退的情形；但因經濟景氣好轉，

公營部門加速投資，以及亞洲區內貿易復甦，已逐漸擺脫全球金融海

嘯衝擊，本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已達8.2％。過去一年，香港社會平

穩發展，其司法獨立性仍受國際肯定；香港傳媒仍可報導對中國及港

府的評論，人們仍可透過遊行抗議中共或港府的作為，惟傳媒自我審

查現象與貧富差距問題仍受關切。 

    台港關係在過去一年也有良好發展，民間人員及經貿往來維持

熱絡，官方交流層級也在新平台建立後日漸提升。為便利雙方人民

往來，我方除將簡化香港居民以網路申辦許可來臺之作業外，同時

也針對在港澳之大陸人士，修正相關條例，適度放寬渠等來台入出

境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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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台港雙方亦共同建構新交流平台。香港於 2010年 4月

間成立「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協進會」），我方亦於5月成

立「財團法人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策進會」)。陸委會賴

幸媛主委更在6月間赴港視察香港事務局業務並獲港府禮遇，傳媒

譽之「破冰之旅」，是台港關係升溫的體現，對台港關係的拓展相

當重要。賴主委指出，台港關係的發展將提升至一個新的階段，台

港雙方官方交流互訪將更順利，涉及公權力議題的處理將更有效

率；同時也將進一步深化台港經濟、文化多方面、多層次的交流與

合作。 

    謹將香港移交第 13年（2009年7月至2010年6月）的整體情勢發展評 

析如下： 

 

一、政治體制運作正常，普選議題獲進展 

 過去一年來，香港政治運作大致維持平順。有關香港普選進程

仍是政治焦點。港府提出 2012 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選舉辦法的

修正案，擴大行政長官的選民基礎，以及擴大立法會議席，但泛民主

派認為對於落實普選的保證仍不足，公民黨與社會民主連線發起立法

會議員辭職行動，民主黨則結合其他黨派組織「終極普選聯盟」，要

求大陸清楚定義「普選」、2012年新增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開放全港

投票產生，以及設立討論政改發展平台等。 

5 位泛民主派議員辭職後舉行的補選共有 57萬 9千人投票，投

票率為17.1％。公民黨黨魁余若薇認為投票人數超越2003年的「七

一」50萬人遊行，可視為一次成功的民主動員。補選投票結果，辭

職的泛民主派議員均獲勝選，令泛民主派維持在立法會全部 60個議

席中的 23個議席，也掌握否決港府重大議案的關鍵票數（重大議案

須2/3席次即40席贊成），這讓港府預定在6月23日提出的有關「2012

年特首及立法會議員選舉辦法修正案」被否決的可能性提高。惟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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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曾蔭權透過與余若薇黨魁舉行香港首度的電視轉播政策辯論，雖

然民調顯示余若薇辯論獲勝，但已營造民主氛圍；另港府主要官員如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林瑞麟，以及香港中聯辦副主

任李剛，陸續與「終極普選聯盟」成員會面溝通，尤其香港中聯辦與

泛民主派的公開正式會面，是「六四事件」以來的首度舉行，傳媒以

「破冰之旅」稱之，在前述「和解」氣氛興起下，港府採納部分泛民

主派的建議方案（立法會新增的區議會組別的 5個議席，由民選的區

議員提名後，交全民普選產生），致 2012 年選舉辦法修正案終獲通

過，令香港普選進程獲得進展。        

 

二、經濟已見復甦，港府預估前景樂觀 

香港在 2008年下半年以後，受到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無論是

出口貿易、消費及投資均轉弱，致香港 2009 全年經濟成長下跌 2.8

％，是自 1988年以來首次出現年度衰退的情形，失業率自 2008年

3.6％上升到2009年5.4％；但近來因經濟景氣好轉，公營部門加速

投資，以及亞洲區內貿易復甦，已逐漸擺脫全球金融海嘯衝擊，本年

第一季經濟成長率已達8.2％。 

大陸的挺港經濟措施也有助香港經濟復甦。中國大陸總理溫家寶

2009 年 4月博鰲論壇釋出 5項優惠措施，包括再擴大人民幣業務、

便利在大陸的港資企業融資與行銷、開發「一程多站」旅遊，以及簽

署 CEPA補充協議 7等，其中 2009年 9月在港發行 60億的人民幣國

債，是首次在大陸以外地區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主權債券，被認為體

現中共力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意志。而行政長官曾蔭權也在簽

署 CEPA7 時讚揚 CEPA 對香港助益良多，惟亦有部份學者要求政府

應該公布詳細數據以利系統性探究 CEPA對香港發展的正負影響。 

香港經濟發展仍面臨許多挑戰，包括經濟轉型、貧富差距擴大、

人力素質提升及空氣污染處理等。此外，與上海在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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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則是攸關香港定位與長期發展，廣受矚目。香港政府評估若

全球經濟不再發生嚴重倒退，以致影響亞洲經濟復甦，港府預測 2010

年的經濟成長將是4％至5％。 

 

三、社會平穩發展，司法仍然獨立 

    過去一年，香港司法獨立性仍受國際肯定，香港傳媒仍可報導對

中國及港府的評論，人們仍可透過遊行抗議中共或港府的作為，但是

傳媒自我審查現象仍受關切。香港記者協會年報指出，「自由之家」

組織發表的全球新聞自由評級，把香港由「自由」降為「部分自由」

地區，原因之一是香港傳媒的獨立性和多元化受到威脅。該年報也擔

憂在澳門已訂定「維護國家安全法」會對香港產生立法壓力。尤其部

分香港泛民主派人士被澳門拒絕入境、港人紀念「六四」活動遭到港

警扣押民主女神像，女神像的作者也遭香港海關拒絕入境，以及香港

蘋果日報因常批評中共導致所屬記者屢遭中共拒絕入境採訪等情節

的發生，都讓各界一再關切「中國因素」對「一國兩制」的影響。     

香港的貧富差距問題也持續受到關切。港府扶貧專責小組向立法

會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報告指出，全港仍有超過 19萬戶家庭，

每月收入低於3700港幣，佔全港家庭總戶數的9.6％。香港社會服務

聯會也表示，2009年上半年香港貧窮人口在半年內急增2萬多人，至

123.62萬人，創下10年新高，青年貧窮率亦升至 20％。香港輿論關

切貧窮問題的惡化，提供激進的政治團體發展的環境，部分學者即認

為，出生於80年代的「八十後」香港青年近期有較激烈的抗爭行動，

與貧富差距問題有關聯。 

 

四、國際基本上肯定香港情勢 

    國際基本上肯定香港情勢，香港也仍維持其國際競爭力。在英國

與美國發布的香港情勢報告、官方聲明或外交人員談話，都仍肯定香



 5 

港目前政治體制運作平順，不過也同時表達對香港普選進程的高度關

切，渠等強調唯有全面普選才能保證香港的穩定與繁榮。國際也肯定

香港的競爭力，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第16年評定香港的經濟自由度排

名世界第一。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香港也仍維持

第11名地位。在集資總額中，2009年首次公開招股籌集資金激增

276.2%至2,482億港元，使香港交易所成為該年全球最大的首次公開

招股活動集資中心。 

    香港也仍正常參與國際活動。香港於2009年12月5日舉辦第5

屆東亞運動會，計有來自9個國家及地區的2300名運動員參加，規

模為歷屆最大。外國航艦也仍可停靠香港維修與補給，但是需要中共

的同意，也因此當美國宣布對台軍售，繼而美國總統接見達賴喇嘛，

令大陸暫停與美國的軍事交流，雙方關係緊張之際，大陸卻又同時批

准美國航空母艦尼米茲號停靠香港四天，令各界關注。香港傳媒認為

事件除了反映大陸處理對美關係更加成熟細緻（星島日報社評，2010.2.18），香

港因其獨特的背景與「一國兩制」的特殊地位，得以為大陸的外交提

供一個特殊的平台（譚天媚，新報，2010.2.22）。時事評論員指出，近年香港在

中國大陸外交上的定位起了變化。從港府前官員陳馮富珍代表大陸出

任世衛組織職務，香港慢慢地擔任大陸對外交流的「第三部門」，不

少國際視為不能出口予大陸的高科技產品，均透過香港公司流入大陸

市場，反映香港在大陸外交、甚至國防問題的重要角色。但是同時，

其他國家也可以透過香港進行一些大陸不容許的活動，Google不願

受到大陸的限制而將公司遷到香港便是一例（凌劍豪，信報，2010.3.24）。論者

認為事件是對「一國兩制」的一次宣傳（柳三禪，東方日報，2010.3.24）。但美國

華爾街日報則以為這將考驗中國大陸對於「一國兩制」下香港的言論

自由的容忍度（東方日報，2010.3.24），後續發展，殊值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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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陸港日益融合，「先行先試」受關注 

    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 2009年 10月 14日發表施政報告，指出當

前面臨重大挑戰之一為面對上海的發展，如何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的挑戰，凸顯港人擔憂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後香港遭到邊緣化。大陸方

面陸續推出多項挺港經濟措施。雙方也在 2010年 5月簽訂 CEPA補

充協議七，共有35項市場開放和貿易便利措施，涉及14個服務領域

的有27項開放措施，其中8項更屬「先行先試」措施。而在2009年

1月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

規劃綱要（2008-2020）」，已將珠江三角洲發展提升到國家戰略的層

面，粵港合作明確訂為國家政策，並且可以「先行先試」進一步革開

放。2010年4月7日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和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簽署「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大陸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家副

主席習近平、國務委員劉延東和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暉出席簽署儀

式，顯示中共當局對此項協議的重視。粵省省長黃華華則表示粵港合

作將從過去製造業的「前店後廠」模式轉向服務業的「前總店，後分

店」的模式。 

   根據港府統計處公布的人口數據顯示，2009年底香港人口達

702.64萬，較08年底增加3.7萬人，增長率為0.5％。統計處指出，

在逾8萬名新生嬰中，大陸孕婦所生則有37,253名，佔全年出生人

口45.3％，當中有29,766名新生嬰的父母均非港人。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張超雄表示，近年在香港註冊結婚的男女當中，

有過半數是「中港家庭」，令跨境婚姻的數字不斷上升。他又指自由

行的安排，方便大陸夫婦來港產子，他指這批新生嬰兒，將來是推動

香港經濟的「生力軍」，但如何照顧其成長，以及令他們融入本港社

會，是需要考慮的事情（成報，201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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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台港關係新階段，續有突破性發展 

    台港關係在過去一年，民間人員及經貿往來維持熱絡，官方交流

層級也在新平台建立後日漸提升。2009年全年兩岸經香港轉口貿易

金額約為 210 億1 千餘萬美元。台港雙邊貿易達 306億美元，香港

是臺灣第4大貿易夥伴，香港對台灣投資金額約2億7千餘美元，台

灣對香港投資約為2億4千餘美元。台灣赴香港人員約為226萬餘人

次，香港訪台人數則為59萬1千餘人次。為便利雙方人民往來，我

方除簡化香港居民以網路申辦許可來臺之作業外，也放寬香港學生在

臺畢業後可繼續就讀研究所。另也修正港澳居民之大陸配偶、未成年

子女得隨行來臺及增訂放寬港澳人士之大陸配偶來臺多次入出境許

可證之規定。我內政部、交通部也放寬旅居香港、澳門之大陸地區人

民來臺觀光之旅居年限，由4年改為1年，經結合台港業者，開發台

灣南部與東部觀光行程，獲得熱烈反應。 

    官方互動也在延續前一年的基礎下繼續有突破性發展。我方官員

如衛生署署長葉金川、行政院政務委員曾志朗、教育部部長吳清基、

體委會主委戴遐齡、台北縣周錫瑋縣長、立法院副院長曾永權均得以

順利赴港；周縣長、曾副院長並與行政長官會面。陸委會副主委劉德

勳與賴幸媛主委也相繼赴港視察香港事務局業務，尤以賴主委獲港府

在出入境的禮遇，令此行獲稱「破冰試水溫」，是台港關係升溫的體

現，對台港關係的拓展相當重要。 

另港府官員也陸續來台參訪，如港府民政事務局曾德成局長拜會

台北市政府，就籌辦國際大型體育活動，以及港台兩地在文化及體育

方面的合作，交流意見。港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林瑞麟局長與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劉吳惠蘭局長也率團訪問台中參觀元宵節，並推廣香港旅

遊。行政長官更表示希望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能在適當時機訪台。 

過去受限於客觀環境，台港間許多涉及公權力行使的事宜，由於

互動及溝通管道並不順暢，問題產生後也不易妥善迅速解決。隨著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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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關係和緩帶動台港關係的進展，台港雙方在 2009年 6月間同意建

立提升官方間互動的平台，以推動及整合台港經貿及文化交流相關合

作事宜。港府繼而於 2010年 4月 1日宣布成立「港台經濟文化合作

協進會」（「協進會」），我方亦在 4月 2日宣布成立「財團法人台港經

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策進會」)，與「協進會」共同做為未來促進

台港間經貿及文化的交流，進而加強提升官方間互動的平台。「策進

會」於 5月 26日揭牌運作，行政院院長吳敦義致詞時表示，「策進

會」的成立代表台港經濟及文化交流合作的新紀元。不但符合馬總統

所提出的「黃金十年」願景，也將使台港未來的合作更為密切，也更

能具體地服務台港民眾，政府將會積極支持。「策進會」董事長林振

國指出，該會將積極推動台港經濟及文化交流事務，也將積極規劃安

排與港方「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人員間的互訪活動，及協助處

理台港間涉及公權力事務的協商事項等。另一應邀出席之貴賓，立法

院副院長曾永權期許「策進會」未來與相關民間團體共同合作，有效

整合官方與民間的資源創造更大的效益。陸委會主委賴幸媛表示，台

港在金融、投資、運輸、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十分密切，當然也

就有許多衍生的問題需要雙方共同努力尋求妥善的解決。「策進會」

便是基於改善及強化台港關係之政策需要而成立的機構。「策進會」

的成立運作，象徵台港關係的發展將提升至一個新的階段，未來台港

雙方之間意見的溝通與問題的處理將更有效率；同時也將進一步深化

台港經濟、文化多方面、多層次的交流與合作。陸委會將會盡最大的

努力，支持「策進會」的運作，也希望「兩會」可於年內互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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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附錄 
(一)香港政經情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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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港經貿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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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相互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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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港交流活動及措施 

 
時     間 內                                            

容 
2009.6.8 修正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放寬受聘僱在

臺工作之港澳居民，其大陸配偶、未成年子女得隨行來臺
及增訂放寬港澳人士之大陸配偶來臺多次入出境許可證
之規定 

2009.6.29 香港民建聯台灣文化保育訪問團13人訪台。 
2009.7.5 香港新界總商會台灣交流團來台，拜會陸委會、經濟部、

工總及商總。 
2009.7.5 香港公立中學師生研習團86人由何漢權主席率領來台，

參訪中台灣大中學教育及環保。 
2009.7.16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台灣經貿參訪團一行25人，由王遼平

副會長率領訪台。 
2009.7.19 香港立法會考察團來台考察扶貧計畫。 
2009.7.27 港澳大專院校新聞傳播學系學生台灣實習團26人來台，

除參訪媒體產業，並體驗實習課程。 
2009.8.4 衛生署葉金川署長赴港參加第五屆台港論壇。 
2009.8.6 台北縣政府組團赴港招商。 
2009.8.17 中華港澳協會舉辦港澳研究生台灣研習會。另中華發展基

金舉辦兩岸四地大學生研習營。 
2009.8.31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黃素津副局長赴港考察。 
2009.9.25 海基會江丙坤董事長赴港參加世紀講壇活動。 
2009.10.5 交通部觀光局駐香港辦事處特結合台、港、澳業者及南台

灣縣市政府資源，於98年10月5日至7日邀請港澳地區
旅客共計208名來台參加「南台灣加油祈福之旅」。 

2009.10.16 台北縣周錫瑋縣長率團訪港，並拜會行政長官。 
2009.11.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傳播內容處何吉森處長赴港考察。 
2009.11.6 交通部航政司尹承蓬司長赴港考察。 
2009.11.18 香港九龍總商會訪台，拜會陸委會、經建會、經濟部。 
2009.11.23 經建會都住處郭翡玉副處長赴港考察。 
2009.12.1 修正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放寬旅居

香港、澳門之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年限，由4年改為1
年且申請應備文件增列得持香港、澳門核發之旅行證件影
本，以活絡臺港澳三地的觀光產業，促進各項文化、經貿
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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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3 香港參政人士暨台灣各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觀選團來台。 
2009.12.4 行政院政務委員曾志朗、教育部部長吳清基、體委會主委

戴遐齡、體委會副主委林國棟赴港參加東亞運動會。 
2009.12.9 基隆市政府參訪團赴港考察。 
2009.12.10 香港金融管理局派員來台參加金融研究發展基金管理委

員會舉辦之研討會。 
2009.12.21 環保署邱文彥副署長赴港考察。 
2009.12.29 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台灣參訪團來台。 
2010.1.4 香港12所院校師生考察團訪台。 
2010.1.28 香港青年會組織港台學生交流團訪台。 
2010.2.1 陸委會副主委劉德勳赴港視察香港事務局業務。 
2010.3.5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率團赴台中訪問。 
2010.3.25 內政部部務會報通過「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

定居許可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簡化港澳居民以網路
申辦許可來臺之作業。 

2010.3.27 香港前行政長官董建華伉儷訪台。 
2010.4.1 港府宣布成立「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 
2010.4.2 陸委會宣布成立「財團法人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 
2010.4.27 香港同鄉會聯合總會台灣訪問團來台。 
2010.5.18 香港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代表羅董事長康瑞出席台北

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大二次大會。 
2010.5.26 「財團法人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揭牌運作。 
2010.6.3 陸委會主委賴幸媛赴港視察香港事務局業務。 
2010.6.17 立法院副院長曾永權赴香港理工大學演講，並拜會行政長

官曾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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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香港移交13週年爭議事件 

              香港九七之後 
                      五十年不變？ 
                 自由？人權？法治？ 

香港移交後之爭議事件（2009.7-2010.6）                  總計：3件 

次

數 

時 間 紀 事 要 點 資料來源 

181  
2009.6.29 

避諱「六四」，傳媒自我審查 
■  記者撰「六四」專題遭解雇：香港
南華早報集團所屬「君子雜誌」
（Esquire）記者朱天韻於2009年6
月 29日遭即時解雇，人事部承認解
僱與其5月底撰寫的「六四專題」及
其後她對事件的處理有關。「君子雜
誌」管理層逕行抽起 6月號共 16頁
的六四專題，事後並指有關文章煽
動，朱天韻不同意有關理解，事後在
網路上公開事件。 

■ 香港新聞記者協會譴責自我審查心
態：香港新聞記者協會發表聲明譴責
此事件是香港傳媒機構自我審查的
另一明證，該協會擔憂事件會引發寒
蟬效應，傳媒從業員將無可避免地受
到僱用機構的壓力，不敢觸及傳媒東
主因利益關係而不願觸及的題目。 

 
香港記者
協 會 聲 明
稿 ，
2009.7.28 
 
 
 
 
 
 
香港記者
協 會 聲 明
稿 ，
2009.7.28 

182  
2009.12.2
7 
 
 
 
 
 
 
 

大陸僭越香港司法管轄權  
n 大陸公安越界扣查港人：21名聲援大
陸異見人士劉曉波的香港民眾在羅
湖橋靜坐抗議，其中4名示威者及2名
香港明報記者，遭大陸公安人員越境
扣押帶回深圳，經扣留4小時，晚上
獲釋。 
n 陸港警員損害「一國兩制」：傳媒以
照片為證指出當時大陸公安確實越
境押人，論者批評大陸執法人員，罔

 
都市日
報，
2009.12.2
8 
 
 
明報社
評，
200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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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數 

時 間 紀 事 要 點 資料來源 

 
 
 
 
 
 
 
 
2010.1.15 

顧深港分界線，越界執法，不但損害
香港的司法管轄權，侵犯香港居民的
基本權利，實質上違反基本法和破壞
「一國兩制」。論者也質疑港警未即
時阻止大陸執法人員越境執法以及
保護港人，是因為凜於渠等的大陸身
分所致，果如此，則香港「一國兩制」
已蕩然無存。 
n 在香港遭扣押之大陸學運領袖移交
大陸執法機關：大陸學運領袖周勇軍
2008年9月底持假護照欲經由香港返
回大陸，遭香港以違反金融犯罪扣
押，後交由大陸執法人員帶回深圳。
當時香港立法會亦跟進為何入境處
把持有假護照入境香港的周勇軍，送
交內地，質疑做法是違法《基本法》
以及高度自治。2010年1月15日周勇
軍被大陸以「金融詐騙罪」判監九
年，然而其指控的「詐騙」行為以至
「詐騙」對象，全部均在香港發生或
是香港金融機構；立法會議員以至學
者均認為，從公平審訊以至司法管轄
權的角度而言，周勇軍一案應移交由
香港法院審理。 
n 大陸侵害香港司法管轄權：民主黨
籍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指出，從表面
證據而言，周勇軍案唯一的「犯罪」
地點只有在香港，因此基於公平審
訊，此案該交由香港法院審理，「因
為所有證據、賬戶、以至被指騙取
的對象都是在香港，在其他地方審
判只會流於紙上談兵。」他認為，
由大陸審理是「僭越香港司法管核
權」。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
耀庭也認為，香港法院應該有優先

9 
 
 
 
 
 
 
 
信 報 ，  
2010-01-2
1、亞洲週
刊 ，
2010.2.7
，p.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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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數 

時 間 紀 事 要 點 資料來源 

權審理案件，而且《基本法》承諾
大陸司法制度不適用於香港，因此
周勇軍一案倘若屬實，特區政府應
該爭取把案件移交由香港法院審
理，才算公平。  

183  
 
2010.5.30 
 
 
 
 
 
 
2010.6.2 

阻礙紀念「六四」與禁止紀念「六四」
人士入境，損害「一國兩制」 
■ 阻礙紀念「六四」：香港「香港市民
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
會」）將「新民主女神像」擺置在時
代廣場，遭警方以未申請許可而沒
收，並以阻礙公務拘控「支聯會」
人員，這是香港紀念「六四」20年
來未曾發生的。 

■ 香港禁止「新民主女神像」作者入
境：創作新民主女神像的華裔美籍
人士陳維明欲入境香港遭拒，港府
保安局李少光局長以不評論個案未
說明遣返陳維明的理由，但強調事
件與政治打壓無關。陳維明發表聲
明指「一國兩制」是騙人的。 

■ 衝擊香港核心價值，損害「一國兩
制」：傳媒社評指出，這是香港紀念
「六四事件」21年以來，港府首度
以法治之名，打壓「六四」紀念活
動，是對港人言論自由這項核心價
值的衝擊也是對「一國兩制」的衝
擊。 

 
 
成 報 ，
2010.5.31 
 
 
 
 
 
信 報 ，
2010.6.3 
 
 
 
 
 
明 報 社
評 ，
20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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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香港移交13週年大事紀                      2009.7-2010.6  

 
時    間    紀                            要 
2009.7.1 大陸清華大學副教授程潔在英文雜誌「香港月刊」撰文

表示，大陸對「一國兩制」香港模式的執行重心已輕「兩
制」重「一國」。 

2009.9.2 民主黨與曾蔭權特首會面討論香港普選進程。 
2009.9.28 大陸在港發行60億人民幣國債。 
2009.10.14 曾蔭權特首於施政報告中表示，將成立「港台經濟文化

合作協進會」，亦會考慮在適當時候及以適當形式在台
灣設立綜合性辦事機構。 

2009.11.18 港府公布有關修改 2012年的特首和立法會選舉辦法的
諮詢文件。 

2010.1.26 5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梁國雄、陳偉業、陳淑莊、
梁家傑）向立法會秘書處遞交辭職信。 

2010.3.14 溫家寶於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閉幕記者會上說明香港
面臨的5個深層次問題。 

2010.2.24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立法會說明 2010年
至 2011年財政預算案表示，港府已決定成立「港台經
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協進會」）及「港台商貿合作委
員會」。 

2010.4.1 「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與「港台商貿合作委員會」
成立。 

2010.5.16 舉行立法會議員補選，共有 57萬 9千人投票，投票率
為17.1％ 

2010.5.24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與民主黨會面。 
2010.5.27 陸港簽署CEPA補充協議7。 
2010.5.30 警方沒收「支聯會」紀念「六四事件」的「新民主女神

像」。 
2010.6.23 立法會審議港府所提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選

舉辦法修正案，表決結果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