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概貌 

 

在2019年年中，香港人口約751萬。香港雖然面積小，但朝氣

蓬勃、幹勁十足。香港被譽為全球首屈一指的商業及金融中

心，亦是一個效率超卓的轉口港。 

 香港得天獨厚，位處遠東主要的貿易航道上，擁有世界

上其中一個最優良的海港，所以早在150年前，香港轉口貿易

已蓬勃發展。隨後發生的歷史和政治事故，促使製造業發展。 

過去20年，服務業亦發展迅速，對近年香港的經濟貢獻很大。

2018年，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達93%。 

 

香港特別行政區：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

區）在1997年7月1日成立。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香港

特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並且實行「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 

 

《基本法》：《基本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是

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文件。《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訂明中

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和在香港特區實行的各

項制度。此外，《基本法》亦訂明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

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經濟和

社會制度；香港特區處理對外事務的方法；以及《基本法》

的解釋和修改規則。 

 

政府：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的首長。根據《基本法》，行政

長官在香港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然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現時負責選出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由1 200人組成。選

舉委員會大部分成員由選舉產生。 

 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行政長官作出重

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

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 

 立法會負責行使的職權，包括根據《基本法》規定並依

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

通過財政預算；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以及對政府的工作提出

質詢。現時，立法會由 70 位議員組成，35 由地方選區選舉產

生，35 位由功能界別選舉產生。 

 在地區層面，18 個區議會就影響所屬地區居民福利的事

宜提供意見，亦是諮詢公眾的渠道。 

 

政制發展：《基本法》規定了行政長官和立法會的產生辦法 

，並且進一步規定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

則，最終達至行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

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立法會全部議員普選產生的 

目標。 

 根據《基本法》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

生辦法的方案須經過「五步曲」憲制程序，即行政長官向全

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否可就產生

辦法進行修改、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

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 

 

法律及司法：香港的法律由《基本法》、本地制定的法例 

、 附 屬 法 例 、 普 通 法 、 衡 平 法 和 習 慣 法 組 成 。 列 於 

《基本法》附件三內的數條全國性法律（關乎國旗及國歌、

國籍法和外交特權與豁免等項目）亦適用於香港。 

香港特區的法院包括終審法院、高等法院（分為上訴法

庭及原訟法庭）、競爭事務審裁處、區域法院（包括家事法

庭）、土地審裁處、裁判法院（包括少年法庭）、死因裁判

法庭、勞資審裁處、小額錢債審裁處和淫褻物品審裁處組成。 

 

公共財政：截至2020年3月底，政府的財政儲備為11,603億元。

在2020-21財政年度，預算政府的總收入為5,725億元，其中約

35%來自直接稅，26%來自間接稅。其餘的收入來源包括：地

價收入、投資收入和各項收費。 

在2020-21財政年度，預算的公共開支總額為7,731億

元，約佔本地生產總值的26.6%，其中包括政府開支的7,311

億元，以及房屋委員會和各營運基金的開支共420億元。年度

內，主要的公共開支範疇如下：社會福利（14.9%）、教育

（14.5%）及衞生（12.6%）。 

 

經濟：香港是首屈一指的國際貿易、金融和商業中心，具有

多方面的優勢，包括優良法治傳統和司法獨立、公平和方便

的營商環境、規模小而效率高的政府、簡單的稅制及低稅率、

自由開放的貿易體制、資本和資訊自由流通、具良好教育水

平的勞動人口，以及世界級的基礎設施等。過去20年，香港

經濟平均每年有3.5%的實質增長。2019年，本地生產總值以

當時巿價計算達 28,657億元，而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則為

381,714元。 

 

貿易：在2019年，香港的貿易總額（包括商品進口、港產品

出口及轉口）為84,041億元，比2018年下跌5.4%。整體出口

的主要市場是中國內地，佔 2 0 1 9年本港整體出口總值 

的55%，其次是美國（7.6%）、日本（3%）、印度（3%）及

台灣（2.2%）。香港的進口貨品主要來自中國內地（46.6%）、

台灣（7.5%）、新加坡（6.6%）、日本（5.7%）及韓國

（5.0%）。 

 

房屋：於2020年第一季，香港共有約265萬個住戶，其中約

784 200戶或212萬人（佔全港人口約29%）居於香港房屋委員

會（房委會）的公共租住單位，約30 000戶或77 800人則居於

香港房屋協會（房協）的公共租住單位。另外，約有386 900

戶或109萬人（佔全港人口約15%）居於資助出售房屋。換言

之，全港共有近一半的住戶居住在受政府資助的房屋。餘下

約145萬個居住在私人樓宇的住戶中，約982 800戶住在自置

物業。 



 

 

衞生：整體而言，香港擁有良好的健康醫療系統。跟西方國

家比較，香港的各項健康指標均較佳。香港醫院的設備先

進，屬全球數一數二。本港有完善的醫療設施，各類專科服

務一應俱全。雖然沒有「國家保健服務」，病人須繳付診症

金和治療費用，但香港市民的公營醫療服務收費獲政府高度

資助。 

 截至2019年年底，香港於43間公營醫院和機構、12間私

家醫院、65間護養院和懲教署轄下20間醫院，設有病床總數

達41 474張 #，即每千人5.5張。同時期，香港有註冊醫生

15 004名及註冊中醫10 173名。 

 

教育：在2019/20學年，本港共有幼稚園1 049間，小學587間，

及中學504間。在幼稚園就讀的學生有174 297人，在小學及中

學就讀的分別達373 228及327 394人。 在2019/20學年，獲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撥款資助的八間大學所開辦的教資

會資助課程，共有學生95 990人，而經本地評審自資副學位或

以上的專上課程（除職業訓練局外），共有學生64 572人。在

2018/19學年，職業訓練局的職前課程共有學生51 390人。政府

推出涵蓋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及四年高等教育的新學制。新學

制的三年高中課程於2009年9月起推行，而四年的學士學位課

程已於2012年9月開始實施。 

 

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署及非政府機構（包括169間受資助的福

利機構）透過約3 320個服務協議單位，提供全面的福利服務。

服務涵蓋社會保障、家庭及兒童福利、醫務社會工作、小組

及社區工作、青少年服務、安老服務、弱能人士康復服務、

違法者服務，以及臨床心理服務。社會福利署透過全日24小

時運作熱線，提供社會福利服務資訊，亦有當值社工提供即

時電話輔導、支援及轉介服務。 

 

交通運輸：海路：在 2019 年，進出香港港口的船舶約有

323 000 航次，涉及 2.63 億公噸貨物和約 1 820 萬跨境渡輪及

郵輪乘客人次。當中海事處轄下三個跨境客運碼頭提供往返內

地及澳門的噴射船和雙體船服務，年內抵港及出境人次分別有

720 萬人次和 730 萬人次。 

 道路：2019 年，本港的道路全長 2  127 公里，領有牌照

車輛及政府車輛共 794 366 輛，車輛密度為每公里道路有 373

輛車行駛。香港島與九龍半島之間，由三條海底隧道連接。

截至 2019 年年底，本港約有專營巴士 6  177 輛，年內平均每

日載客逾 409 萬人次。此外，本港還有公共小巴 4  350 輛、的

士 18  163 輛及電車 168 輛。 

 鐵路：香港的鐵路系統是由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

營運及管理，並由觀塘綫（調景嶺至黃埔）、荃灣綫（荃灣

至中環）、港島綫（柴灣至堅尼地城）、南港島綫（金鐘至

海怡半島）、東涌綫（香港至東涌）、將軍澳綫（寶琳／康

城至北角）、東鐵綫（紅磡至羅湖／落馬洲）、西鐵綫（屯

門至紅磡）、馬鞍山綫（烏溪沙至大圍）、迪士尼綫（欣澳

至迪士尼）組成，全程187.4公里，共有91個車站。港鐵亦營

運全長35.2公里的機場快綫，以及在新界西北營運全長36.2公

里的輕鐵系統（共設有68個車站）。港鐵巴士服務為鐵路乘

客提供更全面的服務網絡。 

 

 港鐵同時經營往返香港與內地（包括北京、上海、廣州

等城市）的城際直通車服務，以及連接香港與國家高速鐵路

網絡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在2019年，整個鐵路系

統每日平均載客約510萬人次。 

 航空：香港國際機場是全球最繁忙的機場之一，有約

120 家航空公司提供直接航班服務往來香港國際機場至全球

約 220 個航點。2019/20 財政年度，機場共處理國際旅客逾

6 070 萬人次、空運貨物約 459 萬公噸，以及飛機升降約 38

萬架次。 

 

電訊：截至2020年2月，全數碼化電話系統共接駁400萬條電

話線。而流動通訊系統則為2 330萬名用戶提供服務，即在每

100名人口中便有約277.3名流動服務客戶，普及率##屬全球最

高之一。第三代和第四代流動服務的用戶人數達2 307萬，消

費者可享用流動高速多媒體服務。流動數據用量為66 636太

字節（即66 635 665吉字節），或人均用量##約為8 878兆字節，

相當於2019年同期流動數據用量的1.36倍。2020年4月，第五

代流動服務在市場推出，令消費者可享用更多創新通訊服務

和應用。至於寛頻互聯網服務市場，本地寬頻用戶數目約279

萬，住戶寬頻普及率達93.7%。 

 另外，香港作為世界首屈一指的無線城市之一，全港共

有13 595個地點提供62 085個熱點讓市民可透過Wi-Fi接達互

聯網。 

 

銀行：香港是一個國際銀行中心。截至2020年5月，香港有

163間持牌銀行、17間有限制牌照銀行及13間接受存款公司。

它們合共經營1 245間本地分行。此外，境外註冊銀行在本港

設有42間代表辦事處。這些機構來自34個經濟體，其中78間

論規模排名全球前100。 

 

匯率：由1983年10月起，香港實施聯繫匯率制度，將港元匯

率固定於每7.8港元兌1美元的水平。 

 

稅制：根據地域來源徵稅概念，只有於香港產生或得自 

香港的收入才需要課稅。在香港從事貿易、商業或專業 

活動，其利潤須課利得稅。由 2018/19 課稅年度起，法團首

200 萬元應評稅利潤的利得稅稅率降至 8.25%，其後超過 200

萬元的應評稅利潤則繼續按 16.5%徵稅。至於法團以外人士，

兩級制的利得稅稅率則相應為 7.5%及 15%。從受僱工作所得

入息須繳納薪俸稅，稅額是把入息減去各項扣除和免稅額後按

累進稅率計算，但以不超過扣減免稅額前的入息淨額的 15%

（標準稅率）為限。香港物業的業主須繳納物業稅，稅額是把

每年所得租金收入減去差餉及 20%法定的修葺及支出免稅額後，

再以標準稅率 15%計算。 

 

傳播媒介：香港是亞洲讀報人數最多的地區之一，亦是世界

上其中一個最大的中文刊物中心。截至 2020 年 5 月，在本港

註冊的本地報刊共有 603 份，其中報章佔 86 份，包括每日出

版的中文報章 55 份和英文報章 14 份。期刊雜誌共 517 份，

內容方面包羅萬有，由公共事務／政治、專門技術，以至娛

樂等題材都有。本港觀眾可收看超過 400 條由本地持牌機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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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供的本地及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頻道，其中包括 12 條現時由

三家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經營的免費頻道、超過

300 條由兩家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提供的收費電視

頻道，以及超過 40 條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頻道。此外，三家

本港電台共設 13 條中英文頻道，每周播放逾 2 000 小時節目。 

 

# 醫院病床數目包括所有在醫院管理局轄下醫院、私家醫院、護養院及懲

教機構內所設有的病床；這是根據香港法例第 165 章《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

註冊條例》所包括的範圍。病床與人口的比例數字未必可與其他國家互相 

比較 

##      流動服務普及率及流動數據人均用量的計算並不包括機器類連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