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概貌 

 

在2019年年中，香港人口约751万。香港虽然面积小，但朝气

蓬勃、干劲十足。香港被誉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商业及金融中

心，亦是一个效率超卓的转口港。 

 香港得天独厚，位处远东主要的贸易航道上，拥有世界

上其中一个最优良的海港，所以早在150年前，香港转口贸易

已蓬勃发展。随后发生的历史和政治事故，促使制造业发展。 

过去20年，服务业亦发展迅速，对近年香港的经济贡献很大。

2018年，服务业占本地生产总值达93%。 

 

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

区）在1997年7月1日成立。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香港

特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且实行「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 

 

《基本法》：《基本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是

香港特区的宪制性文件。《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订明中

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在香港特区实行的各

项制度。此外，《基本法》亦订明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

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经济和

社会制度；香港特区处理对外事务的方法；以及《基本法》

的解释和修改规则。 

 

政府：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区的首长。根据《基本法》，行政

长官在香港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然后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现时负责选出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由1 200人组成。选

举委员会大部分成员由选举产生。 

 行政会议是协助行政长官决策的机构，行政长官作出重

要决策、向立法会提交法案、制定附属法规和解散立法会前，

须征询行政会议的意见。 

 立法会负责行使的职权，包括根据《基本法》规定并依

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根据政府的提案，审核、

通过财政预算；批准税收和公共开支；以及对政府的工作提出

质询。现时，立法会由 70 位议员组成，35 由地方选区选举产

生，35 位由功能界别选举产生。 

 在地区层面，18 个区议会就影响所属地区居民福利的事

宜提供意见，亦是咨询公众的渠道。 

 

政制发展：《基本法》规定了行政长官和立法会的产生办法 

，并且进一步规定根据香港特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

则，最终达至行政长官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

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立法会全部议员普选产生的 

目标。 

 根据《基本法》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解释和决定，修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

生办法的方案须经过「五步曲」宪制程序，即行政长官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是否可就产生

办法进行修改、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

官同意、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 

 

法律及司法：香港的法律由《基本法》、本地制定的法例 

、附属法例、普通法、 衡平法和习惯法组成。 列于 

《基本法》附件三内的数条全国性法律（关乎国旗及国歌、

国籍法和外交特权与豁免等项目）亦适用于香港。 

香港特区的法院包括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分为上诉法

庭及原讼法庭）、竞争事务审裁处、区域法院（包括家事法

庭）、土地审裁处、裁判法院（包括少年法庭）、死因裁判

法庭、劳资审裁处、小额钱债审裁处和淫亵物品审裁处组成。 

 

公共财政：截至2020年3月底，政府的财政储备为11,603亿元。

在2020-21财政年度，预算政府的总收入为5,725亿元，其中约

35%来自直接税，26%来自间接税。其余的收入来源包括：地

价收入、投资收入和各项收费。 

在2020-21财政年度，预算的公共开支总额为7,731亿

元，约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6.6%，其中包括政府开支的7,311

亿元，以及房屋委员会和各营运基金的开支共420亿元。年度

内，主要的公共开支范畴如下：社会福利（14.9%）、教育

（14.5%）及卫生（12.6%）。 

 

经济：香港是首屈一指的国际贸易、金融和商业中心，具有

多方面的优势，包括优良法治传统和司法独立、公平和方便

的营商环境、规模小而效率高的政府、简单的税制及低税率、

自由开放的贸易体制、资本和信息自由流通、具良好教育水

平的劳动人口，以及世界级的基础设施等。过去20年，香港

经济平均每年有3.5%的实质增长。2019年，本地生产总值以

当时巿价计算达 28,657亿元，而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则为

381,714元。 

 

贸易：在2019年，香港的贸易总额（包括商品进口、港产品

出口及转口）为84,041亿元，比2018年下跌5.4%。整体出口

的主要市场是中国内地，占 2 0 1 9年本港整体出口总值 

的55%，其次是美国（7.6%）、日本（3%）、印度（3%）及

台湾（2.2%）。香港的进口货品主要来自中国内地（46.6%）、

台湾（7.5%）、新加坡（6.6%）、日本（5.7%）及韩国

（5.0%）。 

 

房屋：于2020年第一季，香港共有约265万个住户，其中约

784 200户或212万人（占全港人口约29%）居于香港房屋委员

会（房委会）的公共租住单位，约30 000户或77 800人则居于

香港房屋协会（房协）的公共租住单位。另外，约有386 900

户或109万人（占全港人口约15%）居于资助出售房屋。换言

之，全港共有近一半的住户居住在受政府资助的房屋。余下

约145万个居住在私人楼宇的住户中，约982 800户住在自置物

业。 



 

 

卫生：整体而言，香港拥有良好的健康医疗系统。跟西方国

家比较，香港的各项健康指标均较佳。香港医院的设备先

进，属全球数一数二。本港有完善的医疗设施，各类专科服

务一应俱全。虽然没有「国家保健服务」，病人须缴付诊症

金和治疗费用，但香港市民的公营医疗服务收费获政府高度

资助。 

 截至2019年年底，香港于43间公营医院和机构、12间私

家医院、65间护养院和惩教署辖下20间医院，设有病床总数

达41 474张 #，即每千人5.5张。同时期，香港有注册医生

15 004名及注册中医10 173名。 

 

教育：在2019/20学年，本港共有幼儿园1 049间，小学587间，

及中学504间。在幼儿园就读的学生有174 297人，在小学及中

学就读的分别达373 228及327 394人。 在2019/20学年，获大学

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拨款资助的八间大学所开办的教资

会资助课程，共有学生95 990人，而经本地评审自资副学位或

以上的专上课程（除职业训练局外），共有学生64 572人。在

2018/19学年，职业训练局的职前课程共有学生51 390人。政府

推出涵盖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及四年高等教育的新学制。新学

制的三年高中课程于2009年9月起推行，而四年的学士学位课

程已于2012年9月开始实施。 

 

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署及非政府机构（包括169间受资助的福

利机构）透过约3 320个服务协议单位，提供全面的福利服务。

服务涵盖社会保障、家庭及儿童福利、医务社会工作、小组

及小区工作、青少年服务、安老服务、弱能人士康复服务、

违法者服务，以及临床心理服务。社会福利署透过全日24小

时运作热线，提供社会福利服务信息，亦有当值社工提供实

时电话辅导、支持及转介服务。 

 

交通运输：海路：在 2019 年，进出香港港口的船舶约有

323 000 航次，涉及 2.63 亿公吨货物和约 1 820 万跨境渡轮及

邮轮乘客人次。当中海事处辖下三个跨境客运码头提供往返内

地及澳门的喷射船和双体船服务，年内抵港及出境人次分别有

720 万人次和 730 万人次。 

 道路：2019 年，本港的道路全长 2  127 公里，领有牌照车

辆及政府车辆共 794 366 辆，车辆密度为每公里道路有 373 辆

车行驶。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由三条海底隧道连接。截

至 2019 年年底，本港约有专营巴士 6  177 辆，年内平均每日载

客逾 409 万人次。此外，本港还有公共小巴 4  350 辆、的士

18  163 辆及电车 168 辆。 

 铁路：香港的铁路系统是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

营运及管理，并由观塘线（调景岭至黄埔）、荃湾线（荃湾

至中环）、港岛线（柴湾至坚尼地城）、南港岛线（金钟至

海怡半岛）、东涌线（香港至东涌）、将军澳线（宝琳／康

城至北角）、东铁线（红磡至罗湖／落马洲）、西铁线（屯

门至红磡）、马鞍山线（乌溪沙至大围）、迪斯尼线（欣澳

至迪斯尼）组成，全程187.4公里，共有91个车站。港铁亦营

运全长35.2公里的机场快线，以及在新界西北营运全长36.2公

里的轻铁系统（共设有68个车站）。港铁巴士服务为铁路乘

客提供更全面的服务网络。 

 

 港铁同时经营往返香港与内地（包括北京、上海、广州

等城市）的城际直通车服务，以及连接香港与国家高速铁路

网络的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2019年，整个铁路系

统每日平均载客约510万人次。 

 航空：香港国际机场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有约

120 家航空公司提供直接航班服务往来香港国际机场至全球

约 220 个航点。2019/20 财政年度，机场共处理国际旅客逾  

6 070 万人次、空运货物约 459 万公吨，以及飞机升降约 38

万架次。 

 

电讯：截至2020年2月，全数码化电话系统共接驳400万条电

话线。而流动通讯系统则为2 330万名用户提供服务，即在每

100名人口中便有约277.3名流动服务客户，普及率##属全球最

高之一。第三代和第四代流动服务的用户人数达2 307万，消

费者可享用流动高速多媒体服务。流动数据用量为66 636太字

节（即66 635 665吉字节），或人均用量##约为8 878兆字节，

相当于2019年同期流动数据用量的1.36倍。2020年4月，第五

代流动服务在市场推出，令消费者可享用更多创新通讯服务

和应用。至于寛频互联网服务市场，本地宽带用户数目约279

万，住户宽带普及率达93.7%。 

 另外，香港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无线城市之一，全港共

有13 595个地点提供62 085个热点让市民可透过Wi-Fi接达互

联网。 

 

银行：香港是一个国际银行中心。截至2020年5月，香港有

163间持牌银行、17间有限制牌照银行及13间接受存款公司。

它们合共经营1 245间本地分行。此外，境外注册银行在本港

设有42间代表办事处。这些机构来自34个经济体，其中78间

论规模排名全球前100。 

 

汇率：由1983年10月起，香港实施联系汇率制度，将港元汇

率固定于每7.8港元兑1美元的水平。 

 

税制：根据地域来源征税概念，只有于香港产生或得自 

香港的收入才需要课税。在香港从事贸易、商业或专业 

活动，其利润须课利得税。由 2018/19 课税年度起，法团首

200 万元应评税利润的利得税税率降至 8.25%，其后超过 200

万元的应评税利润则继续按 16.5%征税。至于法团以外人士，

两级制的利得税税率则相应为 7.5%及 15%。从受雇工作所得

入息须缴纳薪俸税，税额是把入息减去各项扣除和免税额后按

累进税率计算，但以不超过扣减免税额前的入息净额的 15%

（标准税率）为限。香港物业的业主须缴纳物业税，税额是把

每年所得租金收入减去差饷及 20%法定的修葺及支出免税额后，

再以标准税率 15%计算。 

 

传播媒介：香港是亚洲读报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亦是世界

上其中一个最大的中文刊物中心。截至 2020 年 5 月，在本港

注册的本地报刊共有 603 份，其中报章占 86 份，包括每日出

版的中文报章 55 份和英文报章 14 份。期刊杂志共 517 份，内

容方面包罗万有，由公共事务／政治、专门技术，以至娱乐

等题材都有。本港观众可收看超过 400 条由本地持牌机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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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地及非本地电视节目服务频道，其中包括 12 条现时由三

家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持牌机构经营的免费频道、超过 300

条由两家本地收费电视节目服务持牌机构提供的收费电视频道，

以及超过 40 条非本地电视节目服务频道。此外，三家本港电

台共设 13 条中英文频道，每周播放逾 2 000 小时节目。 

 

# 医院病床数目包括所有在医院管理局辖下医院、私家医院、护养院及惩

教机构内所设有的病床；这是根据香港法例第 165章《医院、护养院及留产院注

册条例》所包括的范围。病床与人口的比例数字未必可与其他国家互相 

比较 

##      流动服务普及率及流动数据人均用量的计算并不包括机器类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