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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扶貧是行政長官梁振英施政重點，政府已

宣布成立扶貧委員會，全面檢視貧窮成因，制

定政策，防貧、扶貧、減少社會孤立，並促進

社會流動性。另外，特區政府會定出貧窮線，

以協助當局監察香港的貧窮情況，制定政策

方向和量度扶貧政策的成效。

成立扶貧委會並
劃香港貧窮線 19

2012 年香港舉行首屆中學文憑試及最後一

屆高級程度會考，兩個考試順利舉行，新舊學

制高中學生同時畢業，教育局為同學提供多

元出路。大學實行四年制，新舊學制高中畢

業生同時入學，令院校新生人數較往年激增，

各所大專院校落實雙學年大致順利。

大學三三四學制
第一年實行18

10 月 1 日晚，一艘載着看煙花市民的小輪

在南丫島海面與渡輪相撞，小輪迅速下沉，

100 多名乘客落水，特區政府採取有力措施展

開緊急救援，不幸仍有 39 人死亡。特區政府

宣布 10 月 4 日為全港哀悼日，特區下半旗 3

天致哀。

積極應對南丫島
撞船 39 死大海難 20

強積金「僱員自選安排」( 俗稱「強積金半
自由行」) 於 11 月 1 日實施，計劃賦予僱員
更大的自主權去選擇強積金受託人及計劃，
鼓勵他們更積極地按個人需要管理自己的強
積金投資，亦希望進一步促進市場競爭，從
而推動受託人提供更佳服務，同時令收費進
一步下調。

落實強積金
半自由行

1
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 3月 25 日舉行，梁振

英以近六成一的得票率當選新一屆行政長官。

梁振英當選第四任行政長官後，即着手籌組

新班子。7月 1日，國家主席胡錦濤蒞港親自

為梁振英宣誓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

政長官監誓。

梁振英當選特首   
組建特區新班子 3

面對「雙非」孕婦來港大量產子對本港造成

的嚴重影響，特首梁振英當選新一任行政長官

後，宣布明年香港的公私營醫院「雙非」零配

額，有關決定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對於如何

徹底解決「雙非」問題，律政司與保安局正研

究法律上不同可行方案處理雙非孕婦問題。

2013 年開始公私營醫院
停收「雙非」孕婦2

6 月 1 日，立法會三讀通過填補議席出缺安

排方案的條例草案，限制自願辭職的立法會

議員 6個月內參與同屆的任何補選。在立法

會審議過程中，部分議員極力阻撓方案的通

過，大打「拉布戰」，提出逾千條「修訂」，

經過多番擾攘，該條例草案才獲三讀通過。

  立法會通過修訂
《議員出缺安排條例》 4

針對新界丁屋及村屋僭建問題，政府表示

會依法辦事。同時，屋宇署推出新界豁免管

制屋宇僭建物申報計劃，後回應鄉議局及多

個鄉事委員會的訴求，將申報計劃的期限延

長三個月。期間並進行多番溝通，務求令問

題得到圓滿解決。

實質推進解決
新界僭建問題

9
受供求失衡及熱錢湧港影響，本港樓市持

續拾級而上。特首梁振英使出組合拳，穩定

樓市，助市民上樓。相關措施包括徵收特別

印花遏抑炒風，公布 10 項短中期措施增加房

屋及土地供應，落實港人港地政策，同時，每

年讓 5,000 名白表申請人免補地價購買居屋。

出辣招遏炒風穩
樓市助市民上樓 10

政府一貫支持培訓精英運動員計劃，為了

讓單車運動員有更好的培訓，經多年籌備的本

港首個符合國際標準的室內單車場亦於 11 月

初在將軍澳動工。得益於政府支持，香港單

車好手李慧詩在 2012 年倫敦奧運凱林賽中奪

得香港單車項目第一枚奧運銅牌。

李慧詩倫奧勇奪銅牌  
政府決建單車場 11

在考慮過香港的接待及承受能力後，特區
政府為確保香港旅遊及相關行業的健康發展，
減少對香港居民生活的影響，與內地當局達成
有關共識，非深圳戶籍居民來港「一簽多行」
的措施將無限期暫緩。梁振英表示，待確定
香港的承受和接待能力後，才會考慮推行「一
簽多行」。

考慮港情暫停非深圳居民
個人遊「一簽多行」

13
2012 年立法會選舉順利舉行。新一屆立法

會的議席從 60 席增至 70 席，在功能界別及
地區直選各新增 5個議席，其中 5席新增的
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議席，由全港市民
投票選出，又被稱為超級區議會議席。此次
選舉，各黨派都擺出強陣出選爭勝，選舉氣
氛濃烈。

立法會選舉增加
超級區議會議席 15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早在上世紀 90 年代

已被港府納入發展策略，在 2007 年施政報告

中也被列入十大基建之一，但在最後的諮詢

階段突起風波，支持者和反對者爭持不下。

政府表示本港有需要開拓更多土地，將聆聽

各界意見，進一步完善和落實計劃。

推動新界東北
新發展區計劃14

香港保釣人士 8月中登上釣魚島成功宣示

中國主權，但日方竟然以「非法入境」藉口拘

捕全部 14 人，特區政府馬上與駐港日本領事

交涉，後經外交部出面營救，被扣人員全部

獲釋回港。本港多個民間團體 9月 17 日到日

本駐港總領事館抗議，譴責日本侵佔釣魚島。

特區聯同外交部
營救港保釣人士 16

多年來，港深兩地都有水客活動，但到 9

月中，新界北區的水貨活動越演越烈，甚至

影響到當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特

區政府決定加以打擊，宣布 6項打擊水貨客

措施，包括加強對水貨客阻街和滋擾的執法，

加強核證入境人士的身份等，取得良好效果。

聯同深圳當局
合力打擊水貨客

12
經過多年諮詢而落實推行的「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在9月正式開展前，突出現一批反國
教人士，他們發動包圍政府的抗爭，風波越演
越烈。為免社會分化，干擾學校正常運作，9
月8日，梁振英宣布對有關政策作出重大修改，
包括交由學校全面自決是否獨立成科、是否開
展科目等。

適度讓步化解國民
教育爭議風波

5
6 月中，特區政府是單一最大股東的港交

所，宣佈以 166.73 億港元收購倫敦金屬交易

所。港交所主席周松崗表示，收購倫敦金屬

交易所物有所值，意義重大，該金屬交易所

在全球具有行業領先地位，業務增長潛力大。

特區政府對此次收購表示支持。

支持港交所收購
倫敦金屬交易所 7

特首梁振英落實競選政綱中提出的「特惠生
果金」，正名為「長者生活津貼」後推出。金
額每月 2,200 元，是現有高齡津貼（俗稱生果
金）約兩倍，當局預料有40多萬名長者受惠。
另外，2013 年 1月 1日起，長者醫療券的金
額由 500 元增加至 1,000 元，預計會有 70萬
名長者受惠。

關顧長者生活
及健康6

國家主席胡錦濤 6月 30日至 7月 2日訪港
三天，並於7月 1日親自主持慶祝回歸慶典儀
式。本次訪港，胡錦濤帶來了 30多項涵蓋經
貿、金融、教育、科技、旅遊及粵港合作6大
範疇的加強內地與香港合作的新措施。新措施
有助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既有利於
香港，也有利於國家，將推動兩地的互利合作。

胡錦濤出席
回歸慶典儀式 8

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2 元乘搭車船優

惠」，首兩階段已先後於 6月 28 日及 8 月 5

日在港鐵本地服務和四家專營巴士公司的路

線推出，預計於 2013 年首季可擴至新大嶼山

巴士的路線和渡輪服務。計劃可讓約 110 萬

人受惠，包括 98 萬長者及 13 萬合資格殘疾

人士。

長者可以 2 元
乘港鐵巴士渡輪

協辦機構：
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工業總會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九龍總商會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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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社香港分社

人民日報香港分社

中國廣播電視香港記者站

中央電視台亞太中心站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記者站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香港記者站

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

民建聯

香港友好協進會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香港佛教聯合會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香港經貿商會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

香港海外商貿交流促進會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

香港中國商會

香港湖南商會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

香港潮州商會

香港九龍潮州公會

香港玩具廠商會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香港上市公司商會

香港董事學會

東莞同鄉總會

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委員會

香港觀塘工商業聯合會

香港科技大學

嶺南大學

樹仁大學

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青年聯會

香港青年會

香港青年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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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之星同學會

青年評論

(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 )

主辦機構：( 以筆劃為序 )

am730

Now 財經台

RoadShow 路訊通

大公報

大學生報

中國日報香港版

成報

有線電視新聞台

亞洲週刊

亞洲電視

明報月刊

星島日報

香港中國通訊社

香港文匯報

香港電台

香港衛視

都市日報

紫荊雜誌

新城財經台

新報

經濟導報

資本雜誌

鳳凰衛視

廣角鏡

點心衛視

鏡報

*上述事件以發生時間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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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清楚填寫個人資料。

評選及抽獎結果公佈日期：2013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三）及其後

評選及抽獎結果將刊登於投票網站及星島日報、香港文匯報、新報、成報、都市日報、

am730、中國日報香港版、大公報等報章上。得獎者將獲專函通知。

查詢電話：31103547 / 28916936 / 28913753（星期一至五 14:30-17:30）

傳真：28930264 / 31191450  

地址：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78 號華懋世紀廣場 2002 室（信封請註明「2012 施政十大評選」）

電郵：wwpprc@gmail.com

參加辦法：

可選擇以傳真、

郵寄遞交表格，

亦可直接登入投

票網站參加網上

評選（每人只可

投票一次）。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  　女

電話：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 _______ XXX(X)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資料僅供本次評選活動使用。

獎品
一等獎 (2 名 )： 各得大電視一部

二等獎 (10 名 )： 各得平板電腦一部

三等獎 (20 名 )： 各得手提電話一部

紀念獎 (100 名 )：各得超市現金券或 

 書券 $200

獨家贊助：

投票網站：
http://top10.wenweipo.com

截止日期：
2013年 1月 10日（星期四）

投票網站：
http://top10.wenweipo.com

截止日期：
2013年 1月 10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