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國際都會概覽

概況 

香港是亞洲國際都會，752 萬人口1

匯聚世界各地人士，展現東西文化
薈萃的獨特風格。

香港的硬件建設聞名遐邇，包括摩天
大樓、世界級基礎設施和優良的交通
網絡好評如潮。此外，景色優美的
郊野、景致怡人的小島、豐富的文化
節目和精彩的國際體壇盛事等，足證
香港擁有眾多引人入勝的優點。

香港已連續 25年獲美國傳統基金會
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在加拿大菲沙研究所《世界經濟自由度：
2019年年度報告》中，香港再次成為
全球 162 個經濟體中，經濟自由度
最高的地方。 

香港歡迎全球人才、專業人士和企業家
到來。

「一國兩制」

香港於 1997 年7月1日回歸祖國，
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
行政區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落實
高度自治，並享有行政管理權、
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 社會自由開放，司法獨立，厲行
法治。 

‧ 廉潔高效的政府及公務員隊伍。 

‧ 信息自由流通，言論自由、集會
自由和新聞自由均受到保障。 

‧ 居民基本權利獲法律保障。 

‧ 出入境、海關、警隊和反貪污部門
獨立運作，以及擁有獨立的司法權。 

‧ 香港可繼續以本身名義參加國際
組織，例如世界貿易組織、亞太區
經濟合作組織、世界海關組織和
打擊清洗黑錢財務特別行動組織。 

‧ 截至 2019 年 10 月，共有 62 間
總領事館，57 間名譽領事館及
六間官方認可代表機構設駐香港。

‧ 以中文和英文作為官方語文。

屬於香港的世界之最 

‧史丹福大學的研究指出，香港人
平均每天走 6 880 步，活躍度是
全球之冠。

‧香港人的平均預期壽命為全球之冠。
在 2018 年，香港女性的出生時
平均預期壽命為 87.7 歲，男性則為
82.3 歲。

國際商貿中心 

‧ 資金自由流動，為自由貿易和自由
市場的地區。 

‧ 外匯不受管制。

‧ 稅率低且稅制簡單。

‧ 公平的競爭環境：本地和海外公司
待遇相同，公平競爭。

‧ 香港位居地區要衝，是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的大門。

‧ 香港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
發表的《2019 年世界競爭力年報》
中排名全球第二。

‧ 香港是全球最大服務導向型的經濟
體之一，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
逾 90%。

‧ 過去十年，香港的首次公開招股集
資總額每年均位列全球五大，更於
2009 至 2011 年、2015 年、2016
年及 2018 年位列全球第一。在
2018 年，香港的首次公開招股集資
額約為 367 億美元，全球排名第一。

‧ 根據國際法律事務所Baker Mckenzie
聯同牛津經濟研究院公布的《全球
交易預測 2019》，香港在首次公開
招股集資及企業併購環境排名全球
第一。

‧ 香港是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
金池。截至 2019 年 4月底，人民幣
存款和存款證總存款額約為6 456億元
人民幣。

‧ 香港為國際航空及航運中心。
自 2010 年起，香港國際機場已需
處理全球最繁忙的航空貨運，其中
於 2018 年處理的航空貨運量高達
510 萬公噸。

‧ 香港同樣是亞太區的企業營運和創業
樞紐。現時有逾 9 000 家母公司在
海外及中國內地的駐港公司，包括
超過 4 000 家地區總部或辦事處，
以及約 3 200 間在政府或私人共享
工作空間及孵化器營運的初創企業。

‧ 根據世界銀行發表的《2020 年營商
環境報告》，香港在便利營商的排名
榜上位居全球第三。 

‧《商旅》雜誌（亞太版）於 2018 年
進行的讀者調查中，香港獲評選為
「亞洲最佳商務城市」。 

‧ 根據《福布斯》雜誌發表的《2018 年
全球最適宜經商的國家和地區》排
名榜，香港在 161 個國家或地區中，
全球排名第三，在亞洲區名列第一。  

‧ 香港為亞太區的通訊及廣播樞紐，
擁有先進的世界性電訊基建設施。 

‧ 資訊自由流通方面，香港有近 90 家
國際傳媒機構，包括全球重要廣播
機構、報紙及新聞通訊社。整體而言，
香港有 80份日報、557 份期刊，
以及超過 800 條本地及海外電視
頻道，包括 CNN 國際新聞網絡、
英國廣播公司世界頻道、HBO 頻道、 
CNBC頻道和探索頻道。

‧ 全球 100 家最大的銀行中，超過
70 家在香港經營業務。

‧ 根據英國調查機構 Z/Yen Group 於
2019 年 9 月公布的 「全球金融中心
指數」，香港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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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亞洲公司治理協會及中信里昂
證劵公司合撰的《2018 年公司治理
報告》，香港在公司治理方面表現突
出，在亞洲區高踞首位，在亞太區
則排名第二。 

‧ 香港擁有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 

‧ 世界最大型的貿易展覽紛紛在香港
舉行，包括電子、鐘錶、禮物、
燈飾及珠寶展覽。

綠色香港

香港市民重視綠化空間，成為城市的
「綠色市肺」和居民休憩玩樂的寧靜
綠洲。香港現時約有四成土地為受法定
保護的郊野公園及劃作自然保育的特別
地區。

香港得天獨厚，動植物種類繁多，
包括逾 240 種蝴蝶、約 120 種蜻蜓、
近 200 種淡水魚類、逾 100 種兩棲和
爬行動物、逾 500 種雀鳥，以及逾
50 種哺乳類動物。此外，香港還有
不少稀有物種，包括中華白海豚及
盧氏小樹蛙。

香港致力改善空氣質素、推動使用清潔
能源和推出減廢措施，務求建造更綠色
的生活環境。

藝術、文化、創意產業

‧多姿多采的東西方藝術文化薈萃，
讓香港成為國際文化大都會。 

‧ 世界級綜合文化藝術區 ─ 西九文化
區的興建工作已如火如荼。這個位
處維多利亞港臨海 40 公頃的填海地
區，將提供多種文化藝術表演場地，
其中首個場地戲曲中心已於 2019 年
1 月開幕。 

‧ 香港是創作火車頭，現有逾 13.4 萬
人從事各類型創意工作，由設計及
時裝設計專業、出版、互動遊戲、
動漫畫、廣告、建築、音樂，以至
影視製作等，各式其式，盡展所長。 

文物保育

香港致力保育文物建築。香港特區政府
現行政策是以適切及可持續的方式，
因應實際情況，對具歷史價值的文物
建築和地點加以保護、保存及活化

更新，讓香港市民和子孫後代均可受惠
共享。香港現有 120 項包括歷史建築、
古炮台、石刻和考古遺址的法定古蹟。

建設未來

香港正全力開展大型基建工程，以帶動
經濟發展和創造就業機會。這些工程
包括：

‧「一小時生活圈」﹕興建多項基礎
設施和交通配套項目，旨在大大
縮短香港、深圳與珠三角其他城市
之間的交通時間。

‧研究全球 100 個城市如何應對流動
挑戰的《可持續城市流動性指數》，
香港於 2017 年公布的調查中高踞
榜首。

‧香港將充分發揮本身的獨特優勢，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及「一帶一路」
倡議中扮演重要角色。

‧按照香港鐵路網絡直至 2031 年的發
展藍圖，香港將興建七個鐵路項目。 

‧新建的道路、鐵路和大橋，將加強
香港與內地，特別是與珠三角地區
的聯繫。 

‧廣深港高速鐵路將香港連接至全球
最大，總長度達 25 000 公里的國家
高速鐵路網絡。

‧港珠澳大橋於 2018 年 10 月啟用，
將珠三角地區的三個主要城市連接
起來。 

‧ 啟德郵輪碼頭可供世界最巨型的
郵輪停泊。 

‧ 「起動九龍東」發展策略將開拓九龍
東為香港另一個核心商業區。 

‧   現正興建的香港國際機場第三跑道
系統，將大幅提升香港應付長遠航
空交通持續增加的需求，以及有助
維持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 

‧ 香港正在發展具活力且舒暢的世界
級海濱區域。 

引人之處

‧ 香港雖是交通發達、人口密集的大
都會，但卻擁有景色迷人的維多利
亞港，以及優美的天際線和多個市
郊公園，行山徑和別具特色的地質

公園舉步可至，寫意生活令人嚮往。

‧ 碧波中的小島景致怡人，在市區乘
渡輪迅間即可抵達。

‧ 國際級體育盛事全年不絕。 

‧ 文化生活多姿多采，包括世界一流
的文娛表演、藝術和戲劇節、藝術
展覽及戶外嘉年華等。 

‧ 香港是全球最安全和穩定的城市之
一，市民奉公守法，警隊專業及
訓練有素。 

‧ 香港提供優質教育，共有 22 所可頒
授本地學位的專上教育院校，以及
超過 50 家國際學校。

‧ 香港三間大學於《2020 年 QS世界
大學排行榜》中躋身全球 50 大及位
列亞洲前十名，包括香港大學（全球
第 25 位／亞洲第三位）、香港科技
大學（全球第 32 位／亞洲第八位）
及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第 46 位／
亞洲第十位）。

‧ 香港擁有美食天堂的美譽。於 2019年
發表的《米芝蓮指南香港澳門》中，
推介多家香港食肆，由高尚食府到
平民麵店都在名單之上。 

民生體制完善 

‧ 完善的醫療和福利制度。

‧ 社會保障網為弱勢社群和長者提供
援助。

‧ 實施 12 年免費教育，現約有
七成年輕人可修讀專上課程。
由 2017/18 學年起，進一步推出
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 

‧ 實行法定最低工資。

‧ 截止 2018 年第三季，香港約 45%
人口居住在公共租住房屋或資助
出售單位。

‧ 多元並存、包容共濟的社會。 

‧ 朝氣勃勃、活力充沛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