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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闖入美國國會大廈，擾亂

正在進行計票及認證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結果的國會聯席會議。國會山莊

暴動最終導致5人死亡140多人受傷。1月20日，拜登就職典禮亦在國會山

莊舉行，成為美國第46任總統。拜登上任後開始應對新冠疫情、國內通

脹、美中角力、阿富汗撤軍等棘手議題。

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

次會議表決通過《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

區選舉制度的決定》。這是繼

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後，中央

依法治港的又一重大舉措，是

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落實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

具體體現，為全面落實「愛國

者治港」原則提供了更加堅實

的制度保障。3月30日，十三屆

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

議通過了新修訂的香港基本法

附件一和附件二。隨後，香港

特區完成本地立法，標誌完

善選舉制度工作順利完成。

中共成立100周年

2月24日，2021/22財政預算案出爐，推出「電子消費券計劃」，凡年滿

18歲的合資格居民可獲價值5000元電子消費券。8月，計劃開始實施，香

港零售、餐飲、旅遊等多個行業得以復蘇。此舉可謂一箭雙鵰，不但派

錢給市民，也鼓勵市民使用電子支付系統。

9月19日，選舉委員會

界別分組一般選舉舉行，

新一屆選委順利產生，首

場確保「愛國者治港」的

選舉意義重大；12月19

日，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

舉順利舉行，共有153名

候選人競逐90個議席，全

部議席都破天荒地出現競爭，全港逾135萬名選民投下了神聖一票。兩場

選舉實踐落實「愛國者治港」，推動香港民主穩步前行。

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

行，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

續奮鬥，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

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全面建成社

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

港府推電子消費券計劃兼推廣電子支付

  林鄭施政報告「北部都會區」令人矚目

港鐵屯馬線全線通車

受疫情影響，延後舉辦的2020東京

奧運終在7月23日至8月8日舉行。香港

代表隊最終歷史性地贏取1金2銀3銅共

6面獎牌。其中，張家朗在男子個人花

劍勇奪金牌，何詩蓓在女子200米自由

泳及100米自由泳各奪1面銀牌。之

後，何詩蓓還在世界短池游泳錦標賽

獨攬兩金一銅，並打破世界紀錄。特

首林鄭月娥表示，2021年是中國香港

隊豐收的一年。

國安法實施第二年 香港由亂及治獲鞏固

新冠疫情踏入第二年 多種變種病毒肆虐

2021年，全球仍飽受新冠疫情困擾。1月27日，確診個案突破1億宗；至

12月29日，確診病例近3億。累計奪走人命逾543萬。Omicron、Delta變種

病毒在超過185個國家和地區出現。美國仍是全球確診及死亡最多的國

家，累計確診人數近5500萬，死亡人數逾82萬。各國正致力於應對病毒變

種和疫苗短缺等問題。

為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在「債券通」南向通開通後，「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

通」下半年推出，首次允許零售投資者直接跨境開設和操作投資戶口，

讓大灣區的內地和港澳合資格居民，可通過各自的銀行體系建立的「閉

環式」資金管道，投資對方銀行銷售的理財產品。

2021年1月，香港抗疫一周年之際，特區政府開啟封區強檢，同時加緊

採購疫苗。2月，疫苗接種計劃正式展開，至年底有約495萬名市民接種第

一劑疫苗，佔合資格免費接種疫苗人數的73%；約470萬名市民接種第二

劑，佔合資格者近七成。香港疫情得到顯著控制，經濟復蘇勢頭穩固，

預計全年經濟增長達6.4%；與內地通關也提上議事日程。

「債券通」南向通、跨境理財通開通

中央公布《前海方案》《橫琴方案》

落實「愛國者治港」

2021年，世界各國忙救經濟，加大力度印鈔票，導致物價大漲，農產

品、原油、基本金屬等原物料行情持續飆漲，美國連續5個月通脹率超

5％，10月升破6％創逾30年新高，歐元區通脹率高達4.1％，通脹巨獸大

有席捲全球之勢。與此同時，美股牛氣沖天屢創新高，道指年累升逾兩

成。此前，美聯儲公布啟動收水，並預計在2022年6月結束買債。

美國國會山莊暴動

全年經濟增長達6.4%

港股近30年首加股票印花稅

港人同心抗疫成效顯著
2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於財政預算案公布，擬增加港股股票印花稅三

成，由買賣雙方各支付0.1%股票印花稅提高至0.13%；6月，立法會通過有

關法案；8月1日生效。這是近30年來港府首次加印花稅。實施新印花稅

後，港股交投未受大影響。

東奧延後一年終舉辦 港隊連獲佳績

兩場重要選舉順利舉行 

2021年中國航天捷報

頻傳：4月，空間站天

和核心艙進入預定軌

道；5月，中國首次火

星探測任務天問一號探

測器成功陸火星；

9月，神舟十二號載人

飛船返回艙成功陸；

10月，神舟十三號出

征，3位太空人開啟為期6個月的飛行任務……一年來，中國的科技實力

正在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飛躍、從點的突破邁向系統能力提升，科技創

新取得新的歷史性成就。
7月，美國總統拜登宣布美軍將撤離阿富汗。8月，阿富汗塔利班趁勢

奪下首都喀布爾，並建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8月31日，美軍倉皇完成

阿富汗撤軍行動，結束20年反恐戰事，阿富汗再陷亂局，拜登飽受批

評。

11月8日至11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

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以英勇

頑強的奮鬥向世界莊嚴宣告，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

來的偉大飛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全會決

定，中共二十大於202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

通脹創紀錄 美股創新高

美軍倉皇撤出阿富汗 塔利班重掌政權

6月27日，屯馬線全線通車，吸引大批鐵路迷到場等候頭班車開出。全

長約56公里的屯馬線共設有27個車站，接通屯馬線一期及西鐵線，成為全

港最長的鐵路大動脈。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及香港回歸祖國24周年，一系列「時

代精神耀香江」活動在香港舉辦，包括百年中國科學家主題展暨月壤入

港、仰望星空話天宮活動、大國建造主題展、東京奧運會內地健兒來港

交流等，國家「宇宙天團」「建造天團」「奧運天團」先後蒞港，進一

步凝聚了愛國愛港強大力量，再一次振奮了港人獅子山精神。

拜登出任第46任總統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香港國安法實施進入第二年，警方國安處1月6日拘捕53名參與2020年所

謂「初選」的攬炒派；5、6月間，先後凍結黎智英持有的七成一壹傳媒

股份和三間公司本地銀行帳戶財產，並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

害國家安全罪」拘捕壹傳媒及蘋果日報多名高層，蘋果日報6月24日結

業。12月29日，立場新聞多名高管、前高管被捕，6100萬元資金凍結。迄

今為止，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拘捕者150多人。在安全環境下，香港

由亂及治得以鞏固，廣大港人和在港國際人士自由、人權得到充分保

障，香港營商環境在國際間得到持續認可。

習近平宣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9月初，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改革開放方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前海方案》

將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面積由14.92平方公里大幅擴展至120.56平方

公里，強調推動前海高水平對外開放和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加快建立

與香港聯通、國際接軌的現代服務業體制，將有力推動更高水平的港深

合作。香港各界期盼積極把握兩個方案帶來的機遇，共同推動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

中國載人航天取得新突破

十九屆六中全會總結中共百年奮鬥

10月6日，林鄭月娥

任內第五份施政報告提

出《北部都會區發展策

略》，要在新界西北構

建面積達300平方公里

的「北部都會區」，面

積相當於4個香港島，

將容納250萬人居住，

提供65萬個職位，以

「南金融、北創科」為

雙重心發展布局，夥拍

深圳推動「北部都會

區」創新科技發展，打

造職住平衡的生活圈，為香港謀劃光明美好的未來。

中國確定「雙碳」目標和路線圖

3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

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要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

設整體布局，如期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標。10月，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

碳中和工作的意見》和《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對中國「雙碳」目

標進行部署。香港碳排放量早在2014年已做到「碳達峰」，目標是力爭在

2050年前達至「碳中和」。

「時代精神耀香江」系列活動成功舉辦

1.

2021年香港商界最關注的10件大事候選新聞2021年香港商界最關注的10件大事候選新聞2021年香港商界最關注的10件大事候選新聞

2021香港商界最關注的10件大事評選2021香港商界最關注的10件大事評選2021香港商界最關注的10件大事評選

姓名：（請用中文正楷）

身份證號碼：（字母及頭4位數字）

所屬商會：（非商會會員可不填寫）

聯絡電話：　　　　　　　　　　　　　　　電郵：

地址：

我選的10件大事

評選方法：

（請在方格內填上編號，可少選但不可選取多於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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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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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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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5.

4.

3.

參加方法
請將表格剪下填好後寄回香港九龍觀塘道

332號香港商報公關部，內地讀者可寄深圳深南

大道6008號印刷樓4樓香港商報辦事處行政部；

或登入香港商報網站www.hkcd.com進行網上投

票、香港商報APP及透過二維條碼以手機投票。

13.

候選的20條重要新聞及評選表

格除在《香港商報》見報，香港

商報網 (www.hkcd.com)亦同時

刊登。

由《香港商報》推薦出20條

2021年內本港商界關注的重大事

件，供商界人士及廣大讀者評

選，從中選出得票最多的10件大

事，再經「2021香港商界最關注

的10件大事」評選委員會評選確

認。

二獎二名：各得名貴獎品 (價值15,000元)

三獎三名：各得名貴獎品 (價值10,000元)

優異獎十名：各得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現金券 (價值

1,000元)

頭獎一名：萬希泉領航系列陀飛輪腕表 (價值36,500元)

準)；網站及APP 2022年2月6日(星期日) 截止投票。

揭曉日期：2022年2月15日 (星期二)在香港商報及網站公布。

屆時將有專函及電郵通知得獎者領獎詳情。

頒獎典禮：2022年2月17日 (星期四)

截止日期：2022年1月28日 (星期五) (郵件以郵戳為

今年繼續通過評選活動反映香港商界所思所想、政
策關注、心聲訴求，從而向政府和社會傳遞香港商界
的交流與溝通建立一個平台，令政府和社會各界更加
關注商界的訴求。評選活動雖然以香港商界關注的大
事為評選內容，但亦歡迎香港商報的廣大讀者積極參
與投票，並且有獲大獎的機會。具體參與辦法詳見以
下說明。

該項以香港商界關注焦點新聞舉行的評選活動，自
2006年起已連續多年成功舉辦，獲得各大商會、社團支
持，今年再接再厲，參與舉辦的商會、社團增至24家。
有關活動並獲得15家媒體支持，包括中國新聞社香港分
社、香港中國通訊社、中國評論通訊社、中國日報亞太
分社、文匯報、大公報、星島日報、經濟導報、紫荊雜

誌社、鏡報、now新聞台、有線新聞台、橙新聞、《港
真》雜誌、思考香港（排名不分先後）。

由香港商報聯同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總商會、香港
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香港中國商會、香港專業聯盟、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九龍總商會、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香港潮州商會、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香港經貿商會、新界總商會、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香港廣西社團總會、香港工商總
會、香港客屬總會、新界社團聯會、香港江蘇社團總
會、香港中小企業發展論壇（排名不分先後）等本港各

大商會、社團，共同舉辦的「2021香港商界最關注的
10件大事」評選活動，已正式展開。這次評選活動由萬
通保險獨家冠名贊助。

2021

支持
媒體

(排名不分先後)

聯合舉辦（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潮州商會 香港江蘇社團總會香港工商總會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經貿商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專業聯盟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新界總商會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香港中國商會 九龍總商會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香港客屬總會香港廣西社團總會 香港中小企業發展論壇

香港工業總會香港總商會

冠名贊助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

新界社團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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