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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歐陽文倩）由香港新華集
團基金會和香港文匯報共同主辦、國家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
公室為後援機構、香港新華集團冠名贊助的「
『中華文化知
多少─新華盃』第二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初
賽，在本星期三正式展開。學界反應踴躍，大批學校積極派
出學生應戰，勢必掀起一場龍爭虎鬥。有學校老師透露，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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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盃國情賽 改制練「通才」
初賽周三開鑼 只設個人賽隊友難分工

於今年只設個人賽，打破以往隊制賽「分工合作」的慣常模
式，學生不能只專攻個別範疇，故已即時調整備戰方案，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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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把學生訓練成「國情通才」
。

吳 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的小學組冠軍，參加類似比賽的經驗

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問答隊─「智多星」
，是去年首屆「全

亦甚為豐富。不過，由於今年國情知識大賽改制，令這隊去屆冠軍不
得不小心應對。帶隊老師侯達燊表示，大會只設個人賽，隊員無法像
以往「專攻一個範疇」
，故訓練同學時，要擴大考問範圍，包括歷史、
地理及文學等，以訓練學生成「全能答手」為目標。他坦言今年目標
較保守，「全隊只要有一個學生入到最後五強，已經好好」
。

■保良局董
玉娣中學積
極備戰，昨
日是隊員周
俊諺(坐 男
生)生日，眾
隊友送上生
日蛋糕。
學校供圖

小六生睡覺都會背答案
該校將有十多名學生參賽，其中2名就讀小六的學生分享了備戰過程
的苦與樂。楊卓朗表示，自己每晚都溫習至少50道題目，「昨晚一口
氣看了130題！」黃樂程則指自己睡覺都會背答案，又會閱讀中國文化
書籍，盡量記住當中的重點。
去年也曾參加國情知識大賽的坪石天主教小學，今年有約20位高年
級學生「應戰」
。少了隊際賽，學生不能指望互相配合，更要磨練自己
的實力。該校常識及電腦科教師周成海表示，國情知識大賽較其他比
賽難，而且網上作答的初賽只有一次答題機會，所以他鼓勵學生多做
練習，然後才正式參賽作答。為幫助學生熟習國情知識，他搬出了以
往同類比賽的參考資料派發給參賽學生，讓他們多了解比賽題型。

錯別字令筆試成最難環節
周成海總結去年經驗，指不少學生都能進入複賽，最後亦有約10人
名列首100位。他留意到學生有2個難題，「他們做網上練習題時有不
少疑問，要教他們用快捷鍵複製題目的關鍵字，上網找答案；此外，
筆試時他們不能寫錯別字，這是最難的環節，但有些字對他們來說很
難，只可以靠他們各自修行」
。
記者現場觀察，這些小學生前天才稍稍練習，昨天已可在2分鐘以內
答對所有題目，但不少學生仍大呼題目「好難」，包括剛於「認識祖
國．認識香港」問答比賽取得個人賽亞軍的李婉兒，以及去年曾名列
首百的劉海晴。她們指未來會更努力看參考資料。
李婉兒指，「若平日晚上有時間，都會看一兩份資料，星期六日就
會看看有關歷史、地理或生活百科的書」
。她表示，應戰策略就是練習
到最後一刻才正式上網參賽，「希望多累積知識嘛」
。劉海晴指，目前
只能在練習庫上答對20多題，希望練習後，至少追平去年「打入複賽」
的成績。

新華盃國情賽詳情

學生：取消隊際賽失「拍住上」感覺

形式：
學生須以個人身份參賽，分別設有大、中及小學3
個組別，各設冠、亞、季軍及100名優異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今年的全港學
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於中學組也反應熱烈，
其中上屆有學生在個人賽殺入三甲、隊際賽亦
打入複賽的保良局董玉娣中學，今年也有不少
學生再次參賽。有該校學生指，今年取消隊際
賽，以往「互補不足」的情景不再出現，心理
壓力似略增，「萬一自己突然記不起資料，也
沒隊友幫忙補救」
。亦有學生稱，由於今年只設
個人賽，少了一份與隊友「拍住一齊上」的團
隊感覺，頗感可惜。

報名方法：
即日起至11月26日23:59，於大會網頁
（http://cnc.wenweipo.com）進行網上報名連初賽，
參賽者要「即時報名及即時比賽」
，不可重複報名；
每組將各選出200人參與12月的現場限時複賽，各5
名成績最佳者將進入決賽，進行現場問答決勝。
比賽獎勵(各組別)：
冠軍—獎金$30,000
亞軍—獎金$20,000

單獨作戰無互補添壓力

季軍—獎金$10,000
優異獎100名—獎金$1,000

董玉娣中學中五生梁樂曦去年曾參加首屆國
情知識大賽，今年再接再厲。她指校內同學一
向慣於組隊分工合作，各人按自己的專長熟讀
資料，例如歷史、文學等，今年改制需要單獨

冠、亞、季軍另有更多獎勵
資料來源：大賽組委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廉署開國際班 交流執法經驗
30位參與課程代表
參與機構

人數

香港廉政公署

10人

本地其他執法機構

6位

內地檢察院

3人

澳門廉政公署

1位

美國聯邦調查局及紐約市調查局

2位

澳洲海關及聯邦警隊

2位

英國嚴重及有組織罪行調查局

1位

新西蘭嚴重欺詐案調查局

1位

新加坡貪污調查局及警隊

2位

馬來西亞反貪污委員會

1位

汶萊反貪局

1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國際執法部門為
打擊貪腐進行交流，冀建立聯繫平台加強合作力
度。30名來自本港及各地的執法人員，於今年10月
底參與由廉政公署主辦的第三十二期總調查主任指
揮課程，其間不但研修領導才能及管理技巧，更訪
京交流執法經驗，藉此提升國際前線合作力度。有
參與課程學員認為，課程提供了平台交換執法經
驗，從而提升個人應變能力，相信對日後執法有莫
大裨益。
■30名來自
本港及各地
的執法人
員，參與廉
政公署指揮
課程，提升
國際前線合
作力度。
郭兆東 攝

資料來源：廉政公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兆東

9萬中小生參與網上禁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
逾9萬名中小學生參與警方網上禁
毒計劃，藉此加強禁毒意識，有望
長遠解決青少年吸毒問題。警方毒
品調查科為宣傳青少年禁毒，去年
2月與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合辦
「網上禁毒通通識．攜手創造健康
校園」計劃，至今已有127間中小
學學生參與，在4個學期內學習最
新毒品知識及同輩抗毒方法，並在

網上測驗取得100%合格率，盡顯
計劃有效。
今次為期兩年的計劃，獲127間
中小學參與，當中包括約6,500名
教師和逾9萬名學生參加。負責計
劃的港島總區刑事總督察范楚芬
表示，參與學生在4個學期內需接
受每星期兩節網上課堂，以學習
有關毒品的最新知識、釐清坊間
對吸毒的謬誤及面對朋輩壓力的

訪京了解內地反貪概況
不法分子的犯案手法層出不窮，要成功撲滅罪
行，防罪措施及打擊手法均需與時並進，30位來自
本港、內地、澳門及海外執法機構的管理人員，於
今年10月底參與由廉署主辦的第三十二期總調查主
任指揮課程，進行為期4星期的針對性提升領導才
能及管理技巧課程，並到訪北京與最高人民檢察院
及北京市紀檢監察局交流，了解內地反貪工作的概
況。
參與計劃的英國調查局反貪組主管方斯聶表示，
訪京期間親身體驗到內地反貪腐的決心，認為在不
同的文化背景下仍能互相尊重合作，實屬難得。同
樣參與計劃的香港廉署總調查主任陳穎瑤表示，課
程提供良好平台予不同執法背景的中級管理人員，
交換反貪執法及法律上的經驗，認為可加強日後在
管理上的應變，同時為執法部門的國際合作，建立
良好的溝通基礎。黃大仙區行動科警司陳國基亦指
出，從課程中學習到如何提升個人領導能力的技
巧，相信對日後執法會有莫大裨益。

抗毒方法；其後學生需於網上參
加測驗，至今合格率高達100%，
並在釐清謬誤及抗毒課題上，取
得平均70分或以上的佳績，反映
計劃成效。
她稱，計劃除一般網上測驗，參
與學校亦會透過舉辦禁毒周及互動
話劇宣傳禁毒訊息，同時要求學生
將課堂所學習到的禁毒資訊，傳達
予5位家人及朋友，以達到「一傳
十、十傳百」的效果，有望可藉此
長遠解決青少年吸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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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的確帶來壓力。當被問及今年目標，她
指兩屆比賽難以直接相比，沒有既定目標，只
會盡力而為。
另一中五生陳詠恩則稱，今年比賽沒有隊友
同場，萬一台上突然失準，也不會有支援，惟
有加緊練習。她透露同學間的練習方法，「我
們通常上網搜集資料，自製模擬卷練習；進入
搶答階段，我們又會練習『按燈』加強技巧」
。
她指校內問答隊隊員每次聚會時，都要求各人
熟讀問題，有助深化記憶。
帶隊老師陳啟成稱，該校設有問答隊專門代
表學校出賽，並會要求隊員對國情有全面了
解，未有就是次賽事針對性加強訓練。他又表
示，希望大會明年重辦隊際賽，「同學代表學
校參賽的感覺更強，不但有助提升投入感，而
且能培養他們的團隊精神」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新來港人士除需要適應
新生活，同時要克服旁人的「有色眼鏡」
。有調查發現，
港人普遍對新來港人士的態度較為負面，認為他們拖低
工資水平。有學者認為，這些負面觀感未必建基於事
實，建議政府從多方面入手消除港人對新來港人士的誤
解與偏見，共建多元共融的社會。
香港教育學院於今年2月以電話訪問1,024人，有
52.8%受訪者認為新來港人士對香港享用較多，貢獻較
多只有2.9%。46.7%受訪者認為新來港人士拖低平均工
資，比率較持反對意見(39.8%)為高。有50.6%人認為現
時本港新來港人士人數應該減少，認為增加只有
16.8%，維持現狀則有26.8%。同時，各有逾35%受訪
者認為新來港人士搶走港人工作、令本港罪案轉差和損
害本港經濟前景。調查亦發現，女性、年紀較大、教育
程度較低、和經濟環境較差的受訪者，一般對新來港人
士的觀感較差。

學者倡加強教育建共融社會
教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副系主任周基利教授表示，
港人對新來港人士的負面態度會直接影響他們融入本地
社會，認為情況值得關注。他建議政府投放資源加強宣
傳教育，並制訂全面的新來港人士政策，藉以減低市民
對新來港人士的負面觀感，和協助港人更了解新來港人
士對本港的貢獻，以達至共融包容的社會。

參觀秦文物 人數破40萬

■「網上禁毒通通識．攜手創造健
康校園」計劃獲逾9萬名學生參與，
宣傳禁毒訊息。
郭兆東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全城矚目的「一統天下：秦始皇帝的永
國度」展覽即將結束。香港歷史博物館發言人昨日稱，展覽由7月25日起
開放參觀，參觀人數至昨日下午已突破40萬。
發言人表示，展覽於下周一完結，不少市民都把握展覽最後階段的機會
前往參觀，過去7天，就有超過3.2萬人到來觀賞，平均每日超過4,500人。
發言人提醒欲參觀展覽的人士盡量預先購票，以免向隅，而本周末，即24
日及25日的門票已沽清，周一則尚餘小量門票發售。

特刊 責任編輯：陳秀麗 版面設計：莊惠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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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甸年內引資44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通訊員 李艷梅）尋甸把招商引資作為經
濟發展的主抓手，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確保今年實際利用
外資700萬美元、引進市內外資金44億元以上。
尋甸實行全員招商，在敲門招商、跟蹤招商、組團招
商、會展招商的基礎上，注重以企引企、以商招商，建立
以企業為主體、以項目為基礎、以園區為基地、以中介為
紐帶、以政府為指導的招商引資模式，推動招商引資由部
門招商、政府招商向市場主體招商、社會招商轉變。

晉寧中小企業園廠房封頂 西山區發展玫瑰種植產業 尋甸馬鈴薯高產攻關顯效
香港文匯報訊（通訊員 湯雲明）晉寧工業園區晉
城基地俊騰達中小企業園一期廠房日前全面封頂。
晉寧俊騰達中小企業園是晉城工業基地內首個集
生產加工、商務辦公、產品研發、居住等多功能為
一體的最具現代化工業模式的工業生產基地。一期
項目佔地120畝，計劃投資1.8億元，總建築面積約
16萬平方，含廠房，產品展示、研發中心，食堂、
多功能廳，公寓樓等。

香港文匯報訊 西山區團結街道辦事處律則社區
香港文匯報訊（通訊員 李艷梅）近日，雲南省
居委會發展玫瑰種植，帶動農戶走上種植玫瑰的致 現代農業馬鈴薯產業技術體系組織的專家，對尋
富路。
甸六哨鄉馬鈴薯高產攻關點進行了實測驗收。
該社區採取「加工銷售+基地+農戶」的模式發展
該馬鈴薯攻關點共種植三個品種，實測表明：
玫瑰種植產業，前期種植的538畝玫瑰已初具規 「滇薯6號」產量達4249千克/畝、「宣薯2號」
模，種植農戶年增收3,000元至10,000元。今年新增 4132千克/畝、「昆薯2號」4319千克/畝。專家
種植116畝，在打造螳螂川沿線旅遊觀光和芳香走 組希望尋甸總結區域馬鈴薯高產攻關經驗，帶動
廊，促進生態旅遊業發展的同時，帶動農戶增收。 大面積生產。

嵩明提高醫保補助標準 晉寧發放小額擔保貸款 五華區新萌學校成特教基地 宜良實現「生態村」全覆蓋 五華50小學生成河道小衛士
香港文匯報訊 2013年，嵩明縣將提高城鄉
居民醫療保險財政補助標準，參保群眾的報銷
比例、重特大病的補償標準等將明顯提高。
據悉，籌資標準增加後，每人每年的籌資總
額將增至306元；城鄉低保對象、農村五保供
養對象，農村獨生子女父母及年齡不滿18周歲
的獨生子女、只生育了兩個女孩且採取了絕育
措施的農村夫妻，其個人繳費部分由財政全額
補助。

香港文匯報訊（通訊員
陸梅、李瑞玲）近日，晉寧
縣總工會舉行2012年小額擔
保貸款發放儀式，170餘人
領到1228萬元的小額擔保貸
款。據悉，自2009年以來，
該縣已為61名創業人員辦理
「貸免扶補」貸款手續，發
放貸款316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 五華區新萌學校
與雲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與管理
學院合作共建「特殊教育研究與
實踐教學基地」協議。在11月15
日開始的雲南省特殊教育骨幹教
師「國培計劃」培訓中，新萌學
校7位教師承擔了8個課題的講
座，並有不少老師承擔公開課和
社區融合活動的教學觀摩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宜良縣多舉措推進生態村創建，全
縣111個行政村已全部完成昆明市級生態村創建。
2010年全面啟動生態村創建以來，宜良以強化領
導、廣泛宣傳、加大投入、聯村包戶、定期觀摩、
聯動督查、長效管理等7大舉措，強勢推進生態創建
工作。目前，全縣111個行政村全部創建成市級生態
村，4鎮2鄉1街道辦事處共7個鄉鎮全部創建成雲南
省生態鄉鎮，其中5個鄉鎮創建國家級生態鄉鎮已通
過省級考核，上報環保部待命名。

香港文匯報訊 11月19日，五華區結合「滇池保護治
理宣傳月」活動，聯合春城小學組織了50名小學生擔
當起「河道三包」
，以「小手牽大手」的形式感染和帶
動市民參與保護滇池行動。
今年，五華區對全區總長64.47公里的4條入滇河道及
22條支流溝渠全面實施「河道三包」責任制。小衛士
的參與，豐富了「河道三包」的形式和內容，他們向
大觀河沿河的單位、小區、商戶、市民發放宣傳資
料，號召全民加入「愛我滇池、保護滇池」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