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77月月2424日日（（星期一星期一））香  港  新  聞A9 ■責任編輯：謝孟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粵港澳三

地青年團體融入大灣區建設，有了具體行動計劃。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行動框架協議》昨日在廣州簽

訂，三地30個主要青年社團簽署合作。根據協議，

三地青年團體將重點推動青少年交流、搭建成長平

台、鼓勵出台「雙創」措施、培養專業人才等7領域

的青年工作，同時，建立大灣區青年行動聯盟、舉辦

青年發展論壇、組建大灣區青年發展研究智庫、建立

項目實施評估機制等4大機制安排。廣東省政協主席

王榮，廣東團省委、香港中聯辦青工部、澳門中聯辦

廣東聯絡部負責人等見證簽約。

(選擇題)
1. 我國緯度最高的盆地是？

A. 柴達木盆地 B. 塔里木盆地 C. 準噶爾盆地

2. 享有「寰中絕勝」和「海上名山」美譽的是？
A. 雁蕩山 B. 嶗山 C. 雲臺山

3. 「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指的是哪個地區？
A. 重慶市 B. 四川省 C. 貴州省

4. 中國光大銀行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銀行？
A. 國有獨資商業銀行 B. 政策性銀行 C. 股份制商業銀行

5. 南豐蜜桔是我國哪個地區的特產？
A. 江西 B. 福建 C. 湖南

6. 北海珍珠是我國哪個地區的特產？
A. 海南 B. 廣東 C. 廣西

7. 香港地區最大的島嶼是╴╴╴╴？
A. 南丫島 B. 長洲 C. 大嶼山

8. 我國領土的最東端是哪個省？
A. 吉林 B. 黑龍江 C. 遼寧

9. 中國的稀有金屬儲量居世界排名第幾位？
A. 一 B. 二 C. 三

10.請問聞名全國的西湖龍井屬於哪一個品種的茶？
A. 黑茶 B. 青茶 C. 綠茶

11.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是？
A. 深圳 B. 珠海 C. 海南

12.我國人口最少的省是？
A. 新疆 B. 西藏 C. 內蒙古

13.2015年3月，匯豐銀行發行紀念鈔，僅售200萬張，設有單張、無切割3連
張，以及無切割35連張3款。請問這種紀念鈔的面值是多少？
A. 100元 B. 150元 C. 500元

14.我國面積最大的平原是？
A. 東北平原 B. 華北平原 C. 長江中下游平原

15.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描
寫的是哪個地方的自然景觀？
A. 泰山 B. 黃山 C. 廬山

16.與我國隔海相望的一共有多少個國家？
A. 5個 B. 6個 C. 7個

17.中國的四大名繡是？
A. 蘇繡蜀繡滬繡湘繡 B. 蘇繡粵繡蜀繡湘繡 C. 蘇繡粵繡滬繡湘繡

18.福建安溪是以什麼聞名全國的？
A. 鐵觀音 B. 硯台 C. 油紙傘

19.從明朝萬曆元年（1573年）起，香港屬於以下哪一個縣管轄？
A. 番禺縣 B. 東莞縣 C. 新安縣

(問答題)
35.「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後面幾句是什麼呢？

答案：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
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36.香港目前有哪三家商業銀行可以發行紙幣？
答案：匯豐銀行、中國銀行、渣打銀行

37.尖沙咀火車站遷往紅磡後，舊火車站大樓被拆卸，只留下一座建築物作為紀
念，該建築物後被評為香港法定古蹟。請問這座建築物是什麼？
答案：尖沙咀鐘樓

38.香港開埠以來，陸續有外國學者到港，一些學者逐漸萌發了翻譯中國古籍的
想法。其中，理雅各（James Legge）曾翻譯《四書》、《五經》為英文並
介紹給西方世界。請問《四書》指的是哪四部著作？
答案：《論語》、《中庸》、《大學》、《孟子》

39.香港賽馬運動歷史悠久，是最受香港居民喜愛的運動之一。香港第一次跑馬
賽事於1846年舉行，請問這次比賽是在香港什麼地方舉行的？
答案：跑馬地

40.哪一個行業是香港非銀行的金融中介機構的重要一員，多被人稱作「燕梳
行」的？
答案：保險業

41.在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三山五嶽」中的「三山」是指╴╴╴？
答案：蓬萊、瀛洲、方丈

42.古代朋友間的稱呼十分講究，幼年相識的朋友叫做什麼？
答案：總角之交

43.因傑出的文學成就，而獲得以其名稱命名水星環形山的兩位中國古代才女
是╴╴╴？
答案：李清照、蔡文姬

44.「小李杜」是指哪兩位詩人？
答案：李商隱、杜牧

45.香港地區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
答案：大灣文化

46.在唐代，香港地區哪一個港口是廣州海外交通的外港，是海船進出廣州的必
經之地？
答案：屯門

47.明朝正德年間（1514年），葡萄牙人曾佔領屯門達7年之久，之後是哪一位
官員打敗侵略者，收復屯門？
答案：汪鋐

48. 香港九龍城區的宋王臺是為了紀念哪一位皇帝而建立的？
答案：宋端宗趙昰

49.古代「墟」乃鄉民進行買賣的中心。鴉片戰爭前，新界最大的兩座墟市是？
答案：元朗（舊）墟，大浦（舊）墟

50.鴉片戰爭后，早期港英政府以哪兩種政策管制華
人？
答案：保甲制和二元化法制

20. 香港最早有歷史記載的書院是╴╴╴╴╴╴？
A. 力瀛書院 B. 華仁書院 C. 皇仁書院

21.英佔領香港島後，設立╴╴╴╴╴╴一職，作為港府的行政首腦及英皇在港
全權代表。
A. 督察 B. 行政長官 C. 總督

22.香港初開埠後，1841年11月，港府將中環附近定名為╴╴，作為香港政府的
心臟地帶，後修築輔政司署、港督府、聖約翰座堂等一系列政府及宗教建築。
A. 香港大會堂 B. 聖心教堂 C. 政府山

23.1860年代，港府實行隔離政策，迫使華人居住在上環以及港島以西地區。其
中，以下哪一個地區是當時華人的議事中心？
A. 文武廟與東華醫院 B. 文咸西街 C. 太平山

24.關於1840年代香港開埠初期的華人社會特點，以下選項正確的是：
（1）華人新移民多是來自湖南各地 （2）男性人口比例比較低
（3）華洋社會缺乏溝通
（4）建立「街坊」組織和「寺廟委員會」，用以維持社會治安和解決華
人糾紛
A. （1）（3） B. （2）（3）（4） C. （3）（4）

25.自哪一個朝代起，香港已是中國的領土？
A. 秦 B. 唐 C. 明

26.「床前明月光」是李白的千古名句，其中「床」是什麼意思？
A.窗戶 B.臥具 C.井上的圍欄

27.英政府佔領香港之前，香港主要的產業是╴╴╴╴╴╴？
A. 採珠、製鹽、農業、漁業 B. 服務業 C. 金融業

28.宋末明初時期，中原戰亂不斷。漢人為逃避戰亂，不少人南遷香港新界，開
村立業，人口繁衍，成為大族。其中，被稱為新界五大族的是文氏、廖氏、
侯氏、彭氏以及╴╴╴？
A. 李氏 B. 張氏 C. 鄧氏

29.明朝時期，新界居民多修建圍村，村內通常有水井並飼養牲畜，一定程度上
能夠自給自足，請問村民是因為什麼原因而修建圍村呢？
A. 抵禦海盜 B. 方便居住 C. 發展經濟

30.香港地區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移民活動始於以下哪一個朝代？
A. 漢 B. 東晉 C. 唐

31.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天后廟最早可以追溯到以下哪一個朝代？
A. 唐 B. 宋 C. 明

32.1842年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同英國政府簽訂《南京條約》，割讓╴╴╴╴╴
予英國政府。
A. 九龍 B. 新界 C. 香港島

33.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是？
A. 《望廈條約》 B. 《南京條約》 C. 《辛丑條約》

34.1860年，英政府強迫清政府簽訂╴╴╴╴╴╴，割讓九龍地區予英國。
A. 《北京條約》 B. 《尼布楚條約》 C. 《馬關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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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青年融入大灣區建設
30社團簽框架協議 合作推動交流搭成長平台

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慶典期間，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見證
下，國家發改委、廣東省政府、香港特區政府、澳門特

區政府一同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動大灣區建設框架協
議》。此次《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行動框架協議》，是粵港澳三
地青年社團響應該國家戰略的具體行動，旨在推動三地青年參
與大灣區建設，創新青年互利共贏合作機制，打造青少年工作
的資源整合、工作融合、力量聚合平台。

重點給力助基層青年
在深化三地青年交流方面，將建設一批大灣區青年國情教育
基地，在「青年同心圓計劃」下，開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
青年交流活動。在搭建青少年成長平台方面，將啟動「粵港澳
大灣區青少年素質提升工程」，重點加強對基層青年的幫扶力
度。
為了培養大灣區建設青年人才，三地將建立年輕人才選拔培
養機制，發現和培養大灣區建設所急需的金融、法律、建築、
規劃、傳媒、科技創新、互聯網+等專業人才。同時，還將推
動大灣區年輕人才獎勵計劃出台，做好在粵的港澳學生、在港
的粵澳學生、在澳的粵港學生的聯繫服務工作。
該協議還有推動相關具體工作的機制安排，包括成立粵港
澳大灣區青年行動聯盟、舉辦大灣區青年發展論壇、組建大
灣區青年發展研究智庫、建立青年工作項目實施評估機制
等。

王榮：彰顯三地青年信心決心
王榮在會見三地青年社團負責人時表示，粵港澳三地青年社
團這次共同簽訂《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行動框架協議》，立志投
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彰顯了粵港澳青年奮發有為、開拓進
取，積極投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信心和決心。他希望，三地
青年以該協議為藍圖，打造青少年工作融合平台，進一步落實
框架協議的各項重點工作，拓展交流領域。
香港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陳林表示，協議的簽訂標誌三地青
年合作進入新的階段。與之前CEPA協議中青年工作部分多是指
導性內容不同，此次簽訂的協議直接對接「人」，操作性更強。
對香港青年來說，通過一系列交流合作、個人素質提升及在大灣
區建設中貢獻力量，相信可進一步「重拾自信」。

粵港澳三地青年團體簽訂《粵港
澳大灣區青年行動框架協議》後，
已經舉辦了16屆的「愛我中華」兩
岸四地青年大匯聚火車團交流考察
活動，亦在現場舉行出發授旗儀
式。來自兩岸四地的400多名青年
學生，將從廣州出發，前往西安、
北京，展開為期8天的火車交流之
旅。

感受歷史文化 考察國家發展
「愛我中華」兩岸四地青年大匯
聚火車團交流考察活動是「青年同
心圓計劃」重要項目之一，由廣東
團省委、省青聯聯合香港青年交流
促進聯會、香港學生活動基金會、
中華青年企業家協會等舉辦。活動
旨在通過感受祖國歷史文化，考察
國家發展新貌等方式，增強四地青
少年民族情感、文化認同和交流交
往。
香港學生活動委員會主席龍子明

介紹，今年是火車團活動舉辦的第
十六年，從2001年至今，走訪過北
京、上海、江蘇、廣東等17個省
市，四地參與學生總數超過6,000
人，受到兩岸四地青少年的歡迎和
喜愛，並連續10年獲得香港特區政
府資助。

今年，「火車團」活動將組織約440名粵港
澳台青少年赴北京、西安進行文化學習與考
察，並結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及
《青年行動框架協議》簽訂的契機，繼續發揮
平台和資源優勢，推動粵港澳青年共同參與大
灣區建設，更好地聯繫、發掘、培養、凝聚青
年人才。
在出發儀式上，廣東省政協主席王榮、香港
中聯辦青工部部長陳林、澳門中聯辦廣東聯絡
部部長張春昉、廣東團省委書記池志雄、團中
央統戰部副部長黃志剛向粵港澳台學生代表授
予「火車團」團旗，四地青年正式出發北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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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行動框架協議》昨日在廣州簽訂。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框架協議重點合作領域
重點合作領域

■深化粵港澳
青少年交流

■搭建青少年
成長平台

■鼓勵青年創
新創業

■凝聚培養青
年人才

主要內容

開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交流活
動；建設一批大灣區青年國情教
育基地

啟動「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素質
提升工程」，鍛煉提升綜合素質
能力；實施「大灣區青年關愛計
劃」，重點加大對基層青年的幫
扶力度

推廣南沙、深圳、橫琴三大自貿
試驗區「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
地」模式，搭建一批粵港澳青年
創新創業平台；鼓勵和引導成果
轉化，搭建市場對接平台，選拔
樹立一批大灣區創新創業青年榜
樣等

實施大灣區年輕人才工程，建立
選拔培養機制；發現、培養、集
聚大灣區建設所急需的金融、法
律、建築、規劃、傳媒、科技創
新、互聯網+等專業人才

■帶動青年參
與社會建設

■投身綠色大
灣區建設

■推動國際交
流與合作

機制安排

聯接三地志願者註冊服務系統；
推動志願時數互認和公益項目交
流；鼓勵更多粵港澳青年共同參
與持續時間更長、社會效果明顯
的跨地區公益交流項目

培養尊重、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
意識和素養；鼓勵青年爭當生態經
濟創造者、生態科技創新者、生
態生活引領者、生態理念傳播者

借助「一帶一路」和大灣區城市
群發展契機，加強與國際青年的
交流聯繫；加快三地青年團體境
內外業務開展和交流合作進程

成立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行動聯
盟；
舉辦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發展論
壇；
組建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發展研究
智庫；
建立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工作項目
實施評估機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