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77月月2828日日（（星期五星期五））香  港  新  聞A15 ■責任編輯：簡 旻

成都滿激情「星」路一片晴
加強與大文集團深度合作 冀成港青識國情基地

(選擇題)
1. 中國大陸海岸線長度約？

A. 1.8萬多千米 B. 2.2萬多千米 C. 2.6萬多千米

2. 中國最大的內陸盆地是？
A. 準噶爾盆地 B. 柴達木盆地 C. 塔里木盆地

3. 中國戲劇表演藝術的最高獎項是？
A. 梅花獎 B. 金獅獎 C. 百花獎

4. 下列山脈中，屬於東西走向的是？
A. 賀蘭山 B. 六盤山 C. 天山山脈

5. 「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以下選項不屬於五嶽的是？
A. 泰山 B. 峨眉山 C. 嵩山

6. 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和第三級階梯的分界線是？
A. 秦嶺─淮河 B. 昆崙山脈─祁連山脈─橫斷山脈
C. 大興安嶺─太行山─巫山─雪峰山

7. 中國東西走向的山脈中，最靠南的一列山脈是？
A. 天山和陰山 B. 昆崙山和秦嶺 C. 南嶺

8. 中國少數民族的主要分佈區是？
A. 東南、西北和東北 B. 西部地區 C. 西南、西北和東北

9. 中國濕地面積佔世界濕地面積的10%，位居亞洲第幾位？
A. 第一位 B. 第二位 C. 第三位

10.中國最長的內流河是？
A. 塔里木河 B. 黃河 C. 遼河

11.中國現行的三級行政區劃指的是？
A. 省、州、縣 B. 市、縣、鎮 C. 省、縣、鄉

12. 世界上最高的高原，被稱為「世界屋脊」的是以下哪個高原？
A. 青藏高原 B. 雲貴高原 C. 黃土高原

13.中國最大的油田是？
A. 大慶油田 B. 克拉瑪依油田 C. 勝利油田

14.東北地區的主要農作物有？
A. 春小麥、甜菜和大豆 B. 冬小麥、水稻和棉花 C. 春小麥、玉米和大豆

15.「宮保雞丁」是中國哪個菜系的代表菜？
A. 湘菜 B. 川菜 C. 魯菜

16.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上的地形類型主要是？
A. 高原和盆地 B. 山地和丘陵 C. 丘陵和平原

17.中國地勢第三級階梯上的地形類型主要是？
A. 山地和高原 B. 山地和丘陵 C. 丘陵和平原

18.中國最大的沙漠是？
A. 古爾班通古特沙漠 B. 塔克拉瑪干沙漠 C. 騰格里沙漠

19.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粵港關係出現明顯的改善，下列描述不正確的是：
A.自1928年廣東省主席與港督互訪以來，其後20年間雙方高層互訪成為定例
B. 為了鎮壓工人運動，廣東政府逮捕了共產黨員蔡和森並交由港府處理
C. 雙方關係改善後，大量港幣流入廣東省

20.「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是新界居民自發成立的機構，成立於1924年，是
「新界鄉議局」的前身，請問其最初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A. 鼓勵新界居民遵守傳統的道德習慣
B. 抵制港府的建屋補價政策 C. 發展新界經濟

(問答題)
35.中國人最早將竹片作為書寫工具，在上面寫字，請問它的名字是？

答案：竹簡

36.在中國拳術中，一些拳的特點是運動緩慢、舒展柔和、輕靈圓活，這些拳中
最有代表性的是什麼拳？
答案：太極拳

37. 1971年，中國乒乓球協會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美國隊欣然應邀，從而打
開了中美建立外交關係的大門。這件事被大眾稱為？
答案：乒乓外交

38.中國民歌《阿里山的姑娘》中美麗的阿里山風景區面積約有175公頃，是著
名的天然森林公園和旅遊勝地。阿里山位於中國哪個地區？
答案：台灣

39. 中國規定的統一使用哪個地方的的時區時間？
答案：北京時間

40.中國小學生在加入少先隊之後會佩戴什麼作為標誌？
答案：紅領巾

41.中國文字的字體演變可以歸納為哪七大類？
答案：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楷書、行書、草書

42. 2008年8月8日，在中國首都北京舉辦的第29屆夏季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的
口號是？
答案：「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One World, One Dream）

43.中國三大英雄史詩分別有藏族民間說唱體長篇英雄史詩《格薩爾》、蒙古族
英雄史詩《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長傳記性史詩《╴╴╴》。
答案：《瑪納斯》

44.北宋的四大書院分別是應天府書院、石鼓書院、白鹿洞書院和什麼書院？
答案：嶽麓書院

45.「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
盤。」出自唐代詩人白居易的哪部作品？
答案：《琵琶行》

46.《馬關條約》簽訂後，列強紛紛奪取在華鐵路修築權。為了加深香港同廣州
的聯繫，1910年港英政府修築了哪一條鐵路？
答案：九廣鐵路

47.「三孔」是孔子故里山東曲阜哪三個的簡稱？
答案：孔廟、孔府、孔林

48. 19世紀初，香港工人的勞工意識覺醒，紛紛組織工會維護自身權益，並多次
組織罷工運動。請問最初罷工運動的原因是什麼？
答案：薪水過低生活困難

49.第一家在香港開業的華資銀行是什麼？
答案：中華匯理銀行

50.哪一年港府頒布政策，禁止外國鈔票、銀幣在香港流
通，促使香港地區統一使用港幣？
答案：1913年

21.抗戰爆發後，上海、南京、武漢等地相繼失陷，南方文化機構向香港轉移，
內地報刊相繼在港復刊。以下報刊中，不符合上述描述的報刊是：
A. 《申報》 B. 《國民日報》 C. 《華商報》

22.二戰時期，面對日本可能入侵香港的局面，港府積極備戰，以下關於備戰活
動的描述，錯誤的是：
A. 將英籍婦孺撤回澳洲 B. 徵召在港英國人與華人服兵役
C. 進行防空演習，實施郵電檢查

23.鴉片戰爭前中國封建社會在文化上的主要特點是以什麼為核心的？
A. 儒家思想為核心 B. 法家思想為核心 C. 佛教思想為核心

24.領導南昌起義的前敵委員會書記是？
A. 周恩來 B. 瞿秋白 C. 賀龍

25.香港開埠初期，政府開放賭禁，害商病民，激起了各界的反對。港府不得不
立法禁止大多數賭博名目。時至今日，香港只有賽馬會才能舉辦合法的賭博
項目，包括：賽馬、足智彩以及╴╴╴。
A. 輪盤 B. 六合彩 C. 百家樂

26.為了加強同中國內地的聯繫，20世紀初港英政府修築了九廣鐵路，請問該鐵
路在香港的火車站最初設在香港哪一個地方？
A. 尖沙咀 B. 紅磡 C. 旺角

27. 20世紀初，內地新移民主要居住於香港的哪一個地方？
A. 港島 B. 九龍 C. 離島

28.辛亥革命後，大量人口湧入香港，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A. 香港出入境方便 B. 香港政治環境開明 C. 躲避內地戰亂

29. 1935年，港府頒布《貨幣條例》，規定管理匯率及貨幣的通則，禁止╴╴╴
在港流通。
A. 白銀 B. 黃金 C. 銅幣

30.香港自開埠以來，港府的教育政策經歷了多方調整，以下說法不正確的是：
A. 開埠後的10年間，並無完整的教育政策，對於教育放任自流
B. 1854年開始確立官立教育制度，鼓勵英文教學
C. 辛亥革命後，應華人的要求，鼓勵向學生傳播革命思想

31. 19世紀末，革命黨人多以香港為基地，策劃革命活動，香港也成為了晚清時
華南地區革命黨人的活動中心，其原因不正確的是：
A. 香港貿易發達，無嚴格的出入境限制
B. 香港華人擁有較內地為多的言論自由
C. 在香港策劃起義容易受到外國政府支持

32. 1895年，孫中山等人在香港召開會議，謀劃乙未廣州起義。以下關於該起義
的說法，不正確的一項是：
A. 起義計劃洩露，未打響第一槍便失敗
B. 起義準備完全由興中會負責，並未向外尋求幫助
C. 起義失敗後革命黨人陸皓東被捕，成為中國為革命犧牲的第一人

33.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揭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請問當時香港華人對於辛
亥革命的態度是怎麼樣的？
A. 漠不關心 B. 熱烈支持 C. 阻撓反對

34.辛亥革命後，香港華人民族主義情緒升溫，排外現象日趨高漲。請問以下哪
些事件可以體現當時華人的排外行為？
（1）港督遇刺事件 （2）抵制電車運動 （3）毒麵包案
A. （1）（2） B. （2）（3） C.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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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蓉表示，成都是歷史文化名城，四千
多年文明史中，充滿了發展的激情與

機會；成都是內地國際化大都市，經濟實
力在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排名第三，國
際化程度在全國排名第五，是全國第三個
有雙機場的城市；成都也是最富生活氣息
的城市和美食之都，平原、丘陵、山地三
分的地理環境形成了生物和自然的多樣
性，讓人能享受生活；成都一直是人口流
入地，全市各大高校學生留在成都的比例
超過65%。

田蓉：建「五個城市」迎港青
田蓉補充指，圍繞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

目標，成都提出了建設「五個城市」──創
新驅動先導城市、城鄉統籌示範城市、美麗
中國典範城市、現代化國際城市、和諧宜居
生活城市，也確立了全面增強西部經濟、科
技、金融、文創、對外交往中心和綜合交通
通信樞紐「五中心一樞紐」功能支撐體系。
姜亞兵介紹了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成
立以來的發展現況，以及集團大力發展新媒
體、成立全媒體中心和中央廚房情況。他感
謝成都市委、市政府多年來對集團工作特別

是青少年工作的支持，未來將充分發揮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和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
的作用，「講好成都故事」。
他表示，未來之星同學會是香港一個跨

校際大學生組織，成立12年來已培育4,000
多名會員，通過形式各異、豐富多彩的活
動，組織學生到內地認識國情、了解祖國。
成都熊貓和美食很有吸引力，通過這幾天活
動，創新創業政策和氛圍給同學留下了深刻
印象，有很好的啟發。

姜亞兵：明年可開展實習團
姜亞兵說：「成都重視人才工作，就是

抓住了全球競爭核心。今年是未來之星同學
會交流團第二次到成都，明年可在成都開展
一個實習團，通過一個月實習，讓同學更深
入地了解成都，通過溝通交流，發現在成都
生活工作的新機會。」
成都市委副秘書長黃遠詠，市委組織部

副部長彭崇實，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外宣辦
主任蔣蔚煒，市港澳辦副主任鍾來招，市教
育局副局長王志成，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社長助理、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施倩等出
席活動。

成都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田蓉

昨日會見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

事、未來之星同學會執行主席姜亞

兵，以及參加 2017「未來之星．

從香港出發─成都之行」的香港

學生代表。田蓉表示，希望加強成

都與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的深度

合作，在過去成果上創新合作機

制、拓展合作領域、增加合作項

目，通過常態化交流，讓成都成為

香港青年了解祖國、學習歷史、認

知國情基地，又介紹成都剛剛推出

了「產業新政50條」，鼓勵人才

來蓉發展，成就青年更美好的未

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來成都數天內，40多
名香港大學生行程非常

豐富，參觀成都博物館、金沙遺址博物
館、蜀錦織繡博物館，欣賞川劇《芙蓉國
粹》，感受成都悠久歷史和風土人情；到
訪都江堰水利工程和成都規劃館、天府新
區成都科學城，感受古代智慧與現代發展
的融合；參觀香港賽馬會援建的奧林匹克
學校和香港回歸20周年圖片巡迴展，感
受川港深情厚誼。
不少同學表示，印象最深刻的是參觀菁蓉

創客小鎮和成都大學菁蓉學院，與創業團隊
交流，感受成都濃厚的創新創業氛圍。
同學在菁蓉創客小鎮參觀創新展覽中心和

啟迪之星──創客公園，了解成都郫都區創
業環境和入駐團隊、項目，聽園區內「90
後」創客分享創業感受。同學都對創客公園
創業環境和不同創新項目讚歎不已。
26日座談會上，成都市發展機遇、人才

政策和宜居宜業發展環境，成為同學討論

熱點。來自香港理工大學的劉麗萍表示，
原本很多同學衝着大熊貓和川菜前來，之
後發現成都不僅有深厚的文化底蘊，還有
濃厚的創新創業氛圍，「我是商學院學
生，最感興趣的是參觀這裡的初創企業。
在成都，由於政府政策支持，創業成本更
低，同學可在創業過程中學到許多課本上
學不到的東西，值得港生學習。」

公大生羨慕創業培訓追夢
香港公開大學的莫小美，對川菜的辣和

川劇的變臉印象深刻，對「雙創」有更深
的了解，「成都對創新創業給予很多支
持，鼓勵年輕人追夢，還提供了創業培訓
班、自由討論空間，讓學生自由發揮才
能，讓我很羨慕。」

城大生讚硬件配套好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專業在讀博士洪英毅

認為，成都為青年提供了很好的發展平

台，「我曾經到美國史丹福大學和硅谷學
習交流，了解過那邊的創業情況。相對於
美國，成都在創業優惠政策和硬件配套設
施方面做得非常好，不僅對高端人才創業
給予資金支持，還為大學生就業提供住房
保障。」

浸大生：發展空間大過香港
香港浸會大學的譚小娟邊看邊做筆記，

「這幾天印象最深的是成都『菁蓉計
劃』。外地大學生來成都找工作，可以免
費住7天，人才政策不是口號而是真正實
現，讓我感到成都人才發展一定有前景。
在香港創業真的很難，不是僅僅難在資
金，需求和市場並沒有這麼大，而成都發
展空間更大。」

施倩勉同學分享所見所聞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社長助理、未

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施倩表示，希望同
學通過感性認知和理性思考，把在成都
的感受和所見所聞以及創新創業氛圍分
享出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芸 成都報道

港生大讚創新創業支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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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都市委常委成都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田蓉宣傳部部長田蓉（（右七右七）、）、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未來未來
之星同學會執行主席姜亞兵之星同學會執行主席姜亞兵（（左六左六））與學生代表合影與學生代表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芸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芸 攝攝

■同學參觀成都大學菁蓉學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芸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