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沙中線紅磡站北面隧道連續牆工程，

被指出現嚴重滲水及鋼筋連接問題，源於兩間承建商的鋼筋及螺絲帽品牌

不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昨日回應事件指出，路政署已要求港鐵就事

件提交詳細報告，交代在過程中究竟發生什麼問題，又指涉事連續牆的修

復工作正在進行，會於本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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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
1. 截至2010年5月，全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一共有多少個？

A 37個 B 57個 C 77個

2.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任至第四任行政長官經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選舉委員會
由不同身份的代表分為四大界別，按相同比例組成。以下哪一個界別不屬於選
舉委員會？
A「工商、金融界」 B「專業界」 C「工業、產業界」

3.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下列說法不正確的是哪一項？
A香港特別行政區無權自行制定經貿、金融和教科文衛體政策
B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保持自由港和單獨的關稅區地位
C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獨立的稅收政策

4.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務司司長，律政司司長等重要官員將由誰任命？
A由中央政府委派 B由特區行政長官提名，再提請中央政府任命
C由特區政府自行委任

5. 在新文化運動中，倡導文學革命的第一篇理論文章是什麼？
A《文學革命論》 B《文學優化論》 C《文學改良芻議》

6. 關於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相關規定，下列說法不正確的是哪一項？
A立法會主席須年滿五十周歲。
B立法會議員可以為非中國籍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
C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構。

7. 孫中山借助西南軍閥的勢力開展護法運動，其目的是為了反對哪一個人拒絕恢
復《臨時約法》和國會，破壞共和制度？
A馮國璋 B段祺瑞 C陸榮廷

8.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國歌是由╴╴╴作詞、╴╴╴作曲的《義
勇軍進行曲》?
A田漢、聶耳 B田漢、施光南 C聶耳、田漢

9. 現存最早的《清明上河圖》是由誰人所繪畫？
A張擇端 B仇英 C董其昌

10. 黃巾之亂中，黃巾軍的首領是誰？
A張角 B張寶 C張梁

11. 自哪個朝代起，香港已是中國的領土？
A秦 B唐 C明

12. ╴╴╴╴年，港英政府設立「保甲制」，以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對本地
華人採取以華制華的間接管制政策。
A 1844 B 1854 C 1861

13. 1878年，部分華人士紳上書港督，請準成立保良工局，取「保赤安良」之意，
這也是保良局的前身。請問最初成立保良局的目的是什麼？
A發展華人教育 B遏制拐賣婦孺 C照顧孤寡老人

14. 1934年4月，宋慶齡等1779人聯名簽署發表了？
A《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 B《八一宣言》
C《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

15. 基督教在近代中國設立的最大出版機構是╴╴╴╴。
A強學會 B南學會 C廣學會

16. 虎跳崖在哪個省境內？
A四川 B雲南 C貴州

（問答題）
35. 中國一共有多少個省級單位？

答案：34個

36. 上海和廣州最早出現中西結合的畫畫風格，其中「海上畫派」和「嶺南畫派」
最為出名，請問「詩、書、畫、印」四絕的一代宗師吳昌碩屬於哪一個畫派？
答案：海上畫派

37.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是出自李清照的哪個
作品？
答案：《夏日佳句》

38. 「官渡之戰」是東漢末年「三大戰役」之一，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以弱勝強
的戰役之一。戰役雙方統帥為曹操和？
答案：袁紹

39. 1945年9月9日，日本侵華軍隊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南京市向哪位時任中國陸軍
總司令呈交投降書？
答案：何應欽

40. 西九龍高速公路於哪一年通車？
答案：1997年

41. 三棟屋現已被列為古跡，改建為三棟屋博物館，但它的正名是什麼？
答案：陳四必堂

42. 香港哪一位運動員在2001年全運會上獲得男子單車場地40公里計分賽冠軍？
答案：何兆麟

43. 中國第一個現代天文學研究機構座落於南京市東郊的什麼天文台？
答案：紫金山天文台

44. 距丹東市20公里，南臨中朝界河鴨綠江，與朝鮮於赤島和古城義洲隔江相望
的，中國明長城的東端起點是╴╴╴╴？
答案：虎山長城

45. 在中國內陸荒漠裏，有一種奇特的地理景觀，它是一列列斷斷續續延伸的長條
形土墩與凹地溝槽間隔分佈的地貌組合，被稱為什麼地貌？
答案：雅丹地貌

46. 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朝廷鏤板印刷的法典名叫什麼？
答案：《宋刑統》

47. 宋神宗下令在開封的太醫局設立的現今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國家醫藥商店，在
當時按照太醫局的藥房配置成藥並出售的機構是什麼？
答案：熟藥所／太平惠民局

48. 香港第一次正式填海的工程是在1852年展開的╴╴╴╴？
答案：文咸填海計劃

49. 中國首個群島新區，也是首個以海洋經濟為主題的國家級新區是╴╴╴╴？
答案：舟山群島新區

50. 香港共有幾個策略性堆填區？
答案：3個

17. 822年的「長慶會盟」是唐室與哪個少數民族發生的？
A契丹 B吐蕃 C突厥

18. 如果在唐朝時，一位外國商人到唐朝採購青瓷，他應該去的地方是╴╴╴╴？
A越窯 B邢窯 C景德鎮

19. 「遣唐使」是對哪個國家的赴唐使節的稱呼？
A朝鮮 B日本 C波斯

20. 寇準是北宋著名的宰相，也是多部民間故事、戲劇的主角。下列哪一事件與寇
準有關？
A杯酒釋兵權 B勸皇帝親征 C佔領燕雲十六州

21. 郭沫若稱讚：「世上蒼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的是哪一位詩人？
A李白 B杜甫 C李清照

22. 飲茶風俗風靡全國的朝代是╴╴╴╴？
A漢朝 B宋朝 C唐朝

23. 「國之命在人心」的內涵與下列思想一致的是╴╴╴╴？
A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B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
C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24. 雅克薩之戰之後，清政府同沙俄政府簽訂了什麼條約？
A《馬關條約》 B《尼布楚條約》 C《南京條約》

25. 「古文運動」中，「古文」這一概念由誰先提出？
A王安石 B韓愈 C蘇洵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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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旗袍」脫胎於哪個少數民族婦女的服裝？
A苗族 B彝族 C滿族

28. 下列哪個選項對「三令五申」是理解錯誤的？
A形容下級對上級再三的勸告 B是我國古代軍事紀律的簡稱
C形容再三地向下級命令告誡的含義

29. 中國第一次設立的以個人名字命名的文學獎是？
A魯迅文學獎 B茅盾文學獎 C老舍文學獎

30. 搶親是哪個少數民族風行的婚俗？
A土家族 B彝族 C回族

31. 清朝詩人袁枚以文言隨筆的形式對中國傳統烹飪經驗進行總結，寫成了一部烹飪
著作，使該書成為中國傳統飲食經驗的集大成者，請問這本書的名字是╴╴╴？
A《調鼎集》 B《隨園食單》 C《食經》

32. 雄才大略的秦王嬴政，經過多少年才統一中國，建立了秦王朝？
A 17年 B 18年 C 19年

33.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在中國設立的進行人體試驗的細菌部隊731部隊，其
基地位於╴╴╴╴。
A南京 B哈爾濱 C天津

34. 成語「不刊之論」出自漢代楊雄《答劉歆書》：「是懸諸日月不刊之論也」，
這句成語可以用來形容╴╴╴╴╴╴╴╴。
A文章或言辭的精準得當，無懈可擊
B文章或言辭含混不清 C文章或言辭過於主觀，很難接受

由7月23日至8月9日（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刊登「第八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50條
參考題目及答案，本比賽致力於增進全港學生對中國國情的了解，提供互相交流及競賽的平台。

報名及比賽詳情，請瀏覽：http://cnc.wenweipo.com 網站將於8月1日開通，具體報名時間請参考大賽網站。

紅磡站筋帽不同牌扭唔入
陳帆：路署已促港鐵交報告 連續牆修復料月底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港珠澳大橋開通在
即，據中新社報道，廣東省公安廳將會同有關部門
根據粵港澳三地口岸及周邊道路網承受能力，對全
面放開港澳私家車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入出
內地通行政策進行研究。
報道指，廣東省公安廳日前對廣東省政協委員鄭
偉聰的提案答覆中表示，為做好港珠澳大橋開通前
的各項準備工作，確保大橋順利開通運行，廣東省
有關單位按照各自職能分工，研究制定一系列港珠
澳大橋跨界通行政策。
關於粵港澳三地救災、救護車輛通行問題，在廣

東省口岸辦牽頭制定的《港珠澳大橋跨界救援快速
通關機制》中，已提出救援車輛使用專用通行車輛
標識快速通關，目前正在徵求港澳方意見。
廣東省公安廳方面介紹，2017年粵港雙方商定，

在港珠澳大橋開通前發放11,000個港珠澳大橋口岸
粵港商務車配額，開通兩個月評估後視情況再發放
5,500個配額；開通後3年內每年增加1,320個配額。
由於申請意願強烈，目前入粵商務車配額已全部

發放完畢。
澳方考慮大橋連接路段及周邊道路承載能力，

暫不考慮商定粵澳商務車配額問題。

粵研港澳私家車大橋跨界全通行

紅磡站北面隧道連續牆出現嚴重滲水，
又被爆出鋼筋連接有問題。有傳媒昨

日報道，有關工程的兩間承建商所用鋼筋及
螺絲帽的品牌不同，令鋼筋無法扭入螺絲
帽，影響連續牆的結構及承托能力。
港鐵於今年3月向傳媒交代事件，曾指

「施工連接位置的鋼筋安裝質量未符理想，
鋼筋接駁位置未達施工標準」，要求承建商
拆除有問題的鋼筋混凝土，全面重新施工，
並要求承建商於4月底完成修復工程。

出事連續牆已拆卸重造
陳帆昨日出席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
後向傳媒表示，有關事情屬舊事件，早前港
鐵把有關連續牆拆卸重造，就是指這個案。
港鐵在3月時已就此事件向路政署提交報
告，路政署正在跟進，亦曾就事件表示遺
憾，並要求港鐵作詳細交代。

他透露，路政署正在等待港鐵詳細交代
在過程中究竟發生什麼問題，以及在哪方
面有錯漏之處。
他又指，有關的修復工作正在進行中，

目標是在本月底前完成有關工作。
港鐵回覆傳媒查詢時透露，報道中提及

的紅磡站北面隧道連續牆涉及兩份合約，
編號分別是1111及1112，涉事的兩米連接
位置由合約編號1112的承建商建造。
據港鐵文件顯示，禮頓亞洲是合約編號

1112的承建商。
港鐵表示，相關承建商施工時已知悉兩份
合約使用不同品牌的螺絲帽，承建商亦知悉
接駁方案。
港鐵工程人員是於去年8月巡查期間，發

現上述位置鋼筋安裝質量出現問題，立即要
求承建商跟進，最終承建商拆除出現問題的
接駁鋼筋混凝土，並重新施工。

港鐵並透露，調查期間發現有部分需由承
建商提交的紀錄不齊全，承認港鐵人員的監
督工作有不足之處。

「金門—基利」：物料獲港鐵審批
港鐵指，修復工序已於5月大致完成，會

於7月內全部完工，將由相關政府部門進行
法定檢查，又指經評估後確定事件對整體隧
道結構的完整性及安全沒有影響。

承辦編號1111合約的「金門—基利」表
示，工程項目使用的螺絲帽及鋼筋等物
料，均獲港鐵審批並通過指定測試，有關
安裝工作亦獲審視，符合施工程序要求。
另外，陳帆昨日被問及高鐵石崗列車停放

處連續牆出現裂紋情況時表示，如果大家留
意到港鐵的交代，已很清楚說明所用的水泥
基本上符合要求和規格，港鐵亦已進行檢視
和維護工作，目前狀況良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
詩）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日前承
認因M+博物館項目的承建商
出現財困，而向主要分判商直
接支付工程費用，西九管理局
董事局主席唐英年昨日回應事
件否認有關決定「繞過正常程
序」。唐英年昨日強調，有關
決定是由整個董事局批准後作
出的，以確保整個西九項目中
的M+博物館工程能順利進
行，及令分判商的工人得到應
有的工資。
他續說，管理局目前暫未有

計劃中止與項目承建商新昌的
合約，但每次付款必定會經過
第三方的獨立認證，不存在多
付工資的情況。

被問及M+博物館完工日子要延
期，直接付費方式是否無助工程繼
續順利運作時，唐英年指，博物館
仍計劃於來年年底完成工程，相信
如果當時不作出有關決定，整個工
程必須全面停頓，並要重新招標，
屆時工程將會進一步延期，故今次
決定實迫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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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早前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爆出地庫漏水
和冷氣掣櫃組件故障冒煙問題。路
政署昨日強調兩宗是獨立事件，已
修正相關問題，對整體基建工程驗
收進度沒有特別影響，而所有事故
亦由承建商一力負擔，政府不會支
付額外金錢。
早前有報道指，港珠澳大橋香港口

岸人工島旅檢大樓在今年4月一次黃
色暴雨下嚴重漏水，致地庫電機房水

浸，電掣櫃更冒出黑煙，6月又爆出
旅檢大樓有冷氣掣櫃組件故障過熱冒
煙。路政署其後證實事件，立法會交
通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事件。
路政署主要工程管理處處長江大

榮表示，已修正相關問題，強調兩
宗是獨立事件。他指，香港經常會
將機電設施放置在地庫，而旅檢大
樓的地庫有一系列防水浸設計，今
年4月的漏水事件，成因是承建商沒
有封好地庫附近的「管線井」，雨

水經「管線井」進入大樓，導致部
分儀器損壞。
江大榮表示，現時電掣房的零件

已更換好，而同類的「管線井」亦
已封好，近日多次大雨，未有發生
同類滲水事件，承建商會一力承擔
更換損壞儀器的開支，政府的驗收
進度沒有受影響。
至於在6月發生的冷氣掣櫃冒煙事

件，他指是由於有零件因過熱冒
煙，現時已將相關零件更換，冷氣
掣櫃已運作正常，並已聘請保安24
小時巡邏。

地庫漏水冒煙 政府不必加錢

■唐英年回應事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 有關工
程的兩間承
建商所用鋼
筋及螺絲帽
的 品 牌 不
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