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習參考資料

（小學版）

Q1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出席香港回歸儀式的時任國

家主席是誰？

答案：江澤民

Q2 香港特區政府於哪一年推出措施捍衛港幣和聯繫匯率制度？

答案： 1997年

Q3 香港特區政府舉辦首屆立法會選舉在哪一年？

答案：1998年

Q4 1998年 8 月 28日，在中央政府強大支持下，特區政府投入巨額資金，與國

際炒家開展將近一年的甚麼保衛戰宣告獲勝。

答案： 金融保衛戰

Q5 香港特區第一屆區議會選舉在哪一年舉行？

答案： 1999年

Q6 2000年 12 月 1日，香港正式實施甚麼制度？作為就業人士的退休保障。

答案：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

Q7 2001年，全港最規模最大的哪個圖書館落成。

答案：中央圖書館

Q8 香港特別行政區哪位行政長官，在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發展科學園？

答案：董建華



Q9 位於沙田白石角的香港科學園是在哪一年正式揭幕？

答案：2002年

Q10 2002年 7 月 1日，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主導哪一項制度，

揭開了特區行政體制改革的歷史一頁？

答案：高官問責制

Q11 2003年，香港民政事務局舉辦了甚麼活動，以促進亞洲各國之間的文化合

作？

答案： 亞洲文化合作論壇

Q12 2003年 7 月，中央政府為協助香港走出「非典」疫情後的經濟低迷，推出

開放內地居民赴港甚麼旅遊政策？

答案：「個人遊」

Q13 2003年 6 月 29日，《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簽訂，

並於 2004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這個協議英文簡稱為？

答案： CEPA

Q14 2005年 12月，香港首次舉辦世界貿易組織_甚麼級別會議。

答案：部長

Q15 2006年 11 月，陳馮富珍經中國政府提名，獲選哪個世界組織總幹事，為

首位在聯合國機構中擔任最高負責人職位的中國人。

答案：世界衛生組織（WHO）

Q16 港股恒生指數攀上 30,000 點的歷史新高是在哪一年？

答案： 2007年



Q17 2007年，香港回歸 10 週年之際，中央人民政府向特區政府贈送的兩隻熊

貓名字叫甚麼？

答案：「盈盈」和「樂樂」

Q18 2008年，香港承辦了北京奧運會的哪個比賽項目？

答案： 馬術

Q19 2009年 12月 5 日至 13 日，香港舉辦甚麼運動會？一共有 9 個國家和地區

運動員參賽，運動項目和參賽人數創歷史新高.

答案：第五屆東亞運動會

Q20 《最低工資條例》於哪一年在立法會三讀通過？

答案： 2010年

Q21 2011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甚麼規劃綱要？首次將港澳部分單獨成章，

並提出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

答案： 「十二五」規劃綱要

Q22 「文憑式收生計劃」（全稱「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

在哪一年正式實施？

答案：2012年

Q23 2013年，特區政府將最低時薪從 28港元提高至多少港元?使約 21 萬基層

僱員受惠。

答案： 30

Q24 2014年，香港聯合交易所與內地有關部門和結算機構正式啟動的股票交



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是甚麼？

答案： 滬港通

Q25 2015年 11月，香港特區政府成立甚麼機構，負責制訂全面的創新及科技

政策，結合「官產學研」，加速香港的創新、科技及相關產業的發展？

答案：創新及科技局（創科局）

Q26 2016年中國證監會與香港證監會 8 月 16日在京簽署聯合公告，批准实施

哪種股票交易互聯互通機制？

答案： 深港通

Q27 2017年 11 月 4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中增加

哪部全国性法律？

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國歌法）

Q28 2017年，為慶賀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中國海軍哪一編隊訪問香港，為

香港市民送上大禮？

答案：遼寧艦航母編隊（遼寧艦）

Q29 《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及框架協議》是香港回歸多少周年時簽

署的？

答案： 20周年

Q30 港澳台居民從甚麼時間開始，可以申領內地居住證？

答案： 2018年

Q31 2019年，香港哪所大學設計和開發「相機指向系統」助「嫦娥四號」登陸



月球背面？

答案：香港理工大學

Q32 2020年 6月 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了哪項全國性法律?

答案：《香港國安法》

Q33 2021年，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並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首次將哪個地區納入粵港澳大

灣區重大合作平台？

答案：深港河套

Q34 2021年，香港科技園與香港科技大學簽訂戰略合作備忘錄，計劃在哪裡建

立孵化基地？引領香港與大灣區的科研及創科增長新機遇。

答案： 廣州南沙

Q35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 2021年 3月 11日通過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

選舉制度的決定》（《決定》），這是落實哪一種政治原則的重要制度安排?

答案：愛國者治港

Q36 2012年，教育部在香港實施內地高校免試招生計劃後，參與的內地高等院

校已從 2012年 63 所增加至 2022 年多少所？

答案： 129

Q37 2022年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是在中央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之後

的第____次特首選舉？

答案：1

Q38 香港將與廣東省和澳門將在哪一年舉辦第 15 屆全國運動會？



答案：2025年

Q39 2022年 5 月 8日，李家超在香港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中成功高票當選，在

出席投票的 1428名選委中獲得多少票支持？

答案：1416票。

Q40 為香港贏得回歸後首面奧運會金牌的運動員是誰？

答案：張家朗

Q41 1990年 4 月 4 日，由哪個機構通過並正式頒布《基本法》？

答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Q42《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是甚麼?

答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Q43《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是甚麼?

答案：《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Q44《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是甚麼?

答案：《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Q45 為實現中國和平統一而提出的「兩制」指的是甚麼？

答案：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

Q46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中的哪一條而設立？

答案：三十一條



Q47 哪一個機構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

答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Q48《基本法》第五條規定對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保留多少年？

答案：五十年不變

Q49香港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香港政府負責甚麼？

答案：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

Q50 為甚麼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設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特別行政公署？

答案：處理涉港的外交事務

Q51 誰負擔駐港部隊的開支？

答案：全部由中央人民政府負擔

Q52 立法會制定法律後需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如人大常務委

員會認為其法律違反憲法，可將有關法律怎樣處理？

答案：發回，但不作修改

Q53 香港特別行政區面對有關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時應該怎樣處理？

答案：由中央人民政府處理

Q54 哪個機關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

答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Q55 哪個機關有權修改《基本法》附件三？

答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Q56 根據《基本法》，哪個機構在回歸後取替樞密院成為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

內的終審權的機構？

答案：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Q57 《基本法》哪一條規定依法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和其他人的權利和自

由?

答案：第四條

Q58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確定的名額，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選出多少位中國

公民成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港區代表？

答案：36位

Q59如果南寧市人民政府希望在香港設立機構，須徵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

並且經過以下哪個機關批准？

答案：中央人民政府

Q60哪一個機構決定中國其他地區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

答案：中央人民政府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意見後才確定

Q61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並享有甚麼權利?

答案：高度的自治權

Q62爸爸每逢農曆初一和十五都會拜佛；而媽媽逢星期日都會參加崇拜和唱聖詩。

這體現了香港居民在《基本法》下的哪一項自由？

答案：宗教信仰

Q63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的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的簡稱是甚麼？

答案：香港居民



Q64行政長官缺位時，應在六個月內依《基本法》的第幾條規定產生新的行政長

官？

答案：第四十五條

Q65香港特別行政區需參照北京的關稅收取嗎?

答案：不用，因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單獨的關稅地區。

Q66方先生大學畢業後，曾擔任教師。現在成為了警員。

這體現了香港居民在《基本法》下哪一項自由？

答案：選擇職業

Q67 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透過甚麼辦法產生，由中央人

民政府任命？

答案：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

Q68 哪一個機構主管香港特別行政區刑事檢察工作？

答案：律政司

Q69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可連任多少次？

答案：1次

Q70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和盡忠職守，是基本法哪一條列明

的？

答案：第四十七條

Q71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三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向誰負責？

答案：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Q72香港法院的法官，由哪一位香港特別行政區官員任命？

答案：行政長官

Q73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只有在無力履行職責或行為不檢的情

況下，行政長官才可任命不少於 5 名當地法官組成的審議庭進行審議並且可作出

甚麼行為?

答案：依照《基本法》第八十九條規定的程序，根據其建議，予以免職。

Q74根據《基本法》第五十條，在解散立法會前，行政長官須徵詢以下哪個機構

的意見？

答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會議

Q75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短期不能履行職務時，由政務司長、財政司長和哪

一位官員依次臨時代理其職務？

答案：律政司長

Q76哪一類永久性居民人士才能被委任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會議

成員？

答案：無外國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

Q77根據《基本法》第五十六條，行政長官可否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

答案：可以並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

Q78行政長官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前必須徵詢甚麼機構的意見？

答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會議

Q79根據《基本法》，廉政公署和審計署有甚麼共同特點？



答案：獨立工作並向對行政長官負責

Q80必須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多少年，才有機會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主要官

員？

答案：15年

Q81根據《基本法》第 61 條，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主要官員，可否由外國公

民擔任？

答案：不可以

Q82無外國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擔任立法會議員，所佔立法會全體議員的百

分率不得少於多少？

答案：百分之八十

Q83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一條，關於立法會主席的資格有甚麼規定？

答案：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 20年，無外國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

民的中國公民

Q84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立法會主席如有需要時可在休會期間召開哪

類會議？

答案：特別會議

Q85 軍事政策是否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自行決定的政策範圍？

答案：不屬於

Q86 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如立法會議員依照法定程式提出法律草案前，必須得

到擔任哪個職位的人士書面同意？

答案：行政長官



Q87 立法會議事規則是否由行政長官制定？

答案：不是

Q88 香港的高等法院包括哪些法庭?

答案：原訴法庭和上訴法庭

Q89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舉行會議的法定人數，是全體議員的多少?

答案：二分一

Q90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或免職，還須由

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同意，並報哪個國家權力機構備案?

答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Q91 香港代表隊到外國參加國際比賽時，可以冠用甚麼的名義，參與有關的活

動？

答案：中國香港

Q92 外國政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官方機構須經哪個國家權力機構批准？

答案：中央人民政府

Q93 香港特別行政區外交事務指的是甚麼?

答案:以國家名義訪問、談判、交涉等

Q94 立法會是否擁有基本法的修改權？

答案：沒有

Q95 香港回歸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解釋《基本法》是在哪一年？



答案：1999年

Q96 在中國法律制度裏有甚麼法律高於《基本法》？

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Q97誰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答案：鄧小平

Q98 「一地兩檢」的概念，最早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哪個口岸實行？

答案：深圳灣

Q99 乘廣深港高鐵線，大約幾小時內能從西九龍站至內地終點站廣州南站?

答案：1小時內

Q100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流通貨幣是甚麼?

答案：港元

Q101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可以連任一次，一屆任期為多少年？

答案：五年

Q102 為甚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在大國印記中，被評選為 1949-2009 中國 60 大

地標?

答案：因為 1997年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進行

Q103 港幣發行需有多少比例的準備金?

答案：100%準備金

Q104 根據《南京條約》，英國割佔了香港哪些地方?



答案：香港島

Q105 根據《基本法》第六十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行政組織架構中除了

各局、處、署外，還有哪幾個司？

答案：政務司、財政司、律政司

Q106 2017年廣東省政府由東江河流抽取淡水供應給香港，約佔本港用水量百

分之幾？

答案：52%

Q107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思原意解決甚麼問題？

答案：和平統一台灣問題

Q108 哪個機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

答案：中央人民政府

Q109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中間配有哪一種花的圖案？

答案： 紫荊花

Q110 行政長官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中的哪一個角色？

答案：主席

Q111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的全稱是甚麼？

答案：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

Q112 當《香港國安法》與本港法律的規定不一致時，應當以哪項法律為準？

答案：《香港國安法》



Q113 如果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行政長官可以做甚麼?

答案：行政長官可以申請臨時撥款，或解散立法會。

Q114 香港申辦國際體育活動，需要報請中央體育部門批准嗎?

答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名義申辦不需要報請。

Q115 誰擁有決定立法會開會時間的職權?

答案：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

Q116 駐港部隊在香港須遵守哪些法律?

答案：駐港部隊須遵守全國性和特區的法律。

Q117 《中國國籍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有何規定?

答案：不承認雙重國籍。

Q118 聯合國哪一年將港澳從殖民地名單中剔除?

答案：1972年。

Q119 《基本法》是否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

答案：是

Q120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會議成員的任期一般多少年?

答案：五年

Q121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

力屬於誰?

答案：人民



Q122 誰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答案：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Q123 立法會議員在甚麼時候不受逮捕？

答案：出席會議時和赴會途中

Q124 立法會議員如果在就任時破產，還能繼續任職嗎？

答案：不能

Q125 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是否一律平等？

答案：是

Q126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五條的規定，國家實行資本主義市場

經濟嗎？

答案：不實行（《憲法》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Q127 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收多少稅?

答案：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

Q128 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一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外匯基金的主

要用途是甚麼?

答案：主要用於調節港元匯價

Q129 甚麼航空器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前，須經中央人民政府特別許可？

答案：外國國家航空器

Q130 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修改《基本法》的議案，可以由誰向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



答案：香港特別行政區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團

Q131 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只是內地居民的義務嗎?

答案：不是（應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Q132 能否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作出的決定作司法覆核?

答案：不能

Q133 立法會可否制定本港的地方性法律?

答案：可以（但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

Q134 在不損害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權利的前題下，中國公民可否行使自由

和權利?

答案：可以

Q135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是否可以選擇性遵守《憲法》或法律？

答案：不可以

Q136 中央人民政府如與日本簽訂外交豁免權，是否適用於香港?

答案：是

Q137 多少比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團成員通過，才

可動議修改《基本法》?

答案：三分之二

Q138 愛國者治港是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方針之一嗎？

答案： 是



Q139 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是哪一個署擔當防止在囚人士組織及培養反中亂

港勢力？

答案： 懲教署

Q140 哪個機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最高責任？

答案： 中央人民政府

Q141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秘書長由中聯辦主任擔任嗎？

答案：不是

Q142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是屬於《香港國安法》規定的罪

行嗎？

答案： 是

Q143 香港擔負防衛勤務是駐港部隊的職責嗎？

答案：是

Q144 行政長官任命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負責人，及律政司國家安全犯罪

案件監控部門負責人時，需要徵求哪個部門的意見？

答案：駐港國安公署

Q145 《香港國安法》懲處的四大罪行是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勾結

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以及哪一項罪？

答案：恐怖活動罪

Q146 如經法院判決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該人會否喪失參加香港特別行政

區立法會、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資格?

答案：會



Q147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是否擁有《香港國安法》的解釋權?

答案：是

Q148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的經費由香港特別行

政區還是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答案：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Q149 《香港國安法》是否限制了香港居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

答案：香港居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不會受到限制

Q150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名稱是甚麼？

答案：《義勇軍進行曲》

Q151 據《國旗、國徽條例》私人喪事活動能否使用國旗？

答案：不能

Q152 舉行升國旗儀式時，在國旗升起的過程中，參與或出席該儀式的人面向

國旗應有怎樣的禮儀？

答案：應該肅立和舉止莊重

Q153 太空安全是屬於國家安全涵蓋範疇嗎?

答案：是

Q154 2019年 1 月 2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甚麼場合發表了有關和平統一

的重要講話？

答案：《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周年紀念會



Q155 港獨是其中一種分裂國土的主張和行動嗎?

答案：是

Q156 誰是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

答案：習近平

Q157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訂於每年的幾月幾日呢？

答案：4月 15 日

Q158 根據修訂後的《國旗及國徽條例》，在現實場所和網絡蓄意侮辱國旗或

國徽的行為是否屬於犯罪？

答案：是

Q159 石油安全、天然氣安全、煤炭安全及水資源安全屬於哪一類國家安全?

答案：能源安全

Q160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的紅、白兩色體現了甚麼？

答案：「一國兩制」的精神

Q161 全中國人民，包括香港同胞，有共同的義務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

甚麼？

答案：領土完整

Q162 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委員會問責嗎?

答案：可以

Q163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公開嗎?



答案：不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任

何其他機構、組織和個人的干涉，工作資訊不予公開）。

Q164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權力機關組織嗎？

答案: 是

Q165 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進行審理訴訟，除可使用當地語言審理外，還可

以用甚麼文字書寫?

答案：可使用當地文字書寫

Q166 《憲法》序言中，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由哪方負責？

答案： 全中國人民

Q167 《憲法》序言中，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哪些人和力量?

答案：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Q168 《憲法》有沒有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

特權?

答案：有（《憲法》第一章第五條規定）。

Q169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般每屆任期為?

答案：五年

Q170 如我國首都從北京搬到天津需要更改《憲法》嗎?

答案：需要

Q171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國家主席嗎?

答案：有權



Q172 《憲法》中有沒有規定國家須推廣普通話？

答案：有（《憲法第十九條》）

Q173 國家工作人員就職時需公開進行憲法宣誓嗎？

答案：需要

Q174 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國公民嗎？

答案：是

Q175 《憲法》第四十一條說明，中國公民對於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兩

個權利，是哪兩個權利？

答案：批評、建議

Q176 《憲法》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甚麼制度？

答案：民主集中制

Q177 《憲法》第一條規定，國家實行甚麼主義制度？

答案：社會主義

Q178 《憲法》第六十七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能否任免駐外全權代表？

答案：能

Q179 《憲法》規定全國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怎樣產生的?

答案：民主選舉

Q180 在《憲法》的序言中指出，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甚麼關係?

答案：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



Q18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由誰人作詞的?

答案：田漢

Q18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中的建築物圖案是哪個地方?

答案：天安門城樓

Q183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最初是為了解決哪個地區的問題？

答案：台灣

Q184 行政長官會從甚麼機關的主要官員中委任行政會議成員。

答案：行政機關

Q185 根據《基本法》，香港的財政收入是否需要上繳中央？

答案：不需要

Q18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國徽是國家和甚麼的象徵？

答案：國家主權

Q187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中的哪個部分代表祖國？

答案：紅旗

Q188 英軍於 1841年 2月 26 日攻佔虎門，哪一位名將英勇戰死？

答案：關天培

Q189 香港《國歌條例》於哪一年正式生效？

答案：2020年



Q190 1941年宋慶齡在港成立了哪個機構以支援中國抗日?

答案：保衛中國同盟

Q191 香港面向南中國海域，負責保衛這一海域的南海艦隊，其司令部設立在

哪？

答案： 湛江

Q192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總則第三條， 國家安全工作的根本

是甚麼？

答案： 政治安全

Q193 香港紅磡海底隧道於哪一年通車？

答案： 1972年

Q194 2018年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是世界最長的甚麼大橋？

答案：跨海大橋

Q195 粵港澳大灣區是由 2 個特區和多少個廣東省城市組成？

答案： 9個

Q196 香港和深圳毗鄰的落馬洲河套地區，由誰負責開發？

答案：香港和深圳合作

Q197 香港首位獲得小行星命名權的年輕科學家是誰？

答案：陳易希

Q198 香港私家車申請經港珠澳大橋赴澳門的常規配額有效期為幾年？

答案：3年



Q199 世界上距離最長的天然氣輸送工程西氣東輸二線，所覆蓋城市是否包括

香港？

答案： 包括

Q200 若香港與內地進行科研合作，國家科研經費可否過境香港使用？

答案： 可以

Q201 1910年 10月 1 日廣九鐵路正式通車，當時連接香港到中國大陸的哪座城

市？

答案： 廣州

Q202 香港政府土地發展計劃「明日大嶼」主要在哪裡填海造地？

答案： 大嶼山東部

Q203 粵港澳大灣區有幾個中心城市？

答案：4個（廣州、深圳、香港、澳門）

Q204 「滬港通」和「深港通」正式啟動後，方便甚麼流動？

答案： 資金

Q205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最優越的條件是？

答案： 水陸交通便利

Q206 機器人與智能製造國家與香港聯合工程實驗室是依託下列哪一所大學？

答案：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Q207 中國在 1989年創立的「希望工程」，主要是服務哪類人？



答案： 貧困失學的學生

Q208 以下在香港舉辦的大型體育賽事中，歷史最久的是？

答案： 維港泳

Q209 2012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參觀哪個展覽時，首次闡釋「中國夢」概念？

答案： 「復興之路」展覽

Q210 2022年是香港回歸祖國多少周年？

答案： 25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