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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四川災後恢復重建考察團
考察項目背景資料

白塔中學初中部重建
考察及項目重點


實地考察白塔中學初中部重建工程的最新進展。

背景


申請機構為中國福音事工促進會。



512 地震後，原白塔中學初中部的教學樓嚴重損毀，需
要拆卸重建。重建前，全校 3,700 多名學生被分流到區
內其他學校上課。



重建的教學樓面積 4,500 平方米，其他重建設施包括廣
場 3,000 平方米及運動場 22,000 平方米。按內地最新的
抗震設防標準設計。



工程已經基本完成（備註：教學樓部分）
。



尚待興建部分：運動場、學校大門及廣場。



項目開支約 980 萬元人民幣。特區援建基金撥款 1,000
萬元港幣 (折合約為 870 萬元人民幣)資助。申請機構及
高坪區教育局會負責籌集餘下所需資金。



除白塔中學初中部項目外，中國福音事工促進會還獲特
區援建基金撥款進行南充市高坪區第三初級中學教學
樓災後重建項目。



白塔中學高中部重建項目是特區政府第二階段援建項
目之一。估算費用約 3,500 萬元人民幣。重建後可容納
8,100 名學生，住宿生 3,200 名。

南充市涪江路小學
考察及項目重點


是特區政府援建學校項目中首批基本完成（備註：教學
樓部份）的項目之一。



尚待興建部分：辦公綜合樓、運動場。



重建前，全校學生(約 1,700 名)須分流到其他學校的功
能室，或者是租用其他學校的教室來臨時安身，情況十
分擁擠，新校舍的環境相對下則理想得多。



重建後，規劃學生人數約 1,800 人，設 40 個教學班。



服務對象為鄰近的 3 個社區約 7 萬人口的適齡學童。

背景


原涪江路小學校舍和學生教師宿舍在 5.12 地震中損毀
嚴重，須拆卸原址重建。



新建校舍面積約 7,200 平方米，包括教學樓(約 5,200 平
方米)及辦公綜合樓(約 2,000 平方米)。另需新建運動場
約 3,200 平方米，和購置圖書約 24,000 冊和教學儀器等
共約 2,200 台/套/件。



重建前學生人數約 1,700 人，設 24 個教學班。重建後，
規劃學生人數約 1,800 人，設 40 個教學班。



重建總開支約 2,050 萬元人民幣，南充巿政府出資 600
萬元人民幣以啓動工程，因此工程進度也相對較其他特
區援建學校項目為快。港方承擔額為 1,530 萬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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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汶川縣漩口中學
背景


原汶川縣漩口中學座落在岷江河畔終年翠綠的趙公山
腳下，位於阿壩州的門戶漩口鎮。距都江堰市僅 23 公
里，是汶川縣直屬高完中，也是阿壩州唯一一所鄉村高
完中。



該校創建於 1957 年 8 月，佔地面積 2140 ㎡，建築面積
11126 ㎡。教學班 22 個，學生約 1000 人。



漩口中學在 512 特大地震中映秀鎮嚴重損毀，現已作為
地震遺址保護。

汶川縣水磨中學
考察和項目重點


汶川水磨中學是香港特區與廣東省佛山市共同援建的
項目，充分體現粵、港、川三方友好合作的精神。港方
主要負責 2 號教學樓、1 號宿舍和運動場設施其餘部分
由廣東省佛山市援建。



水磨中學是特區援建項目中最早竣工的項目之一。



重建的水磨中學是一所完全中學，學生除了原水磨中學
學生外，還包括位於映秀鎮的漩口中學高中部學生。
5.12 地震後，學生分散於不同省市上課，現在可以在設
備完善的新校舍上課和寄宿，專心學習。

背景


原水磨學校在 512 地震中嚴重損毀，需要拆卸重建。



川方原計劃將水磨中學的初中部及高中部分開重建，初
中部由香港特區援建，高中部由佛山巿援建。後來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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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校舍的迫切需要與及提高校舍的整體使用效益，經
港方同意，原水磨中學初中部和高中部合併為一所完全
中學。


新建校舍總面積約 37,000 平方米，包括兩幢教學樓(共
約 18,000 平方米)、三幢學生宿舍(共約 10,300 平方米)、
食堂(約 4,200 平方米)、教師宿舍(約 3,600 平方米)及附
屬設施（約 910 平方米）
。另建運動場約 24,800 平方米。
規劃學生約 2,400 人，教學班 52 個。



佛山市負責整個工程的設計和建造，港方負責出資援建
學校 2 號教學樓、1 號宿舍樓及運動場建設。



抗震設防標準符合內地最新的要求（抗震設防烈度設為
8 度）。



港方總承擔額為 5,570 萬元人民幣。



受惠對象包括水磨鎮、漩口鎮和三江鄉等 30 餘個鄉村
共約 2 萬人，適齡學生為每年約 1,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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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 303 公路映秀至卧龍段
考察和項目重點


實地考察項目的最新進展，了解工程施工和管理工作方
面的情況。

背景


是省道 S303 線的一部分，起於阿壩州汶川縣映秀鎮，
經耿達，止於臥龍，全長約 45 公里。主要內容是要恢
復重建在 5.12 汶川地震中受嚴重破壞的路段。



全段採用國家二級公路標準設計。



省道 S303 是通往川西北及西藏的一條重要通道，也是
阿壩州公路網主骨架之一。映秀至臥龍段公路 - 是通往 5.12 汶川地震受災最嚴重的臥龍特區的重
要公路通道。
- 是提供對臥龍特區 5,000 多名居民和圈養大熊貓的
基本生活物質和救災物資運輸的生命通道。
- 是保障世界遺產臥龍大熊貓自然保護區災後重建
順利實施的重要交通基礎設施工程。
- 有助服務區域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
- 有助改善阿壩州的旅遊交通條件，進一步促進阿壩
州旅遊業發展。



總預算開支 8 億 1,000 萬元人民幣，其中 7 億 6,560 萬
元人民幣由港方承擔。



自本年 4 月底動工起，發展局已先後四次派出工程師進
行技術檢查。在已展開的工程項目當中，橋樑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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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路基建設的進度較為理想。


業主代表、監理及施工單位均備有試驗室檢測物料質
量。據監理提供的資料，各合同段所施工的擋牆及橋梁
各級混凝土强度經施工單位自檢，監理抽檢均滿足設計
及規範要求，而隧道開挖亦符合設計要求。



至今發展局對本項目已完成四次技術檢查。另外，發展
局已於 8 月 20 日簽署項目技術檢查的顧問服務合約，
顧問公司準備九月尾展開本項目的技術檢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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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市向峨鄉民房重建項目
背景


都江堰市向峨鄉位於都江堰市東北部，距離成都市 60
公里，距離都江堰市區 18 公里，地貌以山地和淺山為
主，是典型農業鄉鎮，全鄉總人口 15000 餘人。



向峨鄉 95%的民房在地震中毀損。



上海市是都江堰災後重建的對口援建市。



約 94.5% 的農戶選擇了“統規統建”（集中居住）的住
房重建方式，涉及重建居民住房 55 萬平方米，其中農
村住房 45 萬平方米、集鎮住房 10 萬平方米，安置農戶
3486 戶、11699 人。



重建居民住房分佈在 16 個集中安置點，最小的 69
戶，住 200 多人；最大的 600 多戶，住 1500 多人，
佔地約 800 畝。



新居工程配套基礎設施和市政公用設施，如給排水系
統、天然氣、光纖電視等，資金主要來自上海市對都江
堰市的對口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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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港康復中心

背景


新建川港康復中心約 27,059 平方米，包括門診、物理
治療部、作業治療部、臨床心理服務、假肢及矯形部等。
康復治療病床 300 張。



川港康復中心是特區政府援建的醫療項目中旗艦項
目。中心會作為四川省的康復網絡以及專業人才發展及
川港培訓基地。除了提供全面身體及心理康復服務外，
亦會向省內的康復工作人員及服務人員提供專業及其
他相關的培訓。



川港康復中心是建設中的四川省全面康復服務網絡的
一個重要組成部份。該中心是整個網絡的核心部分，在
省級層面提供較專門的康復治療。在縣級層面，特區政
府正計劃透過 27 個殘疾人康復服務中心和 7 個含殘疾
人康復設施的社會福利綜合服務中心，在 34 個受災縣
各建一間殘疾人康復服務中心。



項目估算費用為 2 億 2,454 萬元人民幣。



預計建設工期為 36 個月，由 2009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2 月。



建設單位己於 2009 年 9 月 2 日與設計單位「廣州南方
建築設計研究院」簽署設計合同。



現階段正進行優化設計及進行施工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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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遺址博物館
背景


金沙遺址博物館位於成都市區金沙遺址路，博物館佔地
面積 456 畝，由遺跡館、陳列館、文物保護與修復中心、
遊客中心和園林區組成。金沙遺址博物館於 2007 年 4
月 16 日正式對外開放。



金沙遺址是二十一世紀中國第一項重大的考古發現，遺
址分佈範圍約 5 平方公里，是西元前 12 世紀至西元前
7 世紀（距今約 3200 年 - 2900 年）長江上游古代文明
中心——古蜀王國的都邑。遺址出土了世界上同一時期
遺址中最為密集的象牙、數量最為豐富的金器和玉器。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0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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