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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奧倒計時一個月北京冬奧倒計時一個月
習近平考察冬奧會籌辦備賽工作

A12配稿2 冬奧探營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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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將全天候轉播冬奧賽事

根據北京冬奧組委發布的
《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
奧會防疫手冊（第二版）》

要求，進入閉環內的所有涉奧人員，須進行每日健
康監測和核酸檢測，只能乘坐專用車輛往返指定場所，

確保與閉環外公眾或各類人員無任何接觸。

入境涉奧人員全封閉管理
據防疫手冊要求，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須是境外涉奧人員來華的第一地

點。首都機場專門為冬奧開闢了停機位、人員專門區域、專門通道和流
線。涉奧人員在飛機落地後直至離開機場的所有流程都將在T3D航站
樓完成。

所有入境來華人員從入境到離境，整個全過程都實行全流程、全封
閉、點對點的閉環管理政策。涉奧人員從入境、出機場後，都有專門的
冬奧專車運送到冬奧村、酒店。賽事結束後離開賽場到出境，同樣閉環
專車點對點運送，整個流程封閉安全，保障了與普通民眾完全隔離，不
產生交叉。

閉環內每日核酸檢測
《防疫手冊》還要求包括除個別運動員和隨隊官員可醫學豁免外，其

他所有涉奧人員需要在來華至少14天前完成全程疫苗接種，才可以免
除集中隔離，進入閉環管理。

鑒於當前全球疫情形勢的複雜性，《防疫手冊》特別建議所有涉奧人
員能夠接種新冠疫苗加強針；閉環內來華涉奧人員和內地直接服務外方
的工作人員需要每日進行健康監測和核酸檢測；在閉環內酒店或冬奧村
集中住宿，只允許乘坐冬奧專用車輛往返指定閉環場所，不得與閉環外

人員接觸，更不得與社會面接觸。
賽事期間將有包括中國運動員、官員、北京冬奧組委工作人員、媒體

記者等在內的大批中方涉奧人員進入閉環。《防疫手冊》要求，在承
擔賽時任務14天內，相關中方人員應做好進入閉環工作的準備。
賽前14天內應嚴格限制與他人接觸，已完成全程疫苗接種的人員
同樣適用此要求。

不面向境外觀眾售票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舉辦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防疫安全工

作面臨巨大壓力和挑戰。特別是奧密克戎等變異毒株的傳播，
給全球疫情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北京冬奧組委專職副主
席、秘書長韓子榮坦言，冬奧賽時，將有大量不同國家和地區
的涉奧人員來華，人流聚集增加，出現一定數量的陽性病例，
即閉環內出現感染者或者局部小規模疫情是大概率事件。

北京冬奧組委疫情防控辦公室副主任黃春認為，高頻率的核
酸檢測可以保證在第一時間發現陽性，及時切斷傳播鏈。他表
示，如果出現感染者，組委會已經有應對方案，包括在測試賽
對方案也進行了實戰檢驗。除非發生大規模聚集性疫情情況，一
般不會調整賽事安排。同時，最大限度避免把閉環內感染傳播到
城市層面，是防控的一個底線，尤其是針對奧密克戎這種傳染性
非常強的毒株，所以要嚴格執行閉環管理政策，嚴格遵守核酸檢
測要求。

鑒於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勢非常複雜，為了防止可能出
現的新冠肺炎疫情傳播，保障參賽各方安全，冬奧組委已經對外
公布，決定不面向境外觀眾售票。關於境內觀眾的票務政策、防疫
要求、相關計劃方案，正在制定研究過程中，適時將對外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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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监

事会任期将于 2022 年 2 月 1 日届满，公司拟开展换届选举工作（以下简称“本
次换届选举”）。为了顺利完成本次换届选举，公司依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就本次换届选举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十届董事会、监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将由 11 名董事组成，

其中包括 6 名非独立董事、4 名独立董事和 1 名职工代表董事；第十届监事会
将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包括 2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和 1 名职工代表监事。

第十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董事候选人及监事候选人的提名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1. 公司现任董事会可以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3％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
3. 单个推荐人提名的候选人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的非独立董事人数。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1. 公司现任董事会、监事会可以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
2.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独立董事候

选人；
3. 单个推荐人提名的候选人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的独立董事人数。
（三）职工代表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四）监事候选人的提名
1. 公司现任监事会可以提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2.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3％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非职工代表

监事候选人；
3. 单个推荐人提名的候选人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的非职工监事人数。
（五）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名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三、本次换届选举的方式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

制，即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监事时，与会股东所持的每一表决权股份拥有与拟
选举的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权，股东既可以用所有的投票权集中投票选
举一位候选董事或监事，也可以分散投票给数位候选董事或监事。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1. 提名人应在 2022 年 1 月 12 日 16:00 之前，按本公告规定的方式向公司提

名董事、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详见附件）；
2.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负责审核提名文件，对提名人及董事候选人进行资

格审查并形成书面意见。提名委员会有权自行或聘请专业机构对候选人的素质
和提名材料的真实性进行调查核实。

3. 公司董事会根据提名人提交的人选召开董事会，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并
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 公司监事会根据提名人提交的人选召开监事会，确定监事候选人名单，并
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 董事、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
并承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董事、监事职责，独立董事亦应依法
作出相关声明；

6.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将候选独立董事的有
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
立董事履历表》）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候选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审核。

五、董事、监事任职资格
（一）董事、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董事、监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
1.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

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5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3.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

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4.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

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5.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7.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1.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2）具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3）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
（4）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2.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1）在公司或者公司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

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
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2）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
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3）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
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4）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5）为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朱鹏程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2795679
联系传真：021-32795557
联系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 6 座 4 楼
邮政编码：200335

七、附件
附件 1. 上海凤凰关于提名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附件 2. 上海凤凰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书
附件 3. 上海凤凰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名书
附件 4. 上海凤凰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附件 5. 上海凤凰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附件 6. 上海凤凰独立董事履历表
特此公告。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5 日    

附件 1：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名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1. 提名人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必须向本公司提供下列文件：
（1）董事、监事候选人提名书（原件）；
（2）提名的董事、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3）提名的董事、监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4）如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则需提供下列原件《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及独立董事资格培训证书复印
件（原件备查）；

（5）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2. 若提名人为本公司股东，则该提名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1）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2）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3）股票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4）本公告发出之日的持股凭证。
3. 提名人向本公司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1）本次提名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2）如采取亲自送达的方式，则必须在 2022 年 1 月 12 日 16:00 之前将相关

文件送达至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3）如采取邮寄的方式，则必须在 2022 年 1 月 11 日 16:00 之前将相关文件

传真至 021-32795557，并经本公司指定联系人确认收到；同时，“董事候选人
提名书”、“监事候选人提名书”的原件必须在 2022 年 1 月 12 日之前邮寄至
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收到时间以邮局邮戳为准）。

4、提名人和被提名人有义务配合本公司进行对提名文件资料真实性的调查
工作，以及根据本公司要求提交进一步的文件和材料。

附件 2：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书

提名人： 联系电话：

提名董事候选人类别（请在□内打“√”） □董事  □独立董事

提名董事候选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男 □女 出生时间     年  月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 □是   □否

提名董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包括学历、职称、工作履历、兼职情况等）

其他说明（指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是否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提名人：                     
（签名 /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名书

提名人： 联系电话：

提名监事候选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 男 □ 女 出生时间     年  月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 □ 是   □ 否

提名监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包括学历、职称、工作履历、兼职情况等）

其他说明（指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是否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提名人：                     
（签名 /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4：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                   ，现提名为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
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
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
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
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
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

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

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
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一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
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
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

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
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
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

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

（签名 /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5：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                     提名为上海凤凰企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
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
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
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

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

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
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一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
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
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

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
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
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

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
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
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
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
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              

年   月   日

附件 6：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履历表

公司名称

一、个人情况

姓名 曾用名

照 片

性别 民族

出生时间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护照号码

电子邮件 移动电话

工作单位

单位邮编 单位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是否属会计专
业人士

会计专业
资格证书

证书号码

其他专业技术
资格或者职称

资格或者
职称证书

证书号码

本人专长

是否曾受处罚
是否具有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居留权

二、社会关系

与本人关系 配偶 父亲 母亲 子女 兄弟姐妹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持股情况

三、教育背景

学习期间 学校 专业 学历 学位

四、工作经历

工作期间 工作单位 职位 职业领域

五、专业培训

培训期间 培训单位 培训证书 培训内容

六、独立董事兼职情况

任职期间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七、其他情况

1. 本次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薪酬：
2. 本人是否拥有上海凤凰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及持有数量（如有）：
3. 本人在公司及附属企业中，过去或现在是否具有除前述 1、2 条以外的任何利益：
4. 本人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提名人为：
5. 本人其他可能有助于或者不利于本次独立董事任职的情况：

八、承诺
- 确定本人是否适宜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

                                                                                                                        签字：
                                                                                                                        时间：

張家口賽區張家口賽區
奧運村奧運村。。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四年一度國際體壇盛事 「冬季奧運會」將
於2月4日至20日在北京隆重舉行。獲得冬奧播映權的無綫電視（TVB）昨日
舉行《2022北京冬季奧運會》記者會，公布有關節目播放詳情。

昨日記者會由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霍震霆、香港電視廣
播有限公司總經理（節目內容營運）曾志偉擔任主禮嘉賓。多個體育總會亦派
員出席支持，包括港協暨奧委會、中國香港滑雪總會、香港滑冰聯盟、香港冰
球訓練學校及香港業餘冰球會等。

今屆共有3位運動員代表香港參賽， 「短道速滑項目中國香港代表」朱定文
到場分享入選心情及備戰情況，而 「女子高山滑雪代表」金和曉及 「男子高山
滑雪代表」翁厚全已離港受訓。

據介紹，無綫電視透過旗下5條頻道：翡翠台、J2、無綫新聞台、明珠台及
無綫財經資訊台製作及播映連串精彩節目。為迎接冬奧，無綫將推出一系列奧
運前奏節目及綜藝節目，與觀眾分享冬奧資訊；奧運期間，將提供超過120小
時奧運直播節目及賽事精華；Mytv SUPER將設立奧運專區，提供9條奧運頻
道，全天候24小時無間斷轉播各項賽事，接近1700小時播放。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
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昨日先後來到國家速滑館，北京冬
奧會、冬殘奧會主媒體中心，北京冬奧
村（冬殘奧村），北京冬奧運行指揮部調
度中心，二七廠冰雪項目訓練基地，實地
了解北京2022年冬奧會、冬殘奧會籌辦備
賽工作情況，看望慰問運動員、教練員、
運行管理人員、服務保障人員、科研人
員、媒體記者和志願者等，向大家

致以新年祝福。 新華社

【香港商報訊】駐京記者張麗娟報道：1月
4日是北京2022年冬奧會開幕倒計時1個月。

伴隨着昨日首架涉奧航班從日本東京成田機場起飛
至北京首都機場落地，北京冬奧會的抵離工作自此進
入小閉環管理階段。首都機場也正式開始按照賽時標準保

障涉奧人員進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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