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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奧專列亮相 飛駛直播超高清
世界首創高鐵搭載5G演播室一小時通行三賽區

世衞：中國疫苗在全球範圍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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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發展局政治助理馮英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健民

‧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強

‧創新及科技局政治助理張曼莉

‧教育局政治助理施俊輝

‧警務處處長蕭澤頤

‧廉政專員白韞六

‧政務司司長政治助理蕭嘉怡

‧入境事務處處長區嘉宏

列車防疫措施
●冬奧運輸服務使用專用車廂和專用列車。

●固定車廂，固定站台，固定通道，固定上客落
客交通接駁區域，固定站車工作人員。

●閉環人員實施「點對點、一站式」管理，與普
通旅客互不交集。

●閉環管理車廂按定員50%分配票額席位。

●每日運輸任務完成後，列車進行全面消毒。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雪之夢」特色乘務服務
●中英文講解服務，介紹中國高鐵發展。

●錄製了一套「耳鳴操」視頻，緩解耳
鳴舒適旅行。

●冬奧會會徽、貼畫等冬奧元素扮靚車
廂，冬奧氛圍濃郁。

●冬奧列車配備了兒童安睡坐墊和安睡
床。

●乘務組準備防丟神器，掛在行李箱上隨
時掌握行李位置。

●特色服務箱配備多功能充電器、暖寶寶
和雨衣雨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新華社與中通社報道：世
界衞生組織總幹事高級顧問布魯斯．艾爾沃德6
日表示，通過該組織及合作夥伴主導的「新冠
肺炎疫苗實施計劃」，目前已向49個國家和地
區交付了超過1.8億劑中國國藥和科興新冠疫
苗，中國疫苗在全球範圍內為提高免疫力和拯
救生命發揮了重要作用。

佔疫苗計劃交付總量近兩成
艾爾沃德當天在世衞組織記者會上還指出，

這兩種中國疫苗的交付量佔通過該計劃交付的

疫苗總量的近20%。
「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由世衞組織、流行

病防範創新聯盟、全球疫苗與免疫聯盟共同領
導，旨在確保所有參與的國家和經濟體都能公平
獲得新冠疫苗。官方數據顯示，該計劃迄今已向
144個國家和地區交付了9.59億劑疫苗。
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當天在記者會上表

示，按目前疫苗推廣的速度，仍有109個國家
和地區將無法在2022年7月前為其70%的人口
完全接種疫苗，而這是世衞組織此前一直呼籲
所有國家都實現的目標。譚德塞將此歸因於全

球在新冠疫苗和健康方面的整體不平等，再次
呼籲各國有效地分享新冠疫苗。他說：「少數
國家再三推廣加強針，這並不能結束一場大流
行，因為仍有數十億人完全沒有得到保護。」

冬奧不會增加疫情傳播風險
此外，世衞組織衞生緊急項目執行主任邁克

爾．瑞安6日在談到即將舉行的北京冬奧會時
說，當前狀況下新冠病毒傳播風險並不會增
加，因為中方採取的預防措施一直「非常嚴
格、有力」。他認為在冬奧會主辦或運營方面

不存在任何特別的額外風險
瑞安表示，注意到中國近期出現了新冠肺炎

疫情，但是中國政府採取了強有力的防控措
施，世衞組織將進一步關注。就目前情況來看，
由於北京冬奧組委採取了嚴格防控措施，世衞組
織評估，北京冬奧會舉辦過程中的特定風險
不會增加。世衞組織會繼續密切跟蹤、評估
北京冬奧會期間的最新防控措施。
北京2022年冬奧會計劃於2月4日開

幕，2月20日閉幕；冬殘奧會計劃於
3月4日開幕，3月13日閉幕。

記者現場看到，北京冬奧列車頭部採用鷹隼造
型，係依託京張高鐵智能「復興號」運營經

驗和先進技術，為北京冬奧會「量身定製」。其
外觀採用「瑞雪迎春」塗裝方案，以冰雪藍為基
調，配以飄舞的白色飄帶，動感十足，整體顏色
中點綴若隱若現的雪花，並加入運動元素，彰顯
冬奧主題。

設媒體工作區可容納48人
北京冬奧列車有8節車廂。其中，8號車廂經過

改造，融合了高鐵5G+4K技術，搭建了世界首個
高鐵5G超高清演播室，可以實現列車運行中的節
目現場錄製和直播，同時也可實現賽事直播。5G
超高清演播室採用全IP技術構建，還能夠提供虛
擬製作、多方連線等服務，實現長時間、高速移
動下節目的穩定傳輸。
5號車廂為多功能車廂，設置媒體工作區，提供

12個辦公桌以及國際通用插座、可推拉小桌板等
設施，可容納48人就坐，為媒體人員提供辦公環
境，同時可實現5G高清賽事直播，具備6個頻道
4K直播能力。1、4、8號車廂則專門設置有滑雪
器材存放櫃，用於滑雪愛好者存放滑雪板等器
材。
當日，國際奧委會副主席、北京冬奧組委副主

席于再清出席上線儀式並宣讀國際奧委會主席巴
赫的賀信。巴赫在賀信中表示，2022年新年開端
的這次慶祝活動標誌着北京冬奧會即將在一個月
後到來。中央廣播電視總台通過各個平台，包括
4K奧林匹克電視頻道全面呈現冬奧會，中國觀眾
將能夠觀看和欣賞到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每一個
精彩瞬間。
國鐵集團介紹，冬奧列車全部使用時速350公里

復興號動車組開行，部分列車使用新型奧運版復
興號智能動車組。冬奧列車聯通北京、延慶、崇
禮三大賽場，按照運行時間，北京清河站至延

慶、太子城、崇禮站分別26分鐘、50分鐘、65分
鐘可達。
據悉，冬奧列車具備車站自動發車、區間自動

運行、到站自動停車、車門自動控制等先進功
能，在安全智能運維方面，全列車設置2,700多個
監測點，分布在關鍵部位，能夠實現對溫度、震
動等數據監測，並採用智能化列車運行調度指
揮，確保高速鐵路運營安全。

閉環管理車廂 按定員50%配票
自1月21日至3月16日，京張高鐵清河、延

慶、太子城、崇禮4個冬奧服務車站將實行為期
55天的閉環和非閉環管理，閉環人員實施「點對
點、一站式」管理，閉環區固定車廂、固定站
台、固定通道、固定上客落客交通接駁區域、固
定站車工作人員，實行全封閉管理。非閉環區正
常進站、乘車測溫、安檢，始發按不同席別各抽
測一節車廂、中途抽測一次。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閉環管理車廂按定員50%分

配票額席位。冬奧運輸服務使用專用車廂和專用列
車，不與其他直通旅客列車交叉使用。每日運輸任
務完成後，動車組列車都要進行全面消毒。

●林鄭月娥對有官員在疫情下出席宴會
表示失望，稱會採取適當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冬奧專列依託5G技術打造超高清直播演
播室。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攝

●有記者在冬奧列車前拍照留念。 新華社

●1月6日，北京冬奧列車暨高鐵5G超高清演播室
啟動。 國家鐵路集團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北京冬奧會開幕倒計時還有28天。1月6

日，北京冬奧列車暨高鐵5G超高清演播室上線。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了解，

這是世界上首次實現在時速350公里的高鐵列車上，依託5G技術打造超高清直

播演播室，將為北京冬奧會提供高品質的服務保障。而乘坐冬奧列車，一句鐘即

可通行北京、延慶、張家口三個賽區。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當日發來賀信，祝賀

北京冬奧列車和5G超高清演播室正式上線運行。

感受「雪之夢」周到又暖心
1月6日，登上正式上線的

北京冬奧列車，記者不僅被乘
務組「雪之夢」的名字吸引，更被她們溫馨周
到的服務暖心。「先生您是在找充電插座
嗎？」「需要來點茶水嗎？」「車廂連接處有
滑雪器材櫃！」……為旅客引導座位，主動
幫助提拿行李，詢問旅客需求，「雪之夢」乘
務組溫馨服務受到境內外記者的好評。

記者採訪了解到，京張高鐵的這個平均年

齡只有25歲的乘務組，主要值乘北京北站至
太子城站、北京北站至延慶站的復興號智能動
車組列車，她們除了提供日常乘務服務，還承
擔着京張高鐵智能動車組的外語講解服務。

培訓量身定製語言禮儀兼修
國鐵集團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保障冬奧

服務，鐵路部門之前為乘務組「量身定製」培
訓方案，邀請專家教授英語、俄語、手語，以

及國際禮儀、歷屆冬奧會知識等，從而更好地
服務境內外運動員、教練員。

值得一提的是，京張高鐵沿途隧道較多，
旅客容易產生耳鳴。為此，「雪之夢」乘務組
人員從旅客角度出發，專門研發了「耳鳴操」
視頻，並在列車進入隧道前播放。進入隧道
時，她們還會現場演示，幫助旅客緩解耳鳴，
提升乘車舒適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由國泰空姐母親引發
的「維園跳舞群組」新冠病毒傳播鏈可能延伸至立
法會議員與政府官員。香港特區政府6日證實，13
名政府官員（表）本周一（3日）曾出席一個百人
宴會，特區政府總部及特首辦會作全面清潔消毒。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Omicron變種病毒流行
下仍有多名官員出席大型聚會感到失望，稱會採取
適當行動。
該百人宴會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為灣景大廈西

班牙餐廳民的生日派對，於1月3日晚上在灣仔一餐
廳舉行。派對邀請函已列明場地為D類食肆，出席
者須出示針卡及使用「安心出行」等。經調查後發
現，一名初步確診女子於當晚9時半抵達會場。
林鄭月娥6日強調，全社會正持續為抗疫工作努

力，作為官員更應該以身作則，嚴守紀律，「今次
宴會屬私人聚會而不是公職需要，官員要負責。」
她又指，自己與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日前已提
醒市民須關注變種病毒帶來的風險及不要參與聚
會，反問若官員不聽從，如何在市民面前做好榜
樣。
林鄭月娥說，自己作為香港抗疫的第一負責人，

今次事件自然有責任，對個別官員的行為將會採取適
當行動，並會就有無其他違規行為徹查及跟進到底，
食環署亦會跟進該餐廳是否符合防疫規例要求。

洪為民徐英偉發聲明致歉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其後於facebook發帖，

表示作為問責官員應該更加警惕、小心謹慎，以
防疫為首要考慮而行動。他會遵守規定接受隔離

及汲取教訓，以後不再犯。他又向中央政府、行
政長官、問責團隊、民政事務局同事及香港市民
致歉。
洪為民發聲明表示，對多位官員及其他賓客出

席他舉辦的活動所帶來的不便及對防疫工作所造
成的影響致歉，並指會汲取教訓，深切反思。

再有確診者 傳出席者全隔離
另外，7日再有曾在3日晚出席生日宴會的賓客

初步確診，患者為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一名女職
員，晚上8時許離開宴會。有消息透露，當晚出
席宴會的過百名賓客將被列作密切接觸者，須送
竹篙灣檢疫中心隔離。據悉，新增的初步確診者
是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主持人楊子矜，主持的節目
包括《新紫荊廣場》，其丈夫為醫生朱偉星。她
當天與丈夫一同出席洪為民生日宴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高俊威）新冠
變種病毒Omicron殺入香港社區，其中1
月2日確診的國泰空姐所引起的傳播鏈不
斷繁衍，更已出現第四代傳播。空姐母親
受感染後將病毒「放射式」傳播，7人直
接受她感染並衍生跳舞群組、教會群組、
陸田園群組，以及6日新增的東海薈群
組，整個「播疫集團」多達13名成員。其
中以其友人印傭造成的教會群組備受關
注，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君表示，該教會曾舉行百人聚會，已有一
人初確；此外陸田園同場一半、即10名食
客至今未能成功追蹤下落。
香港特區6日新增33宗確診個案，帶

Omicron個案多達30宗，特區政府當晚
圍封五區。在6日全港30宗初步確診
中，有3宗與空姐母親有關，包括其朋友
外傭及外傭友人，與其在同一社區中心
跳舞的73歲女子，以及與其在同一酒樓
同場用膳的63歲男子均受感染。
對接連有外傭染疫，張竹君形容現時

情況令人擔憂，因涉及或有逾百人參與
的聚會，擔心或已傳播至他們的僱主或
其他朋友，現正循該教會展開追蹤調
查，未來一兩周非常關鍵，不排除稍後
會有更多關連個案。被問及要否需要大
規模進行外傭檢測或實施外傭「禁足
令」，她指如有更多外傭相繼確診，政
府相關部門會考慮採取各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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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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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香港立法會
主席梁君彥7日表示，有19位議員出席曾有
確診者到場的生日宴會，其中4名議員需要進
入竹篙灣檢疫中心進行檢疫。他期望，首次
立法會會議能如期舉行。
梁君彥公布19名出席生日派對的名單，包

括譚岳衡、郭玲麗、陳沛良、陳家珮、葛珮
帆、容海恩、黎棟國、何君堯、周文港、洪
雯、林琳、郭偉强、霍啟剛、林順潮、梁毓
偉、陳仲尼、吳傑莊、邱達根、陸瀚民。其
中陳仲尼、邱達根、陸瀚民、洪雯須入住竹
篙灣檢疫中心隔離檢疫21日。
另外，何君堯在出席宴會後，相隔兩天，5

日到深圳見過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
寶龍；前往深圳的全體議員在4日曾檢測，5
日會面前曾做了2次檢測，3次結果全部呈陰
性。

立會大樓連夜消毒
梁君彥指，出席的議員行為極不檢點，須

為個人行為負責。他提到，自己早前和秘書
處開會，提醒議員以及立法會職員，要加強
防疫工作。他稱，下周三（12日）是新一屆
立法會首次會議及特首答問大會，他傾向如
期舉行，但會密切留意情況再作決定。
立法會秘書處於6日晚安排清潔公司在立法

會綜合大樓的議員樓層和公眾地方，以及中
信大廈 13樓及 15樓的議員樓層進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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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議員赴宴
4人須隔離檢疫

●舉辦播疫生日會的灣仔灣景大廈西班牙餐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