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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鐵路新運行圖今起實行
客貨運輸能力進一步提升 保障國民經濟平穩運行

中共十九屆七中全會在京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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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共產黨第

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9日上午在北
京召開。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代表中央政
治局向全會作工作報告，並就十九屆中央委員
會向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
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王滬寧就《中國共產
黨章程（修正案）》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

9月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了擬
提請中共十九屆七中全會討論的十九屆中央委
員會向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
告稿、《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稿、十
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向中國共產黨第二十
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稿。
8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中

共十九屆七中全會於2022年10月9日在北京召
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將向中共十九屆七中全會
建議，中共二十大於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
開。中共二十大是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邁上全
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
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十分
重要的大會。大會將認真總結過去5年工作，全

面總結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
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持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寶貴經驗，
深入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全面把握新時代新征
程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新要求、人民群眾新期
待，制定行動綱領和大政方針。大會將選舉產
生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香港文匯報訊 廣東省韶關市政府9日通報稱，
該市目前出現多例多源頭、多鏈條的外地輸入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引起本地連續發生陽性個案。
其中，對該市造成影響的奧密克戎變異株
BA.5.1.7進化分支(下稱「BA.5.1.7」)，在中國內
地尚屬首次檢出。

BA.5.1.7傳染性極強
韶關市政府介紹，該市此輪疫情主要有兩條傳

播鏈，分別由奧密克戎變異株BF.7進化分支和
BA.5.1.7在傳播，它們是傳染性極強、傳播速度

極快的變異毒株。
韶關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李書劍介紹，韶關當前

一條傳播鏈的BA.5.1.7是在內地首次檢出，在內
地此前報告的陽性個案中未發現其他差異較小的
序列。目前，韶關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指揮部對該市武江區、湞江區部分區域實施臨時
性強化疫情防控措施，管控時間計劃持續至10日
24時。同時，韶關市轄三區各級各類學校10日前
暫緩返校。此外，民眾離開韶關前往其他城市，
需持48小時核酸陰性證明。
韶關市政府介紹，由於BA.5.1.7的極強傳染

性，10月1日的一次聚餐，就把該市多例陽性病
例綁在了同一條傳播鏈上。李書劍表示，雖然目
前影響韶關的兩種變異毒株，傳染力、傳播性和
免疫逃逸能力都很強，但都需要如近距離接觸、
同空間相處等途徑去實現傳播。

已成全球主要流行株
據世界衞生組織此前通報，BA.5較之前的毒株傳

播能力更強、傳播速度更快，存在更強的傳染性和
免疫逃逸，目前BA.5已在全球100多個國家或地區
被檢測到，已取代BA.2成為全球主要流行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據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10日消
息，10月9日，中國空間站夢天實
驗艙按計劃完成了推進劑加注。
夢天實驗艙運抵文昌航天發射場

以來，已先後完成技術區總裝、測
試等工作，後續將與長征五號B遙
四運載火箭一起開展系統功能聯合
檢查。目前，文昌航天發射場設施
設備狀態良好，參試各系統正在有
序開展任務準備。
中國空間站於9月30日完成了問

天實驗艙轉位。問天實驗艙轉位完
成後，空間站組合體由兩艙「一」
字構型轉變為兩艙「L」構型，在軌
迎接夢天實驗艙的到來。
夢天實驗艙發射、交會對接後，

將轉位形成空間站三艙「T」字構型
組合體。
之後中國還將實施天舟五號貨運

飛船和神舟十五號載人飛船發射任
務。
其中，神舟十五號載人飛船飛行

乘組由3名航天員組成，他們與神舟
十四號航天員乘組完成在軌輪換以
後，將在軌工作生活6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10月9日，國家
超級計算長沙中心「天河」新一代超級計算機系
統運行啟動儀式在湖南大學舉行。
計算是繼理論與實驗之後的第三種研究方法，

通過計算機建模仿真等技術手段，可以在虛擬世
界中完成自然條件下難以完成的科學實驗和探
索。作為解決國家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科學
進步、國家安全和國防建設等領域一系列重大
挑戰性問題的重要手段，超級計算現已成為世
界各國特別是大國爭奪的戰略制高點。
國家超級計算長沙中心主機系統升級項目由湖

南省、長沙市和岳麓山國家大學科技城共同出
資，湖南大學負責建設。系統採用國防科技大學
「天河」新一代超級計算機技術，峰值計算性能
每秒20億億次高精度浮點運算、數據存儲能力
2,000萬GB、峰值功耗不高於8兆瓦，算力水平
國際先進、國內領先。
自2014年運營以來，國家超級計算長沙中心累

計為40個領域2,000餘家用戶提供16億核時的高
性能計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服務，在服務國家
和地方科技創新、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天氣網消息，受
冷空氣影響，10日早上，省會級城市中，
呼和浩特、太原、北京、天津等23個城市
均刷新立秋後新低。其中，呼和浩特和太
原是今年下半年以來最低氣溫首次跌破
0℃；合肥、武漢、南京、長沙和昆明都是
下半年來首次跌破10℃線；福州則是首次
跌破20℃。遼寧省瀋陽市氣象台發布道路
結冰黃色預警。
中央氣象台首席預報員陳濤表示，本輪

冷空氣對中國北方地區的影響更大，北方
大部地區將出現4℃至8℃降溫，局部地區
溫度降幅可達10℃到12℃。最低氣溫0℃
線位於陜西北部、山西北部、北京北部至
東北地區西部一帶，與上次寒潮過程相
比，最低氣溫0℃線西段位置更偏南。
受冷空氣影響，廣州9日入夜後已狂風

大作，氣溫快速下降，由白天的31℃驟降
至23.6℃。廣東省氣象局同樣預計，此次
冷空氣對廣東的影響會持續至12日。在此
期間，該省大部分地區的氣溫會逐日下
降。

由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國
家重要野生植物種質資源庫辰山
中心—上海辰山植物園、中華環
境保護基金會、「野性中國」工
作室、西藏自治區林芝市察隅縣
林業和草原局等組成的中國巨樹
科考隊10月9日發布了目前中
國第一高樹雲南黃果冷杉的準確
高度為83.4米，同時發在其等
身照。照片拍攝由四位科考隊員
精密協作完成，先用無人機每隔
幾米拍上三張到六張一組照片，
然後再隔幾米一組，一直拍
到樹頂，得到160多張不
同高度照片。後期再
拼接完成。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老鐵路開通10
個月來，截至10月3日，累計發送旅客739萬人
次，累計運輸貨物851萬噸，其中跨境貨物154
萬噸，運輸成績亮眼。據悉，中國全國鐵路此
次調圖，將中老鐵路跨境貨物列車由5對增加至
7對，更好發揮國際物流黃金通道作用。

增加過冬能源保供能力
此外，鐵路運輸將充分發揮重載鐵路和煤運

大通道作用，保通保暢和能源保供能力進一步
增強。
圍繞四季度人民群眾溫暖過冬帶來的電煤運

輸需求，進一步增加煤炭運輸能力。烏北至將
軍廟鐵路復線增開煤運列車38對，提高新疆准
東礦區煤炭運輸能力；臨河至哈密鐵路、蘭新
鐵路列車新增煤運列車12對，提高煤炭出疆運
輸能力；浩勒報吉至吉安、瓦塘至日照、唐山
至包頭等煤運通道列車增加萬噸重載列車比

例，增開煤運列車3對，提高這些煤運大幹線的
整體運輸能力；京廣、京滬、襄渝等普速鐵路
列車動態調整客貨列車開行，增開貨物列車20
對。增加呼和浩特南至曹妃甸西、連雲港至舞
鋼等跨鐵路局集團公司大宗直達貨物列車運行
線13條，提高礦石等大宗物資運輸能力。

推行網上辦貨運業務
另外，鐵路運輸服務品質將進一步提升。在

部分車站推行鐵路12306系統共享防疫數據，方
便旅客出行；將列車掃碼服務推廣至全路所有
動車組列車，繼續加強列車補票電子化服務；
針對大學開學時間的動態變化和不確定性，將
學生票優惠服務延長至年底，並實行免費退
票；繼續做好老幼病殘孕等重點旅客服務，持
續開好公益性「慢火車」。不斷優化鐵路95306
貨運電子商務平台服務功能，推行貨運業務網
上辦理，方便廣大貨主，提升服務體驗。

調圖後主要變化
◆京唐、京濱城際鐵路開通運營，為
京津冀協同發展提供更好服務。

◆合杭高鐵湖杭段、興泉鐵路建成投
產，長三角及海峽西岸運力進一步
提高。

◆充分運用優質運輸資源，閩贛寧等地
進京旅客列車旅行時間進一步壓縮。

◆充分發揮重載鐵路和煤運大通道作
用，保通保暢和能源保供能力進一
步增強。

◆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客貨運輸，鐵
路運輸服務品質進一步提升。

資料來源：中新社

中老增開貨物列車 強化物流黃金通道

中國首現新冠變種進化分支

此次調圖，是鐵路部門認真貫徹落實黨中
央、國務院穩住經濟大盤部署要求，統籌

考慮鐵路新增線路、車站、車輛等運輸資源和
客貨運輸市場需求，對運輸組織作出的調整。
新圖的實施，有利於進一步發揮路網作用，提
高鐵路運輸服務質量效率，更好服務國家戰略
和人民群眾生產生活需求。

新圖助力京津冀協同發展
調圖後，京唐、京濱城際鐵路開通運營，為

京津冀協同發展提供更好服務。京唐城際鐵路
燕郊至唐山段、京濱城際鐵路寶坻至北辰段年
內開通運營後，北京至唐山、秦皇島、北辰間
運行時間進一步壓縮優化；增開經由京九鐵
路、霸州至徐水鐵路運行，北京至雄安新區至
保定的時速160公里復興號動車組列車。新圖
實施後，京津冀地區共安排旅客列車運行線
865對，更好助力京津冀協同發展。

長三角及海峽西岸運力升
其次，合杭高鐵湖杭段、興泉鐵路建成投

產，長三角及海峽西岸運力進一步提高。合杭

高鐵湖州至杭州西至桐廬東段（簡稱合杭高鐵
湖杭段）開通運營後，共安排開行動車組列車
52對。利用杭州西站建成投用新增能力，優化
杭州樞紐客運車站分工。將杭州東站與杭州站
部分旅客列車調整至杭州西站開行，杭州東站
增開至南昌西、長沙南、溫州南、台州等方向
客車13對。調整後，杭州樞紐共開行旅客列車
420.5對，較調圖前增加38.5對。興國至泉州鐵
路清流至泉州段開通運營後，興泉鐵路實現全
線貫通，安排開行南昌至福州、廈門旅客列車
3對，貨物列車7對，提高海峽西岸地區鐵路運
輸能力。

閩贛寧進京時間再獲壓縮
除此以外，充分運用優質運輸資源，閩贛寧

等地進京旅客列車旅行時間進一步壓縮。充分
利用京廣高鐵京武段時速350公里高標運營和
新投用復興號智能動車組資源，增加南昌西至
北京西時速350公里高品質標桿列車2對，同步
優化列車停站，南昌西進京列車最短運行時間
壓縮至5小時45分，較現圖壓縮23分，使南昌
至北京時速350公里高品質標桿列車達3對，江
西旅客進出首都北京將更加方便快捷。優化銀
川至北京西高鐵列車停站，運行時間較現圖壓
縮21分。將福州至北京豐台的Z60/59次直達
列車升級為D760/759次動車組列車，使用時
速160公里復興號動車組開行，同時優化運行
路徑，列車運行時間較現圖壓縮3小時45分。
鐵路部門提示，相關新線新站開通運營的具

體時間以鐵路部門公告為準。調圖後客貨列車
開行信息和服務資訊，旅客、貨主朋友可通過
鐵路12306、95306網站、客戶端、微信等渠道
查詢，或關注各地鐵路部門發布的動態信息、
各大火車站公告，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貨物運
輸事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據中國鐵路微信公眾號消息，10月11日零時

起，全國鐵路將實行第四季度列車運行圖。調圖後，全路開行旅客列車5,286

對，較現圖增加21對；開行貨物列車10,829對，較現圖增加41.5對，鐵路客

貨運輸能力進一步提升，為國民經濟平穩運行提供有力運輸保障。

23城見立秋以來最低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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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新一代超算系統啟動運行

◆◆1010月月1111日零時起日零時起，，全國鐵路將實行第四季度列車運行圖全國鐵路將實行第四季度列車運行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旅客乘坐高鐵列車出行。 網上圖片

夢
天
實
驗
艙
完
成
推
進
劑
加
注

◆2022年10月9日，空間站夢天實驗艙按
計劃完成了推進劑加注。 網上圖片

◆10月9日，國
家超級計算長沙
中心天河新一代
超級計算機系統
運行啟動儀式在
湖南大學舉行。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