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港地鐵工作人員進行客流監測。

■■京港地鐵工作人京港地鐵工作人
員監測乘客體溫員監測乘客體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張聰
北京報道）隨着疫情受控，生活逐漸
回復正常，北京市搭地鐵的人越來越
多了，如何做好疫情防控？「隨着越
來越多企業復產復工，為給乘客提供
安全、健康的出行環境，我們不斷強
化各項防疫舉措，並加大運力以降低
人群密集度。」京港地鐵總經理邵信
明對香港文匯報表示。

測溫門1秒顯示乘客體溫
記者獲悉，受疫情影響，京港地鐵

所轄各線客運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均有
所下降，目前一周日均客運總量約為
69.9萬人次，僅為去年同期的30%左
右。事實上，自2月 9日（正月十
六）起，京港地鐵客運量每周平均增
幅約為前一周的20%左右，雖然並未
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但所轄各線路
均按最大運輸能力編製列車運行圖，
4號線及大興線、14號線、16號線每
天計劃開行列車總計1,634列次。

為做好疫情防控，京港地鐵在所轄4
條線路所有車站均實施體溫快速檢測。
乘客在進站後安檢前，車站會通過固定
體溫測試設備或由專人使用手持測溫
儀，對進站乘客體溫進行測試。在4號
線公益西橋站，記者看到，乘客安檢前
要通過一道「測溫門」，停留只需1秒
左右，門框上的儀表可以顯示乘客體
溫，設備還會顯示通過人數、報警次
數、超溫次數等。
據悉，這是京港地鐵車站固定體溫

測試設備的一種。為方便乘客快速出
行，京港地鐵已在4號線及大興線北
京南站、西紅門站，14號線將台站、
十里河站等共計21座車站共設置了
51套固定體溫測試設備，可連續進行
測溫，加快對乘客的測溫速度。
隨着復工復產的展開，北京的地鐵

裡隱約可見往日的早晚高峰模樣。
「車站各區域每日全面清潔消毒5
次，包括乘客經常接觸到的位置，如
電扶梯扶手帶、站台座椅、衛生間等

設備設施。自動售檢票設備、安檢設
備均每小時消毒一次，地鐵列車每日
全面消毒不少於2次。」邵信明稱，
連一張通單程票和一卡通儲值卡均需
經過消毒；地鐵員工，則要求其上崗
前、工作中（每4小時一次）、離崗
時都要做體溫檢測，而且根據不同崗
位需要還要佩戴防護用品。

制定針對性客流應對方案
邵信明說，公司還結合各站客流特

點、人員配置、運營設備設施佈局等
制定了具有針對性的客流應對方案。
例如，按照最大運輸能力組織行車；
為確保對列車及車站客流的實時監
測，還特別設置了列車滿載率觀察
員。另外，車站多點位亦開啟了客流
監控，以便隨時啟動限流舉措。一方
面通過列車運行監測系統觀測線路總
體列車滿載率情況；同時各車站也需
觀測車站到站列車滿載率的實際情
況，適時採取措施。

京港地鐵：做好防疫助市民出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莊程敏

本港正式進入本港正式進入55GG時代時代，，多間電訊商於本月正式啟動多間電訊商於本月正式啟動55GG月費計劃月費計劃，，初期主要覆蓋尖初期主要覆蓋尖

沙咀沙咀、、中環中環、、銅鑼灣及旺角等核心區域銅鑼灣及旺角等核心區域，，目前目前44間電訊商提供的月費計劃均按數據容量間電訊商提供的月費計劃均按數據容量

決定價錢決定價錢，，數據容量由數據容量由88GBGB至至300300GBGB不等不等，，但用家必須使用兼容但用家必須使用兼容55GG的手機的手機。。今期今期

《《數據生活數據生活》》將會為大家介紹將會為大家介紹55GG有何吸引之處及上台攻略有何吸引之處及上台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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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動推出UGAME遊戲平台，遊戲無需
預先下載，用戶只要身處在5G的覆蓋範圍即
可體驗。 官網圖片

今今次價格最進取的電訊商必定要數次價格最進取的電訊商必定要數
中移動中移動，，為目前擁有最多為目前擁有最多55GG頻頻

譜的本地流動網絡營運商之一譜的本地流動網絡營運商之一，，早前已早前已
宣佈旗下的宣佈旗下的55GG月費計劃月費計劃，，只需只需198198元元
月費便可率先登記月費便可率先登記「「55GG體驗服務計劃體驗服務計劃」，」，
享有享有3030GBGB的的55GG本地數據本地數據。。而中國移而中國移
動香港客戶上台簽約可享合約優惠價動香港客戶上台簽約可享合約優惠價，，
月費分別為月費分別為298298元元（（100100GBGB））、、398398元元
（（200200GBGB））、、498498元元（（300300GBGB）），，價格是價格是
目前公佈的目前公佈的44間電訊商之中最低間電訊商之中最低。。同時同時
公司亦宣佈不少與公司亦宣佈不少與55GG相關的增值服相關的增值服
務務，，包括推出包括推出UGAMEUGAME遊戲平台遊戲平台，，以以
及及UTV hmvodUTV hmvod電影組合電影組合。。由於遊戲由於遊戲
均透過雲端伺服器運作均透過雲端伺服器運作，，無需預先下無需預先下
載載，，亦不受手機硬件效能所限亦不受手機硬件效能所限，，用戶只用戶只
要身處在要身處在55GG的覆蓋範圍即可體驗的覆蓋範圍即可體驗。。

中移動推增值服務搶客中移動推增值服務搶客
中移動在首階段推出的中移動在首階段推出的55GG網絡範圍網絡範圍

覆蓋全港各區覆蓋全港各區，，目標今年年底會將面積目標今年年底會將面積
覆蓋提升至覆蓋提升至9090%%。。現時現時，，全港戶外已全港戶外已
有超過有超過5555%%地方擁有地方擁有55GG網絡覆蓋網絡覆蓋，，當當
中市區戶外覆蓋面積更超過中市區戶外覆蓋面積更超過8787%%，，人人
口覆蓋率亦超過口覆蓋率亦超過7070%%。。只要只要CMHKCMHK客客
戶升級至戶升級至55GG服務及擁有支援服務及擁有支援55GG網絡網絡
的手機的手機，，就可使用極速而低時延的就可使用極速而低時延的55GG
本地網絡數據本地網絡數據。。

至於最先推出至於最先推出55GG月費計劃的月費計劃的33香港香港，，
正式啟用當日已表示有正式啟用當日已表示有「「數以千計數以千計」」用用
戶轉到戶轉到55GG月費計劃月費計劃，，反應很熱烈反應很熱烈。。由於由於
轉用轉用55GG計劃需轉換計劃需轉換SIMSIM卡卡，，需要到門需要到門
市辦理市辦理，，和記電訊香港控股和記電訊香港控股（（02150215））執執
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古星輝表示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古星輝表示，，門店沒門店沒
有因疫情關係縮短營業時間有因疫情關係縮短營業時間，，同事會經同事會經

常消毒店面以及為客人量度體溫常消毒店面以及為客人量度體溫，，相信相信
轉用轉用55GG計劃客戶很快會破萬計劃客戶很快會破萬。。

33HKHK可零機價換可零機價換SS2020
公司最低入場數據門檻為公司最低入場數據門檻為

100100GBGB，，收費為收費為388388元元，，暫時暫時
價格排第二低價格排第二低。。古星輝指古星輝指55GG如如
高速跑車高速跑車，，100100GBGB是考慮到用是考慮到用
戶的體驗及將計劃簡單化戶的體驗及將計劃簡單化。。33HKHK
亦 在 啟 用 首 日 追 加 最 新 的亦 在 啟 用 首 日 追 加 最 新 的
Samsung SSamsung S2020 55GG系列系列「「零機價零機價」」出出
機優惠機優惠，，並為商業用戶推出並為商業用戶推出55GG的商業的商業
寬頻服務寬頻服務。。
另外另外，，33HKHK 55GG用戶在每月使用用戶在每月使用55GG

數據用量之後數據用量之後，，依然可以享用無限的全依然可以享用無限的全
速速 44..55GG 服 務服 務 ，， 用 戶 亦 可 以 購 買用 戶 亦 可 以 購 買
「「NetNet＋及＋及44..55GG任用數據王組合任用數據王組合」」取取
代代55GG增值服務增值服務，，確保確保55GG數據用完數據用完
後後，，依然可以享用最高的網絡優先權依然可以享用最高的網絡優先權。。
33香港預計香港預計，，至第二季公司至第二季公司55GG將覆蓋將覆蓋
灣仔灣仔、、銅鑼灣銅鑼灣、、旺角等地旺角等地，，第四季才會第四季才會
覆蓋南區覆蓋南區、、荃灣及北區等荃灣及北區等，，疫情對疫情對55GG
建設未有影響建設未有影響。。

HKTHKT數據計劃選擇最多數據計劃選擇最多
HKTHKT旗下兩間電訊商旗下兩間電訊商cslcsl及及10101010都於都於

44月月11日推出日推出55GG服務服務，，價錢則比較貴價錢則比較貴，，
但提供的數據計劃選擇較多但提供的數據計劃選擇較多，，設有設有
88GBGB、、 1212GBGB、、 8080GBGB、、 150150GBGB 及及
300300GBGB，，讓客戶更有彈性讓客戶更有彈性。。而而 CSLCSL
MobileMobile更推出更推出55GG迎新限定優惠迎新限定優惠，，凡於凡於
44月月11日至日至44月月77日期間日期間，，新上台或續約新上台或續約
客戶選購指定客戶選購指定 cslcsl 55GG 服務計劃或服務計劃或
11OO11OO 55GG尊尚服務尊尚服務，，均可於承諾期內均可於承諾期內

每 月 額每 月 額
外 獲 贈外 獲 贈
3030GBGB本地流動數據本地流動數據。。
此外此外，，客戶於客戶於44月月11日前日前
已率先選購相關已率先選購相關55GG服務計劃服務計劃
的客戶的客戶，，同樣可享此優惠同樣可享此優惠。。
CSL MobileCSL Mobile個人流動通訊業務董個人流動通訊業務董

事總經理林國誠指事總經理林國誠指，，現時現時44GG月費計劃月費計劃
的用戶的用戶（（88GBGB或以上或以上））只要前往門市登只要前往門市登
記記，，即可免費轉用即可免費轉用55GG網絡網絡，，如果想追如果想追
加更多數據加更多數據，，22GBGB的價錢只需的價錢只需1010元元。。

目前仍未公佈目前仍未公佈55GG計劃的數碼通雖然計劃的數碼通雖然
在時間上較在時間上較「「輸蝕輸蝕」，」，但其特點是唯一但其特點是唯一
一間採用一間採用 55GG 網絡供應商愛立信網絡供應商愛立信
（（EricssonEricsson））的電訊商的電訊商，，愛立信將為愛立信將為
SmarToneSmarTone 建 構 無 線 電 接 入 網建 構 無 線 電 接 入 網
（（RANRAN））及核心網及核心網，，而而SmarToneSmarTone將將
採用愛立信獨有的頻譜共享功能採用愛立信獨有的頻譜共享功能，，靈活靈活
彈性及有效地運用頻譜彈性及有效地運用頻譜，，目前預計要等目前預計要等
到年中才正式推出市場到年中才正式推出市場。。

中國移動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及中國聯通日前中國電信及中國聯通日前
亦聯合發佈亦聯合發佈《《55GG消息白皮書消息白皮書》。》。據了據了
解解，，全球流動通訊系統協會全球流動通訊系統協會（（GSMAGSMA））
已計劃將已計劃將「「55GG消息消息」」納入納入55GG終端必選終端必選
功能功能，，未來用戶通過升級換代未來用戶通過升級換代 55GG手手
機機，，即可便捷使用即可便捷使用「「55GG消息消息」」服務服務。。
「「55GG消息消息」」將可實現更強大的功能將可實現更強大的功能，，用用
戶可直接在短信界面發送文字戶可直接在短信界面發送文字、、圖片圖片、、
影片影片、、位置等位置等，，此外也可實現查詢此外也可實現查詢、、預預
訂線下餐飲娛樂服務訂線下餐飲娛樂服務、、直接在短信界面直接在短信界面
買火車票等功能買火車票等功能，，該類功能原先需通過該類功能原先需通過
各類應用程式完成各類應用程式完成。。
華為消費者業務大中華區副總裁何鴻華為消費者業務大中華區副總裁何鴻

略指出略指出，，55GG的三個主要應用範疇的三個主要應用範疇──增增
強型流動寬頻強型流動寬頻（（eMBBeMBB）、）、超可靠低時超可靠低時
延通訊延通訊（（URLLCURLLC））及大規模機器型通訊及大規模機器型通訊
（（mMTCmMTC），），能夠實現人與人之間甚至能夠實現人與人之間甚至
物件之間的連接物件之間的連接，，達至萬物互聯互通達至萬物互聯互通，，
徹底顛覆大眾的生活體驗徹底顛覆大眾的生活體驗。。

出行購物安全便捷出行購物安全便捷
例如例如，，購物方面購物方面，，可利用可利用ARAR或或VRVR技技

術提供個人化的購物體驗術提供個人化的購物體驗，，例如實時配例如實時配
搭衣物鞋履搭衣物鞋履、、於模擬家居的環境下購買於模擬家居的環境下購買
傢具傢具、、360360度即時檢閱貨物等度即時檢閱貨物等。。

醫療方面醫療方面，，55GG能夠提供遙距健康狀況監能夠提供遙距健康狀況監

察及診症察及診症，，甚至是透過機械人進行遙距手甚至是透過機械人進行遙距手
術術，，為病人提供一個更安全及方便的選擇為病人提供一個更安全及方便的選擇。。
交通方面交通方面，，透過透過55GG協同交通工具及協同交通工具及

設施設施，，包括實時位置追蹤包括實時位置追蹤、、實時交通情實時交通情
況匯報況匯報，，讓駕駛者能夠避開交通擠塞的讓駕駛者能夠避開交通擠塞的
情況情況，，還有自動駕駛系統還有自動駕駛系統、、實時指揮及實時指揮及
控制無人機通訊系統等應用控制無人機通訊系統等應用。。
智慧都市方面智慧都市方面，，以以55GG網絡將一個城網絡將一個城

市的運作以不同系統串連起來市的運作以不同系統串連起來，，包括智包括智
能大廈能大廈、、智能電網智能電網、、物流系統等物流系統等，，帶來帶來
自動化及環保的新一代城市自動化及環保的新一代城市。。

助推廣無現金交易助推廣無現金交易
由於由於 55GG可提升辨識可提升辨識、、認證的精準認證的精準

度度，，將有助於將有助於「「無現金交易無現金交易」」的推廣普的推廣普
及及。。日本航空與日本航空與KDDIKDDI攜手攜手，，於去年於去年33月月

推出推出「「免掃描登機革命免掃描登機革命」，」，在搭機口上在搭機口上
方設立方設立55GG天線天線，，將光線狀的將光線狀的55GG電波向電波向
下照射下照射，，直接感應乘客的智慧型手機直接感應乘客的智慧型手機。。
乘客無須特地拿出手機乘客無須特地拿出手機，，即可直接通過即可直接通過
閘口登機閘口登機。。未來未來，，我們只要通過購物中我們只要通過購物中
心或商店入口設置的自動辨識系統心或商店入口設置的自動辨識系統，，買買
東西就不用拿到櫃枱結賬東西就不用拿到櫃枱結賬。。
另外另外，，55GG亦可應用在智能汽車上亦可應用在智能汽車上，，

BMWBMW已宣佈和已宣佈和SamsungSamsung的全資子公的全資子公
司司HarmanHarman合作合作，，雙方將會攜手開發整雙方將會攜手開發整
合到汽車電子系統的車載合到汽車電子系統的車載 55GG通訊方通訊方
案案。。透過高速數據連線和低遲滯的兩大透過高速數據連線和低遲滯的兩大
特性特性，，將汽車與將汽車與IoTIoT物聯網串連起來物聯網串連起來，，
車主和乘客都能夠在毋須使用手機的情車主和乘客都能夠在毋須使用手機的情
況下況下，，播放播放44KK串流影片串流影片、、高速上網高速上網、、車車
廂內視像通話等廂內視像通話等。。

55GG應用廣應用廣 生活大不同生活大不同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很多電
訊商推出的計劃都相當進取，價格甚
至比4G更優惠，「可能加少少錢，數
據亦送多一倍，就算未用5G都抵，對
客戶來說可算是很難抗拒的計劃。」
他舉例指，csl推出的計劃月費需要800
至900元，但會額外送7,000元現金，
可用作買手機用，相當抵。他預計，
5G上客情況應該會理想，因價格吸
引，很難擔保未來會否加價。
至於速度方面，他認為有5G覆蓋

的地方網速很快，下載一套2小時
Netflix的HDR（高動態範圍成像）
電影只需約17秒。但他提醒，各電
訊商擁有不同頻譜及基站，覆蓋範圍
又不同，都會影響速度。
他指出，現時5G的覆蓋不高，少
於三分之一，始終電訊商由中標至現
在都只有數個月時間，受到疫情影
響，一些基站零件生產及安裝都可能
會延遲，相信最快都要到年底才可覆
蓋7至8成。

■方保僑料5G上客情況應該理想，
但很難擔保未來會否加價。

專
家
：
月
費
比
4
G
更
優
惠

55GG
上上台台點揀最抵玩點揀最抵玩？？

■本港進入5G時代，目
前4間電訊商提供的月費
計劃均按數據容量決定價
錢。 資料圖片

各電訊商各電訊商55GG計劃月費比較表計劃月費比較表

8GB $198 $299

12GB $298 $389

30GB $198
(體驗計劃)

80GB $398 $459

100GB $388 $298

150GB *$498 *$559

200GB $688 $398

300GB $498 *$698 *$759

註：*超出數據量後，有無限限速數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張聰 北京報道）
車厢內有「眼睛」，可識別乘客是否佩戴口罩；車窗
放動畫，並能提醒乘客下一站信息……日前，由北
京地鐵公司、交控科技股份等單位共同研發的智能
列車乘客服務系統在北京地鐵6號線亮相。據了
解，這是面向最優出行體驗的全新一代地鐵乘客服
務系統，與傳統系統相比，具有更智能、更高效等
優勢。
走進車廂，車門上方新增的4K高清屏幕，滾動
播放着線路各車站、換乘路線、前後車廂擁擠度等
信息，幫助乘客快速了解需要的信息。「通過感知
攝像頭將視頻傳輸到後台的『天樞系統』進行整合

分析、邊緣計算，我們可以識別乘客是否佩戴口
罩、是否招手呼救或者暈倒等。」
「普通的站名牌沒有背光，有時候看不清楚。
用高清屏幕顯示站名，在車廂任何位置都能看清
楚。」乘客王女士表示，對那些不經常坐地鐵6號
線的乘客來說，通過車廂內的屏幕了解換乘線路等
信息是很方便的。
北京市地鐵運營有限公司技術部副部長李宇傑透

露，北京地鐵公司計劃在未來的3至5年內構建出智
能客服、智能運行、智能維護、智能管理四大應用
場景的功能，「讓通勤的乘客舒適乘車，減少排隊
的時間，幫助新旅客及時獲取有用的出行信息。」

智慧地鐵監測乘客有否戴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