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泳舜（左）和陳恒鑌（右）介紹調查結果，顯示近七成市民表示會主動接種疫苗。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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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七成港人願主動打疫苗
通關免檢疫作誘因 逾兩成半人有意「轉軚」接種

民建聯於上月21日至28日期間，以電
話隨機抽樣形式，訪問了1,150名18

歲或以上的市民。調查發現，67%受訪者
表示會主動接種疫苗，約27%人則表示不
會接種。在不會主動接種疫苗的受訪者
中，約48%人表示擔心疫苗在將來會有副
作用，約17%人擔心疫苗會對健康有即時
危險，亦有約11%人認為疫苗無助抗疫。
在不願意主動接種疫苗的市民中，被問到
若在接種疫苗後前往內地可豁免14天隔
離檢疫，25.5%人表示會轉變立場，主動
接種疫苗。

逾七成半人盼正常通關
另外，調查顯示，75.6%受訪者期望香
港盡快與內地及澳門恢復正常通關；有

66.5%人擔心第四波疫情會令自己或家人
失業。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強調，特區政

府的檢測和抗疫工作一定要果斷，必須妥
善籌備疫苗接種計劃，按照「早準備、早
統籌、早公布」原則，盡快完成尋覓接種
場地、安排物流運輸、招募工作人員等工
作。
他又指，防疫工作不能僅僅依靠疫

苗，亦要配合強制檢疫、全民檢測等工
作，如果有困難，應盡快向中央尋求幫
助。

陳恒鑌促政府釋民疑慮
陳恒鑌指出，可以理解有部分市民

擔心疫苗的安全性，特區政府有責任

作出回應，例如公開更多臨床數據，
證明供港各款疫苗安全可靠，從而加
強市民對疫苗的信心，避免市民的擔
心演變成憂慮或誤解，甚至被人借題
造謠抹黑。
他呼籲香港與內地和澳門進行商討，

爭取容許已經接種疫苗、並證明已產生
病毒抗體的香港居民，前往內地及澳門
可以豁免14天隔離檢疫，以恢復通關、
刺激經濟活力。

鄭泳舜促推短期失業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再次促請特

區政府盡快推出短期失業援助金，並優
化現有失業綜援計劃，紓緩市民正面對
的經濟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
新冠疫苗即將抵港，引起市民關
注。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昨
日出席民建聯主席李慧琼的網上節
目表示，衞生署及疫苗顧問專家委
員會會密切監察疫苗的功效及副作
用，確保市民會在知悉其好處及潛
在風險下接種。李慧琼建議政府加
強解說工作，釋除市民疑慮。同場
嘉賓、食物及衞生局前局長高永文
則建議政府，若疫情持續，當局應
以全民檢測配合疫苗接種計劃，讓
香港早日達至清零的目標。
李慧琼表示，根據民建聯的民意

調查，在1,150名受訪市民中，67%
受訪市民有意接種疫苗，但在無意
接種的人中，有48%市民擔心疫苗
存在副作用，認為特區政府應考慮
如何協助有長期病患的市民，決定
是否應接種疫苗，如設立熱線電話
解答市民疑問等。

李：已請求中央增供港疫苗
李慧琼並指，她與高永文都是全

國政協委員，會積極研究在政協平
台提案，讓港人在接種疫苗及產生
保護後，前往內地可獲豁免隔離。

同時，民建聯早前已去信中央政
府，請求中央增加供港疫苗，以免
因地緣政治原因，影響香港從外國
採購疫苗。
高永文則指出，香港現時有不

少專家在不同渠道分享對疫苗的
資訊，但見解不一，令公眾對疫
苗的信心大打折扣。他建議，特
區政府應爭取為不同的專家及專
家小組凝聚共識，並制訂簡潔的
接種流程，以簡單濃縮的信息，
方便市民理解、接受。

高：應實施更嚴厲外防
社會對推行全民檢測有較強呼

聲。高永文表示，為配合疫苗接種
計劃，建議特區政府早作準備，若
第四波疫情仍然持續，就應以全民
檢測及更嚴厲的外防輸入措施，早
日達至清零。他並指，一些地方在
入境旅客落機一刻，便已實施封閉
式管理，確保病毒不會傳入市區。
徐德義回應指，特區政府會對不

同的抗疫策略持開放態度，而現時
的抗疫策略是聚焦檢測高風險的特
定群組及大廈，去年11月中至12
月底已檢測逾160萬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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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義（中）、高永文（右）昨日與李慧琼（左）交流疫苗接種安排
等抗疫資訊。 直播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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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英國擬
為國民混合接種不同牌子的新冠疫
苗，但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
明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指出，由
於未有臨床試驗證實混合接種新冠病
毒疫苗有效、安全，因此不鼓勵本港
市民混合接種。
他又指出，理論上復星與阿斯利康的

疫苗雖然使用不同技術製造，但都是利
用新冠病毒的S蛋白作為抗原，刺激免
疫系統以產生抗體，因此勉強有機會可
以接種，但至今未有確切臨床試驗證
實，強調只有在疫苗供應不穩定或不足
的情況下，才考慮混合接種這個下策。
對於香港特區政府預料首批新冠病

毒疫苗最快下月抵港，每名市民需先
後接種兩劑，崔俊明認為特區政府適
宜擴大接種人數，為每人都注射首
劑，待補貨時再為他們接種第二劑。
他指出，市民即使只接種首劑疫苗後
不幸受感染，體內都可以產生小量抗
體形成保護。

料近千藥劑師可助接種
他表示，學會將會派出人員協助疫苗

接種，預估若1,700名註冊藥劑師中有
一半人願意參與，都可提供近千名人手
協助政府的接種計劃，醫管局藥劑師或
會負責稀釋疫苗，因為他們已有相關訓
練及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去信全體公務員，
指要做好檢測、調查及追蹤個案和接種疫
苗的工作，將與各部門商議，借調更多公
務員加強政府防疫、抗疫力量。他指，政
府將在全港設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各部
門的籌備工作本月底完成，預計最快下月
開始為市民免費接種，當中牽涉龐大的策
劃、統籌、聯絡和支援等工作，將需要不
同部門配合。
聶德權指，面對來勢洶洶的第四波新冠
肺炎疫情，政府必須果斷行動，迅速應
變，帶領各級公務員以至廣大市民保持作

戰狀態，全力抗擊疫情。
他表示，抗疫工作不但需要應用科技，

還需要投入大量人手。他感謝公務員過去
一年在防疫抗疫工作上的努力與付出，現
時不同部門都有借出人手或直接參與抗疫
工作，但人手規模和能量還不足夠，需要
更多、更有力的支持。
他指，政府目標是盡快穩妥展開大規模

疫苗接種計劃，政府將會在全港設立社區
疫苗接種中心，以及在其他醫療設施為香
港市民免費接種疫苗，政府會與各部門商
議，在不影響部門服務的情況下，借調更
多公務員加強政府防疫、抗疫力量。

勉團結支持接種計劃
聶德權表示︰「我相信，作為政府骨幹

的公務員團隊必定會繼續上下一心、團結
一致，支持特區政府開展全城疫苗接種計
劃，為全港市民在安全、穩妥、有序的情
況下接種疫苗。」
他並表示2021年將是抗疫工作的關鍵

時刻，為了每個人的生活和社會的經濟
活動盡快恢復正常，特區政府絕不鬆
懈，會繼續落實防疫措施，竭盡全力，
相信香港一定可以打贏這場「抗疫
戰」。

政府將跨部門「借兵」加強防疫力量 未經臨床證實 藥劑師不鼓勵混合接種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行預計，今年香港有望
重奪全球首次公開招股（IPO）首位。這個展
望傳遞了多重啟示信息。國家鼓勵創新自
強、向高質量發展，同時堅決依法堵塞香港
維護國家安全的漏洞，恢復香港法治穩定，
為香港金融市場繁榮注入強大穩定力量，香
港IPO持續創佳績屬意料中事；而美國橫蠻
強制中國企業退市，違背市場邏輯和基本公
平準則，自損美國市場根基，卻令香港獲
益，根本是搬石砸腳的愚蠢行為。

香港IPO全球排名連續超過10年在三甲
之內，原因除了港股機制健全，與國際市
場深度接軌外，來自內地的「北水」和內
地以創新帶動的新經濟企業踴躍來港上
市，對香港新股集資市場蓬勃，發揮了巨
大的支撐作用。目前香港新經濟企業市值
已超過8萬億港元，在港股總市值中佔比超
過五分之一。

不久前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
「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作為頭號任
務，與「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
的任務一脈相承，表明中央將鞏固創新置
於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
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香港與
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穩步推進，為世界
開創了全新的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模式。這
種獨特的優勢令更多內地創科企業和國際
投資者對香港市場充滿興趣，吸引更多資
金匯聚，不斷提升港股市場的廣度、深度

和活力。
從香港市場大環境來看，2020 年 6 月 30

日香港國安法實施，開啟香港由亂轉治的
局面，為市場重建繁榮穩定帶來轉機。但
市場也有聲音指，擔心香港國安法削弱了
香港的自由開放，而英美等西方國家的一
些所謂制裁和部分輿論的惡意炒作，令移
民潮、走資潮的所謂憂慮此起彼落，憂心
國際市場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信心動
搖。如今多間國際大行都估計香港今年重
登 IPO 首位，更有望突破 2010 年的歷史紀
錄，國際市場將用真金白銀向香港投下信
心的一票，移民撤資只會重犯上世紀移民
潮、錯失機遇的錯誤。

國際大行看好香港來年 IPO 的另一原
因，是目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中國是最
快控制疫情且實現經濟復甦的國家，未來
毫無疑問仍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美國特朗普政府變本加厲用行政手段限
制、打壓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強加莫須
有的罪名逼令中國企業退市，企圖切斷中
美經濟聯繫，最終是美國投資者分享不到
中國高速增長的蛋糕，動搖紐約的金融中
心地位，更令中國企業及外國公司對美國
上市失去信心；相反，越來越多中概股回
歸，香港市場日益成為中國企業境外融資
的首選地，在群聚效應帶動下，自然吸引
更多投資者和資金來港，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將會更趨牢固。

香港有望重奪全球IPO首位的啟示
政府昨日宣布維持現有社交距離措施多

14天，中小學亦繼續暫停面授課堂至農曆
新年，同時加快開發資訊平台，以提升病
毒追蹤效率。疫情依然嚴峻，防疫寧緊勿
鬆，維持嚴格的社交距離限制實屬逼不得
已，無可避免給企業、市民繼續帶來損失
和不便，但各界必須「忍痛」，與政府同
心抗疫，尋求盡快徹底「清零」，經濟民
生才有望恢復，企業才能真正得救，否則
疫情不斷尾，企業、經濟死路一條。對於
因防疫措施而受影響較大的行業、企業和
從業員，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應積極考慮
給予適切支援，助其渡過難關。

政府自 12 月 10 日起，將防疫措施收緊
至第三波疫情時的最嚴格水平，昨日宣布
再次延長14天，包括二人「限聚令」，食
肆禁晚市堂食，中小學暫停面授課堂至農
曆新年假期等。食衞局局長陳肇始更打定
「預防針」，直言農曆新年前可放寬措施
的機會不高。袁國勇、許樹昌等多名專家
亦贊同社交距離措施對控疫有效，現時未
是放寬限制的時候。

本港近日新增個案雖然有所下降，但下
降速度非常緩慢，且不時出現群組爆發，
不明源頭個案佔確診個案的比例也居高不
下。八達通的出行數字顯示，市民近日減
少出行的數字明顯較上一波疫情小，反映
部分市民遵守社交距離措施的意識下降，
近期新增個案不少與冬至、聖誕聚會引發

傳播有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政府放寬
社交距離措施，市民的社交聚會驟增，疫
情再度一發不可收拾，之前的抗疫努力都
會付諸東流。汲取前幾波疫情過早放寬限
制，導致疫情反覆的教訓，政府今次堅持
到底，決心「清零」，這是保持控疫向
好、避免惡化的必然抉擇，決定正確，符
合科學抗疫原則。

餐飲業、旅遊及相關行業、部分零售業
行業等，本已受疫情打擊而奄奄一息，政
府延長社交限制措施，令相關行業失去春
節黃金生意期，經營雪上加霜。但抗疫顯
然是當前頭等大事，如果全社會不能通力
合作，疫情一日不「清零」，這些行業乃
至整體經濟復甦遙遙無期，相關從業員工
的生計也將越發無保障。抗疫當前，唯有
捨小我，成大我；成大我，才能保小我。
現在是抗疫的關鍵時刻，與其在疫情未受
控下放寬社交限制，讓企業一時喘口氣卻
令疫情反反覆覆，不如咬緊牙關，一次過
配合政府措施實現「清零」，以短痛免長
痛。

對於因防疫措施而付出沉重代價的行業
和從業員，財政司司長在下月的財政預算
案中，應全力考慮給予必要資助，善用各
種財政資源，助業界渡過難關。只有政府
和全港市民同心協力，打好防疫控疫和撐
經濟紓民困的組合拳，戰勝疫情、重回正
常的日子才會早日到來。

防疫措施必須延續 忍痛達成徹底「清零」

社
評

W
EN

W
EI

E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