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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興副作用低 宜為老友接種
專家：保護率達世衞標準 重症保護率百分百
香港特區政府早前訂購的其中一款



(

●科興疫苗在三種疫苗中
副作用相對低，
副作用相對低
，初步認為
可為部分人如長者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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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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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苗北京科興「克爾來福」
疫苗，巴西昨日公布最新的臨床數

據，繼就醫的保護率達 78%後，對高危人群醫護人員的保護率總體上亦達
50.38%，顯示該疫苗在世界各地的安全有效性良好。北京科興中維生物技
術有限公司董事長尹衛東昨日表示，「克爾來福」已向內地各省市供應超過
700 萬劑。對於香港，也提交了相關的註冊文件和技術條款的信息，定能準
時供港。香港多名疫苗專家指出，科興疫苗逾五成保護率已達世衞標準，能
減低病發或重症機會，加上科興疫苗在三種疫苗中副作用相對低，初步認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劉凝哲

尹衛東昨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記者會上
表示，「克爾來福」疫苗在去年 4 月份

進入了第一二期臨床研究，通過研究證實了
疫苗的安全和有效性。之後科興中維分別在
巴西、土耳其、印尼以及智利等國開始第三
期臨床研究。臨床研究在不同國家採用的是
同一批次的新冠疫苗，雖然每個國家的方案
不完全一致，但總體上的評價現已完成
24,400 名志願者的入組，而主要研究數據現
已經陸續公布。
他介紹，「克爾來福」疫苗在土耳其的中
期分析，保護率能達到91.25%，在印尼的第
三期臨床研究結果保護率是 65.3%。在巴西
的第三期臨床研究，首先是疫苗對重症和住
院的保護率達到百分之百，對於就醫者（意
指這些志願者感染後要去醫院看病）其保護
率亦達到78%。

臨床研究證安全有效性佳
昨日，巴西進一步公布科興「克爾來福」疫
苗的臨床數據，對高危人群醫護人員的保護率
總體上也達到50.38%。尹衛東表示：「這些臨
床研究的第三期結果足以證明，『克爾來福』
新冠滅活疫苗在世界各地的安全有效性是良好
的。」他表示，科興中維不僅完成了三期臨床
研究的進展，同時也加速了產業化的建設，生
產線目前一期已經完成年產5億劑的疫苗建設，
並且投入正式生產。
目前，科興中維已通過中國國家藥監局的
GMP（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驗收，並同
時完成巴西、土耳其、新加坡和智利的
GMP 檢查。科興中維還建立二期的生產
線，產量達到5億劑，正在驗收當中，預計2
月份可以投入生產。尹衛東表示，科興中維
陸續收到了多個國家的疫苗訂單，包括印度
尼西亞、土耳其、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
賓等國。目前，印尼已經正式批准新冠滅活

疫苗的緊急使用，昨日印尼佐科總統已經正
式接種了「克爾來福」新冠滅活疫苗。

百萬劑疫苗定能準時供港
他表示，已向香港特區政府提交相關註冊文
件及信息，簽署供應100萬劑疫苗，科興一定
能夠按照合同的規定準時向香港提供疫苗。
有香港的疫苗專家委員會成員指出，保護
率達五成已符合世衞相關要求、即有一定成
效減低新冠肺炎病發，甚至病情嚴重的機
會，加上科興疫苗是三種疫苗中副作用相對
低，初步認為可為市民接種。

受試對象不同 保護率有差別
對巴西最新公布的數據與此前不同，香港
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指出，這
情況不是科興疫苗獨有，根據阿斯利康和牛
津研發的疫苗，早前公布對有徵狀者保護率
達七成，無徵狀者卻僅 56%，主要是受試對
象不同。不過，最重要是疫苗保護率超過
50%，已符合世衞相關要求、即有一定成效
減低新冠肺炎病發甚至病情嚴重的機會，加
上科興疫苗在三種疫苗中副作用相對低，初
步認為可為部分人如長者接種。

●北京科興中維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尹
衛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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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新春後接種 本月冀完成籌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
早前與科興達成 750 萬劑疫苗的採購協議，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在立法會上回
應議員質詢時表示，特區政府會要求藥廠提
供全面資料，承諾結果將公開透明地向公眾
交代。被問及是否會採購國藥生產的疫苗，
她強調不會放棄任何一款疫苗。負責統籌新
冠疫苗接種計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昨日在電台節目中則指，最快農曆新年後可
以接種，爭取本月內完成相關籌備工作，專
家亦會研究在市民接種疫苗後能否放寬限制
社交距離的措施。
工程界立法會議員盧偉國在質詢中提出，
巴西最新公布的科興新冠疫苗有效性為
50.38%，較早前宣布的低，認為相關資料並
不全面，詢問特區政府會否考慮引入在內地
已投入使用的國藥疫苗。

政府要求科興提供全面資料
陳肇始回應指，特區政府會要求科興提供
全面的資料，再交由專家委員會審視。其他
兩種已達成採購協議的疫苗，特區政府亦
會盡快審視及批核，若有更多資訊，會在
不同平台公開透明地向市民公布。
至於是否會採購國藥疫苗，陳肇始
強調不會放棄任何一款疫苗，又表示
國藥及科興的疫苗都是滅活疫苗，特
區政府在採購時亦曾與兩個藥廠聯
繫，但由於當時科興較早提供資
料，加上政府需要盡快購買疫苗，
因此當時先處理科興的疫苗，對於
其他疫苗，局方會檢視整體疫苗供
應情況後再考慮。
聶德權在電台節目中表示，每種疫
苗在香港接種前，一定會經過顧問專
家委員會審視及審核。有關疫苗本身已
在香港以外的藥物監管機構得到批准緊

急使用，特區政府亦會根據法例給予疫苗緊急
使用的認可，才會給市民接種。相信通過這些
方法能確保疫苗安全有效，以及對疫苗品質有
信心。他透露，顧問專家委員會正審視相關問
題，相信未來會有清晰的建議。
聶德權預告，復星與德國公司BioNTech合
作研發的疫苗將於下月到港；科興的疫苗仍在
聯繫中，爭取早日到港；牛津和阿斯利康的疫
苗則要到第二季尾才到港。政府每款採購750
萬劑，合共 2,250 萬劑量，足夠全
港市民接種兩劑。他說，採
購疫苗有商業協議，
在計劃完成後才
會交代成本
費用。

「克爾來福」不會導致抗體依賴增強

可為部分人如長者接種。

達 50.38%；印尼臨床結果亦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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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率為 65.3%。
「克爾來福」
疫苗數據
專家表示，這是正常的情況，
新冠滅活疫苗
/
恰恰反映了不同國家臨床試驗的
在海外多國進
客觀性。儘管各試驗的保護效力
行的三期臨床
數值上有所差別，但是共性結果
試驗結果陸續出爐，繼土耳其的
是疫苗具有明確的保護作用，特
試驗顯示疫苗保護率約 91.3%
別是對中度症狀和重度症狀的保
後，巴西最新公布高危人群醫護
土耳其三期臨床試驗結果：
護效力較高。
人員的保護率亦達 50.38%，各
●疫苗保護效力約91.3%
值得一提的是，昨日公布的臨
國之間的疫苗保護率呈現出巨大
巴西三期臨床試驗結果：
床數據，受試人群較為特殊全部
差異。有了解試驗情況的專家向
●疫苗對新冠重症和住院的
為醫護人員，是全球首次。試驗
香港文匯報表示，這恰恰反映出
保護效力為100%
數據顯示，安慰劑組觀察到的新
不同國家臨床試驗的客觀性。值
●對需要醫療救治的輕症保
冠年發病率達到 23.26%，是巴西
得一提的是，巴西針對「克爾來
護效力為78%
同期報告年發病率 4.98%的近 5
福」疫苗進行的是全球第一個全
●對醫護人員這一最高危人
倍。專家表示，在巴西試驗收錄
部在醫護人員中開展的三期臨床
群的總體保護效力50.4%
的 252 例病例中，毋須任何治療
試驗，也是目前為止收錄輕型病
印尼臨床試驗結果：
的 輕 症 病 例 有 214 例 ， 比 例 達
例最多的一項新冠三期臨床試
●65.3%保護率
85%。這種情況下，就會帶來病
驗。各國試驗結果均發現，「克
例診斷的誤差，即無症狀感染。
爾 來 福 」 疫 苗 不 會 導 致 ADE
不過，即使如此，「克爾來福」
（抗體依賴增強）副作用。
疫苗對特定人群的總體保護效力
科興中維新冠疫苗三期臨床試
仍然達到了50.38%。
驗選擇在南美洲的巴西、東南亞的印尼、中東的
土耳其這三個處於不同地域、各具特點的國家開
社會醫療負擔料可大降
展，形成了全球化的臨床研究布局。專家表示，
三個國家根據各自情況設計了不同的臨床方案，
科興方面預計，未來疫苗在高流行區的重點人群
使用同一批疫苗（中劑量600SU）。
中使用後，將出現與巴西臨床試驗類似的結果，即
土耳其臨床結果顯示疫苗保護效力約 91.3%；
重症、住院和就醫大幅減少，對個人健康威脅最大
巴西臨床結果顯示疫苗對新冠重症和住院的保護
的情況會大幅減少，社會的醫療負擔會大幅下降，
率 為 100% ， 對 需 要 醫 療 救 治 的 輕 症 保 護 率 為
但仍會存在一部分PCR（聚合酶鏈反應）陽性和輕
78%，昨日再公布高危人群醫護人員的保護率亦
微症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北京報道

專家：政府推介可增 10 倍意願接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要有效抗擊新冠病
毒，接種疫苗是重中之重，惟部分巿民因擔憂疫苗
有效及安全性，其中 25 歲至 34 歲群組接種
意願最低。中大賽馬會公共衞生與
基層學院教授黃至生昨日指
出，政府應針對不同年
齡層作出不同的宣
傳策略，相信
在政府的推
介下，

公民力量調查：
80%人自願接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公民力量
昨日公布《新冠肺炎疫苗接種安排》問卷調查
結果，發現 80%受訪者表示自願接種新冠疫苗，
72%認為「擔心疫苗副作用」會是不接種疫苗的主
要原因，而受訪者對中國科興 CoronaVac 滅活疫苗
的信心評分最高，得 8.44 分。公民力量表示，調查結
果反映市民非常重視疫苗的安全性，建議特區政府應優
先採購副作用較低的疫苗。
公民力量於上月 24 日至本月 11 日以網上問卷進行調
查，成功訪問 2,016 位市民，結果發現，有 80%受訪者表
示自願接種新冠疫苗，7%受訪者表示不會自願接種；
72%受訪者認為「擔心疫苗副作用」會是不接種疫苗的主
要原因，16%認為是對疫苗不認識。

對科興滅活疫苗信心評分最高
同時，有 64%受訪者表示對特區政府採購的疫苗品質有
信心，其中以中國科興 CoronaVac 滅活疫苗的信心評分
最高，得 8.44 分；其次是英國牛津大學與 AstraZeneca 藥
廠共同研發的不可複製性病毒載體疫苗，得 5.05 分；

美國輝瑞與 BioNtech 藥廠研發的信使核糖核
酸 疫 苗 的 信 心 評 分 則 不 及 格 ， 只 有 4.68 分 。
「公民力量」成員林宇星表示，調查結果反映香
港市民普遍知悉特區政府已為市民訂購三款疫苗，
並願意接種。受訪者普遍認同特區政府採購的新冠
疫苗品質，其中以中國科興滅活疫苗信心值最高，相
信與傳媒報道中國科興 CoronaVac 滅活疫苗副作用較低
有關。
「公民力量」成員李梓敬表示，調查反映大部分受訪者
憂慮疫苗的副作用，甚至擔心接種疫苗有生命危險，故特
區政府在採購疫苗時，須以疫苗出現副作用機率作指標。
若內地疫苗表現較理想，應考慮與內地相關部門作出大量
採購，以增加市民對疫苗安全性的信心。
「公民力量」成員陳志豪則指，雖然特區政府將為市民
注射疫苗，但接種後仍需時間等待抗體生效，故全民檢
測具必要性，建議政府安排全民檢測與全民接種疫苗同
時進行，防疫效果更顯著。同時，特區政府應為免費接
種計劃設限期，令市民感到有迫切性，務求短時間內
完成首輪接種。

會增加巿民10倍的意願接種。
黃至生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有關調查發現港
人願意接種疫苗比例，與年齡有顯著關係，接受程
度按年齡分析呈「J 形」曲線，年輕人（18 歲至 24
歲）接受程度較高，緊接年齡組別（25歲至34歲）
接受程度回落，較年長市民又較願接種。
他分析，25 歲至 34 歲群組僅兩成四受訪者願接
種，可能該年齡層多是全職工作，接種疫苗有時間
上的考慮，且罹患長期病比例低，自覺健康及低危
險，故建議政府應針對不同年齡層採取不同的宣傳
策略，特別是是次調查發現，政府的建議最具影響
力，而在政府的推介下，市民會增加 10 倍意願接
種，並相信政府及專家可以發揮很強的宣傳和教育
功用。

●北京科興生物疫苗工廠生產的疫苗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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