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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分奪秒發放疫苗準確資訊 阻止流言擴散

WEN WEI EDITORIAL

興疫苗有足夠的保護作用，不應單純看一
個數字來判斷疫苗的有效性。
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在巴西宣布科興
疫苗的保護率之前，巴西政府已經與科興
在當地的合作夥伴簽訂了 1 億劑的疫苗採
購協議，印尼政府周一也批准了科興疫苗
的緊急使用，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更成為
首名接種者。科興疫苗已經向內地各省市
供應超過 700 萬劑。科興表示，已向特區
政府提交疫苗相關註冊文件和技術條款，
並簽署 100 萬劑供應協議，保證按照合同
的規定準時向香港提供疫苗。
疫苗是香港控疫的其中一個重要希望，公
眾對疫苗的信息十分關注渴求。但有關疫苗
的資訊相當專業複雜，普羅市民沒有能力充
分理解眾多疫苗信息的背後含義，容易被似
是而非、扮專業的解讀所誤導。尤其是本港
及國外，不乏對中國疫苗帶有偏見之人，處
心積慮抹黑中國疫苗，難免會令本港市民對
國產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存疑。
面對這種情況，政府應迅速發布權威的
疫苗資訊，組織專家解讀有關信息，向市
民解釋如何看待疫苗的保護率，對比不同
疫苗的優劣，應該如何選擇，引領市民以
科學態度看待接種，消除不必要的疑慮。
只有政府迅速掌握疫苗資訊的話語權，才
能制止謠言滿天飛，杜絕以訛傳訛。接種
疫苗是與病毒爭時間的競賽，世界各國都
在搶購疫苗為本地民眾接種。特區政府更
要努力做好疫苗資訊的發放和解釋，提升
市民接種的信心，爭取盡快達成至少七成
市民接種的目標。

社評

巴西昨日公布內地科興生物在當地的新
冠疫苗試驗結果，疫苗有效性約為
50.38%。本港關於疫苗有效率的信息眾說
紛紜，少數人刻意利用市民科學認知不
足，放大疫苗的負面資訊，增加市民對疫
苗效用猜疑，削弱接種積極性。特區政府
必須及時迅速發放疫苗的準確資訊，發動
專家作權威解讀，為市民提供客觀理性指
引，讓謠言止於科學，及時阻止有關疫病
流言彌漫擴散，以免破壞疫苗接種計劃，
影響防疫效果。
內地科興分別在巴西、土耳其、印尼以
及智利等國開展第三期臨床研究。在土耳
其的中期分析中，保護率超過 91%；在印
尼的第三期研究保護率是 65.3%。至於在
巴西的 III 期臨床研究，根據不同的統計口
徑有不同的數據，首先是疫苗對重症和住
院的保護率達到 100%，對於就醫的保護
率，也就是得病之後要去看病的保護率達
到了 78%；對於高危醫護人員的保護率也
達到 50.38%。
有人拿科興 50.38%的保護率與美國輝瑞
疫苗的 95%相比，其實不科學。因為兩者
的樣本性質、統計口徑完全不一樣。巴西
針對科興疫苗進行的檢驗，是全球首個全
部在醫護人員中開展的第三期臨床試驗。
醫護人員每天面對病人，感染病毒的風險
最高，是重點人群中的高危人群。既然樣
本風險不一樣，拿不同研究的數字簡單比
較就缺乏科學意義。關鍵是在接種科興疫
苗的志願者中，即使確診的症狀也非常輕
微，沒有任何人出現重症。這足以證明科

依法依規嚴懲反政府公僕天經地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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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當局正在對國會暴亂展開法律法規追究。
紐約市長白思豪日前強調，任何紐約市公務員若
被證明攻擊美國政府，包括參加攻擊國會的騷
亂，將被解僱。公職人員必須效忠盡職，刻意攻
擊政權者，當然要受到依法依規嚴懲，這在任何
國家地區都是天經地義的。香港經歷了前年的修
例風波，少數公職人員對抗甚至攻擊政府的言
行，早已受到社會嚴厲批評。特區政府有必要進
一步加強對公職人員的效忠管理，既要落實正向
規範，嚴謹實施依法宣誓；亦要實施反向懲處，
制定可操作的嚴謹懲罰機制，處罰違反效忠規例
的公職人員。這是堅守「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
亂港者出局」政治底線的必要之舉。
美國當局對國會暴亂的執法雷厲風行，拘捕了
百多名參與暴亂的示威者，並迅速起訴，懲罰參
與暴亂的公職人員亦毫不留情。除了紐約市長白
思豪明言將解僱參加國會暴亂的紐約市公務員
外，眾議院負責監督國會警察的委員會主席、民
主黨議員瑞恩表示，已有至少兩名有份參與國會
暴動活動的國會警員被停職，當局並正就數十名
涉嫌參與暴動的警員展開調查；代理國會警局局
長皮特曼也發表聲明稱，暴動後已有數名警員被
停職，其他違規者將陸續被紀律處分甚至解僱。
另一方面，參議員霍利、克魯茲被指煽動示威者
引發暴亂，逾 5,000 名法律界人士和法律系學生聯
署，要求當局吊銷兩人的律師執照，共和民主兩
黨的資深議員也要求他們反省、辭職。
美國自視為世界「民主燈塔」，號稱最崇尚人
權自由，對香港警方依法懲治暴力也橫加攻擊甚
至無理制裁，以「人權衛士」自居；但一旦自己
國內有人訴諸違法暴力，就馬上變換標準，拿起
法律大棒，警察、國會議員等公職人員不僅沒有

免責的特權，相反受到的處罰更直接、更迅速；
總統特朗普被指煽動暴動，被媒體全面封殺，更
面臨史無前例被二次彈劾的命運。對於攻擊甚至
試圖顛覆政權的公職人員，美國當局依法懲治，
輿論和民意口誅筆伐，顯示效忠國家和政府、維
護法治秩序是公職人員的基本義務和應盡責任，
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逾越的管治底
線。因為沒有這個底線，任何國家和政府都無法
管治。
回看香港，修例風波中有公務員公然組織、參
與反政府的行動；攬炒派立法會議員、區議員肆
無忌憚煽暴縱暴，妨礙、阻撓警方執法、包庇暴
徒的行為司空見慣；在暴徒衝擊立法會的暴行
中，有攬炒派立法會議員公然充當帶路人。修例
風波引發的暴亂為惡時間之久、對法治秩序破壞
之烈，較之美國國會暴亂嚴重得多。美國處理參
與暴亂公職人員的做法，除了讓港人進一步認清
美國政客的雙重標準嘴臉外，也在客觀上提醒特
區政府：實在不要再猶豫彷徨，而應該態度鮮
明、立場堅定地拿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切實加強
對公職人員效忠盡責的法規約束。
一方面，特區政府須明確要求，包括政府官員
和公務人員、行政長官選委、區議員在內的所有
公職人員，必須依法宣誓或簽署文件確認效忠，
讓所有公職人員清楚明白，身為管治架構一分
子，絕不能做出任何危害「一國兩制」、違反基
本法、損害政權的行為；另一方面，對違法違規
的公職人員，政府盡快確立規範規則，堅決依法
追究責任，果斷清除害群之馬，處理措施決不能
模棱兩可、不痛不癢。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管治
團隊上下一心，切實維護國家安全、保障香港繁
榮穩定。

不確定變確診 醫局否認甩漏
廣華女患者同格病人隔離 醫局指篩查截數十條傳播鏈
本港昨日新增 42 宗新冠病



毒確診個案，全部為本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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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藍隧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振傑 攝

昨日疫情

例，包括再有公立醫院病人

新增確診個案：42宗

入院時篩查未能發現染疫，

●輸入個案：0 宗

該名 23 歲婦科病人本周一（11 日）不適到廣華醫院急症室求診並入
住婦科病房，但醫院的病毒檢測為「不確定」，要經衞生署覆檢樣

●不明源頭個案：11宗

本才證實確診，而一名曾與其在同一病格的病人被列為緊密接觸者

●有關聯個案：31宗

須隔離檢疫。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何婉

初步確診個案：約 20宗

霞昨日否認公立醫院的檢測有「甩漏」，強調醫院的篩查至今已發
現 80 宗新確診病例，成功堵截數十條傳播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公
布，昨日沒有輸入病例，42宗新增

個案全屬本地感染，其中 11 宗源頭不
明，初步確診個案則有20多宗。
新增的源頭不明個案，包括一名廣華
醫院 23 歲婦科病人（個案 9359），居於
黃大仙上邨達善樓。何婉霞表示，該病
患於本周一經急症室入住廣華醫院婦科
病房，當時並沒有發燒或呼吸道感染病
徵。醫院按程序為她進行入院篩查，惟
當日首次以鼻咽及喉嚨拭子採樣檢測結
果為「不確定」，翌日再為病人取樣
本，結果樣本交由衞生署的化驗室覆檢
後才證實確診。
院方在確診婦人證實染疫後進行接觸追
蹤調查，一名與其入住同一病格的病人被
界定為密切接觸者，故院方已將有關病人
轉入隔離病房。在醫護人員方面，何婉霞
表示，由於所有曾與該名確診病人接觸的
醫護人員，均有佩戴合適個人保護裝備，
因此沒有員工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CT 值遠超 30 病毒量極低
公立醫院過往多次篩查時也未能即時
發現病人確診，安排病人入住普通病
房，結果連累其他病人要檢疫，令人質
疑醫院檢測馬虎。何婉霞解釋，該名女
病人的 CT 值遠大於 30，即代表病毒含
量很低。院方首次檢測後，翌日（12
日）再為其取鼻咽及喉嚨拭子檢測，CT
值仍高於 30，認為檢測結果仍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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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將兩次的樣本交衞生署覆檢，最終才
證實女病人確診。
她否認公立醫院的篩查有「甩漏」，
指醫管局自去年 9 月起實施病人入院篩
查後，至今已為 25 萬人次進行檢測，結
果約發現 120 人呈陽性，當中 80 人是新
確診者，反映有關篩查能夠有助截斷本
地傳播鏈。

廣華：病房已徹底清潔消毒
廣華醫院發言人則表示，該名女病人
當日因婦科疾病入院，同日傍晚病毒檢
測結果呈不確定。院方為審慎起見，已
即時將病人轉送至隔離病房接受治療，
病人現時情況穩定，而該婦科病房已徹
底清潔消毒，院方會密切監察員工及病
人健康情況。
同日，博愛醫院一名在中央消毒房工作
的護士初步確診，其居住的大廈有其他確
診個案。該護士平日逢周一至五上班，上
周六（9日）起有喉嚨痛症狀，之後一直
留家休息，直至前日（12 日）到屯門職
員診所求醫，結果證實初步確診。
何婉霞指出，該名護士在中央消毒房
負責後勤工作，毋須接觸病人，亦沒有
直接接觸消毒用品，病人服務沒有受到
影響，而該護士工作時亦有穿着合適的
保護裝備，因此沒有其他職員被列為緊
密接觸者。

全港建造業工地人員
明起預約免費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先
後有多個地盤出現確診個案，食物及衞
生局昨晚公布，政府由本周五（15日）
至本月 31 日，會為全港所有建造業工
地人員透過網上預約，提供一次免費的
新冠病毒自願檢測服務，有關服務即日
起接受預約。
香港昨日新增的確診個案，包括兩個
地盤群組續有確診病例，當中的將軍澳
藍田隧道群組新增 4 宗個案，而中九龍
幹線中段隧道工程群組亦再有 2 人染
疫。
食衞局發言人指出，由於近日出現多
宗涉及建造業工地人員的確診個案，為

減低病毒在社區傳播風險，除就個別地
盤發出強制檢測公告外，政府亦透過社
區檢測中心為全港所有建造業工地人員
提供一次免費的病毒檢測服務，鼓勵建
造業人員積極參與。
免費檢測服務將開放至本月底，建造
業工地人員須透過「社區檢測中心預約
系 統 」 （www.communitytest.gov.hk）
預約方可接受免費檢測，未有預約人士
需自行繳付240元檢測費用。
工地人員在預約時段到達社區檢測中
心後，須出示預約時所用的身份證明文
件、建造業議會發出的建造業工人註冊
證及預約確認短訊，以核實身份。

深圳再增兩宗港輸入病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深圳市
再有兩宗香港輸入的確診病例，其中一
人是由香港抵達深圳的中國籍女性，入
境後即被集中隔離，而另一宗是沒有症
狀的香港籍跨境貨車司機。兩人均被轉
送至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應急院區觀察
治療，目前情況穩定。
該名跨境男貨車司機表示，最近 14
天並無任何不適，而他上月 28 日起至
本月 7 日，除休息日外，每日均駕駛貨

櫃車從皇崗口岸入境深圳，在福田海關
核酸檢測點接受採樣後，駕車經廣深高
速往東莞市橋頭鎮某紙品廠裝貨，並於
當晚從原路行駛返回皇崗口岸出境，未
在內地過夜。
經排查，初步判斷其在深圳有兩名密
切接觸者，密切接觸者的密切接觸者則
有 13 名，合共 15 人均已及時接受集中
隔離醫學觀察。貨櫃車和車上貨物等外
環境樣本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均為陰性。

政府研商場等處所提早關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香港第
四波新冠疫情反覆，有立法會議員擔心農
曆春節假期的跨家庭聚會，會增加病毒傳
播的風險。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
在立法會回應質詢時表示，跨家庭私人聚
會的情況複雜，執法上有困難，但特區政
府正在研究商場等處所提早關門的措施。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定光質詢時指，在
過去的聖誕和元旦假期，不少市民參與家
庭聚會，增加病毒傳播風險。農曆新年即
將來臨，他詢問特區政府何時完成規管私
人聚會的研究工作。
陳肇始回應表示，特區政府一直在研究

有關限制社交距離的措施，但要考慮措施
的有效性、執法的難易程度及市民的接受
性等。
她指政府仍在研究如何規管跨家庭的私
人聚會，但有關情況複雜，執法上有困
難，呼籲市民自律及遵從社交距離措施。
她提到，有專家建議，可以要求商場等
處所提早關門，政府亦正在研究，並會在
追蹤和檢測加大力度。她指局方正與相關
政策局研究，若被勒令停業的處所可以重
開時，將要求營運者檢視顧客有否安裝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詢問特區政府

部分爆發群組
●中九龍幹線中段隧道地盤群組：
增2宗確診，累計20人染疫
●將軍澳—藍田隧道地盤群組：
增4宗確診，累計38人染疫
●港九小輪群組：增 1 宗確診，累
計 6 名工作人員及 3 名密切接觸
者染疫
●坪石邨金石樓：新增 1 宗確診個
案

部分確診個案
●廣華醫院一名 23 歲女病人（個
案 9359）確診，她於本月 11 日
入住婦科病房，入院篩查結果
不確定，衞生署覆檢後確診
●博愛醫院一名中央消毒房護士
初步確診，本月9日發病

新增強制檢測
●黃大仙竹園道 55 號天馬苑駿威
閣：涉 2 個單位共 4 宗個案，屬
不同層數及坐向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會否邀請內地的公共衞生和傳染病學的專
家，例如鍾南山等加入香港的專家顧問
團。陳肇始表示，內地及香港專家同意設
立機制進行交流，就整體疫情及聯防聯控
工作更緊密地交換意見。
她說，特區政府會繼續參考本地、內地
以及世界各地的專家意見，以科學和理論
為本，切合香港實際情況，制訂適合香港
的抗疫策略。
陳肇始補充，除了委任本地專家顧問團
外，特區政府亦重視與內地專家的交流，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曾於去年 12 月，率政
府專家顧問及官員與內地官員及專家，就
疫情研判、抗疫策略及多項具體防控措施
進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