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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專委會：科興安全性良好
盼科興提供更多資料 兩周後再開會作出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特區政府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昨日開會

討論是否批准科興疫苗在本港緊急使用。

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在會後表示，檢視科

興提交的臨床數據後，一致認為疫苗的安

全性良好、可以接受，亦能有效減低感染

新冠病毒機會，但就希望科興提供更多資

料，包括兩劑疫苗相隔14天和28天接種的

效果，以及疫苗產生抗體的情況。委員會

將於兩星期後再開會，就疫苗在港緊急使

用作出決定。

對於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
將於兩星期後再開會討論是
否批准科興疫苗在本港緊急
使用，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
肇始表示，待委員會提交建
議後，會加以考慮並作決
定，政府亦會透過不同渠道
向市民提供疫苗的最新資
訊，並公布專家就疫苗提供
的意見，加強公眾對疫苗的
信心。
陳肇始昨日在疫情記者會

上指出，委員會認為科興
提交的相關臨床研究數據
正面，但就要求科興提供
額外數據及資料，以確立
其疫苗作為預防新冠病毒
的效益大於風險，她將在
委員會就有關疫苗提交建

議後，加以考慮，並盡快
就疫苗可否在本港緊急使
用作決定。

不同渠道提供最新資訊
她強調，政府會確保疫苗

符合安全、效能和質素的要
求，以及按照條例的相關要
求及程序，嚴格審批作緊急
使用，方會安排市民接種。
為加強公眾對疫苗的信心，
她表明，政府的疫苗接種工
作會繼續以科學實證為根據
及公開透明為原則，適時透
過不同渠道向市民提供疫苗
的最新資訊，並公布專家就
疫苗提供的意見，讓市民掌
握疫苗正確和全面的資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醫學會
表示對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審批新冠疫苗有
信心，但認為即使科興疫苗第三期臨床數據
仍未於醫學期刊發表，政府仍應要求科興提
供會遞交期刊的報告，達至程序公平，以免
影響市民觀感，並盡量公開各種疫苗的數
據，增加公眾接種的信心。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

相信，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能為疫苗把關，
尊重委員會的決定，但認為即使批准使用第
三期臨床數據未在期刊發表的疫苗，如科興
滅活疫苗，政府仍應向科興索取會遞交期刊
的數據，「每一個環節應該要好公開、透
明，唔好讓公眾覺得點解跟正常做法有啲差
距。政府點做法都可以，但市民嘅觀感好重
要，因為觀感直接影響佢哋會唔會接種。」

盼放寬要求讓醫生助打針
對於政府只准許有參與疫苗資助計劃的醫

生參與接種新冠疫苗，醫學會表示根據去年
數字，只有約2,000名醫生有參加計劃，遠
遠少於全港逾萬名私家醫生的數目，希望政
府放寬要求，令更多醫生可以協助接種疫
苗。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昨早亦在電台

節目表示，由於內地疫情緩和，科興須在
其他國家測試疫苗以獲取臨床數據，估計
不同國家進度有別，令刊登至期刊的速度
較慢，而就算科興疫苗報告仍未在期刊公
開，但本港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的不少專
家也是負責科學期刊的評核，本身有能力
審視疫苗的成效，因此有否其他國家的專
家評核或有否於期刊發表，也是次要問
題，最重要是疫苗的數據，「事實上睇疫
苗唔係睇邊度有冇人睇，而係睇數據，冇
理由一定要其他人睇過。」不過，他認為
由於公眾關注疫苗成效，政府亦應公開重
要的數據。

「我們單位三千人已經分批全部
接種了科興中維新冠疫苗。」今年
43歲的孫軍是江蘇南京的一名電腦
工程師，1月15日接種了第一劑，2
月8日接種了第二劑。孫軍說：「早
打早安心」，「萬一我現在染上新

冠，身體能不能扛得住？萬一留有後遺症呢？對
吧？」孫軍認為盡早接種疫苗既是對自己負責，更是
對家庭負責，「一個人倒下來還不是全家都得倒下
來。」
孫軍接種的是科興克爾來福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

（Vero），用於預防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感
染所致的疾病（COVID-19）。該疫苗的基礎免疫程序
為兩劑次，間隔14天至 28天，每一次人用劑量為
0.5ml。
1月25日，孫軍與同事結伴去南京市秦淮區淮海路社

區衞生服務中心接種科興克爾來福新冠疫苗，「打針之
前護士會問你有沒有發燒、過敏，比如說蕁麻疹之類
的，如果有，就不能給你打」。「打完第一劑疫苗後，
就地留下被觀察了半個小時，我回去繼續上班。不痛，
也沒有任何反應。」孫軍回憶道：「第二天、第三天有
點睏，下班回家後早早就休息了。」
2月8日接種了第二劑科興中維新冠疫苗，「當晚感
覺有點累」，接種疫苗的注意事項上有當天不要洗澡、
三天內不要喝酒等提示，孫軍說：「但我忘了，接種第
二劑當晚回家就直接洗澡，」，「直到針眼有點痛，才
猛然想起來」。

與同事照常上班：無什麼特別
「不過，除了第二天仍然有點累，晚上早早犯睏，其

他沒有任何不良反應。」接種疫苗後，孫軍與同事們照
常上班，「並沒有什麼特別。」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南京報道

劉澤星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委員會檢視科興提交
的疫苗第一期及第二期臨床數據，有關疫苗針對

不同群組人士的效用和安全性，認為疫苗的安全性良
好、可以接受。至於第三期臨床數據，科興曾在巴西、
土耳其和印尼進行臨床試驗，委員會認為數據顯示，疫
苗具效益及安全性高，其中巴西的數據更顯示疫苗可減
低市民受感染的機會。

需解釋相隔不同時間第二針分別
惟他指出，委員會經過詳細討論後，認為科興需要在兩
方面提供進一步資料，其一是疫苗需接種兩針，故科興需
解釋市民相隔14天或28天接種第二針的效果究竟有何分
別，其次是市民接種疫苗後產生抗體的情況如何。他強
調，要取得更多抗體的數據，「唔等於我哋唔相信佢，因
為我哋要審核報告，所以希望有十足嘅證據畀我哋。」
委員會成員許樹昌補充指，根據疫苗第一期及第二期

數據，接種人士的第二針若相隔28天接種，其產生的
抗體會比相隔14天接種為高，「所以需要搞清楚呢兩
針應該係隔14天打定係28天打？」至於第三期數據中
有關第二十八日才注射第二針的數據亦不清晰，僅指若
相隔21天接種的保護率有62%，較相隔14天接種的
50.5%為高，故要求科興提供更多資料，說明相隔多久
接種第二針的效果才是最好。

委會將科學化研究數據
被問及疫苗第三期數據仍未在國際醫學期刊刊登、委
員會已進行審批是否欠妥，劉澤星強調，會完全科學化
地研究相關數據，12名委員大部分具備這方面的專長，
有投稿發表文章和審批數據應否在期刊刊登的經驗，會
以評審準備在醫學期刊登報告的模式來審核科興的數
據，以檢視疫苗的安全和效用。
至於應否先等世衞批准疫苗緊急使用才作決定，劉澤

星認為，以科學性去看是最重要。除了內地已於上星期
批准疫苗使用，另有四個國家包括巴西、印尼、土耳
其、智利亦已批准，「如果我哋睇咗數據，覺得可以，
責任我哋會負，因為係我哋做嘅決定。」
他表示，委員會將於兩星期後再開會，就疫苗的緊急

使用申請作出決定，再向政府提出建議，冀不會影響疫
苗接種計劃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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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召集人劉澤
星(右)表示，疫苗的
安全性可以接受，但
就希望科興提供更多
資料。左為許樹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科興仍需提供包括
兩劑疫苗接種效果，
以及疫苗產生抗體的
情況等資料。圖為科
興疫苗。 資料圖片

美國紐約州多位議員表示，有興趣
重新開徵股票印花稅，以改善新冠疫
情下稅收大減問題；本港亦有多個政
黨建議政府加股票印花稅稅率，緩解
庫房緊絀壓力。受黑暴和新冠疫情雙
重 打 擊 ， 本 港 去 年 經 濟 實 質 下 跌
6.1%，失業率升至 6.6%的 16 年新高、
近 25 萬人無工開；而去年本港股市衝
上3萬點勁升7.5%，金融行業賺得盆滿
缽滿，政府此時若適當增加股票印花
稅稅率，無疑可以緩解庫房壓力，增
加救濟失業人士能力，舉措合情合理
合度，亦是政府以民為本、施政有擔
當的表現，相信投資者會理解支持。
香港國安家好、中概股回歸及北水湧
港下，股市只要有錢賺，加股票印花
稅率影響可謂九牛一毛，不會影響本
港金融中心競爭力。

為應對新冠疫情衝擊，政府接連推
出多輪紓困措施，財政儲備急減近三
成至 8000 億元，而預算赤字升至 3000
億元。為緩解庫房緊絀壓力，經濟學
者莊太量、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鍾國
斌、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等，先後建
議政府可考慮加股票印花稅率；但金
融服務界及部分立法會議員則表示反
對，指此舉是「殺雞取卵」。

香港向來奉行簡單低稅制，稅基狹
窄，回歸後港府曾分別於 2000 年和
2006 年就擴闊稅基諮詢公眾，但最後
皆因反對聲浪太大無功而返。現時政
府主要收入來源為薪俸稅、利得稅、

賣地收入及印花稅等。目前本港股票
印花稅率為 0.1%，與內地相同，比新
加坡及英國低，其中英國的股票印花
稅率高達0.5%，是香港的5倍。

本港去年度印花稅佔庫房總收入
11.2%，當中約一半收入來自股票印花
稅、約為332億元。據政府預測，香港
2020 至 2021 年財年的股票交易印花稅
收入為350億港元，仍為本港重要收入
之一。有測算指，若股票印花稅上調
稅率至 0.2%，庫房的印花稅收入就可
以翻倍，對緩解本港財政緊絀壓力顯
然補益不小。

那麼，加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是否會
導致本港股市競爭力大減呢？不少投資
界人士認為，投資者進入一個市場，主
要是看其回報，稅收高低並非主要因
素，如同本港樓市，有多重辣稅也難阻
投資者進入。以英國為例，其股票印花
稅雖高達0.5%，但倫敦依然是歐洲金融
中心。美國稅制複雜，當局按照股東稅
階對其股息徵收0%到20%的稅項，並將
買賣股票所得分為長期、短期兩類，前
者照稅階徵收0%、15%或20%的資本增
值稅，後者則直接計算成為普通入息課
稅，但這些徵稅舉措並未「殺雞取卵」影
響其金融競爭力。

本港股市在全球央行放水、中概股
回歸、北水湧港等多重利好下，發展
前景看好，政府只要做好政策諮詢工
作，擇機加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可
達至多贏，政府不應再猶豫。

擇機加股票印花稅率紓解財困
送鼠迎牛之際，本港疫情稍見緩和。抗疫整

整一年，市民內心交織焦慮與期盼，最大的期盼
當然是牛年疫情受控、疫苗接種、經濟復常、順
暢通關。要實現這個目標，新春佳節之際，市民
還是要堅守抗疫至上，多用網上雲拜年，多發電
子利是，盡量避免人群聚集，同心協力擴大和鞏
固抗疫成果，卯足牛勁為「牛」轉乾坤出一分
力，迎接經濟復甦、人和家興的牛年新氣象。

本港昨日新增17宗確診個案，包括有4宗源頭
不明，個案數字是近3個月以來最少。眼前疫情
稍有緩和，加上持續收緊圍封強檢的標準，政府
昨日宣布，若疫情未有重大變化，年初七起食肆
堂食可以延長至晚上十時；健身中心、美容院等
有條件重開；但相關處所必須要顧客安裝及使用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並安排員工每兩周進行
一次病毒檢測。與此同時，政府下星期四起全面
恢復正常公共服務，中小學有望在春節假期後陸
續復課，市民總算看到一點生活復常的曙光。

在疫情尚未清零之下，恢復表列處所的營業
和晚市堂食必須小心翼翼，但另一方面經濟活動
不可能長期停擺，因此做到精準防控十分重要。
在農曆新年這個控疫的重要關頭，也是我們努力
以創新方式歡度佳節，同心為抗疫出一分力的關
鍵時刻。政府已經呼籲市民減少聚集，以雲拜年
的視頻方式見面，取代過往的人員往來走動；各
大銀行亦紛紛推廣網上電子利是，方便快捷地表
達新春祝福。另一方面，習慣外遊的市民只能留
港過年，行山郊遊會是熱門選擇，希望市民能夠
謹守社交距離、堅持戴口罩，每個人都做足控疫
本分，過個平安年。

市民的另一個熱切期盼，是新年過後可以接
種疫苗。昨天政府專家小組審核科興疫苗數據，

結果還要等待補充數據資料，十四天後再作決
定。政府有必要加快對國產科興疫苗的審批進
度，積極跟進各款疫苗的到港時間，作好接種計
劃的各項準備工作，務求疫苗一到港就可以馬上
展開接種。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天在春節團拜會上表示，
回首過去一年，既有驚心動魄的風雲突變，又有
豪情萬丈的砥礪前行。中華兒女團結一心，在世
界上率先控制住疫情蔓延，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
率先實現經濟正增長，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如期完
成，重大科技創新成果捷報頻傳，共建「一帶一
路」扎實推進，「十三五」規劃圓滿收官。國家
一直是香港的最強大後盾，國家的驕人成就鼓舞
着包括750萬香港市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奮勇
向前。

在中華文化裏，牛是勤勞、奉獻、奮進、力
量的象徵。人們把為民服務、無私奉獻比喻為孺
子牛，把創新發展、攻堅克難比喻為拓荒牛，把
艱苦奮鬥、吃苦耐勞比喻為老黃牛。對香港而
言，牛年裏迎來了戰勝疫情、重啟復甦的希望，
所有人都尤其需要發揚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

習主席勉勵國人大力發揚孺子牛、拓荒牛、
老黃牛精神，以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勁牛力，不
用揚鞭自奮蹄。這也應該是香港和港人的鞭策激
勵。特區政府在新一年要繼續以刻苦實幹的工作
態度全力抗疫，盡快達至動態「清零」的最終目
標，也要落實好新冠疫苗的接種計劃，讓香港可
以走出疫情，市民可以重過正常生活，兩地人員
可逐步恢復往來。與此同時，特區要繼續全面落
實香港國安法，防範、制止和懲治一切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推動社會撥亂反正，讓香港重新出
發、再創輝煌。

全港同心卯足牛勁「牛」轉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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