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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劑科興疫苗明抵港
聶德權指一周內安排接種 政府設 10 億元保障基金

疫苗中心接種流程



(

●市民網上預約接種疫苗的時間和地點
●按時到達疫苗接種中心

港人引頸以待多時的北京科興新冠滅活疫苗
「克爾來福」，火速啟動嚴格的運輸程序，首

●醫護講解接種疫苗的注意事項

批 100 萬劑疫苗將於明天抵港，成為首款供港

●前往接種處

人接種的疫苗，另一款的復星/BioNTech 約百

●注射後，醫護按臨床判斷，要求市民
休息觀察最少15分鐘，無礙可離去

萬劑新冠疫苗亦將於本月底前抵港。為提升市
民的接種信心，特區政府將成立 10 億元的疫

資料來源：
「醫護誠信同行」
主席林哲玄

苗保障基金，萬一出現接種後死亡或受傷，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事主年齡獲 200 萬元至 300 萬元保障額。另
外，在疫苗抵港後約一星期內，政府將展開接
種工作，優先為長者、醫護人員等注射，長者
最多更可帶同兩名年輕陪同者在網上預約後，
同時接種疫苗。
●供港疫苗克爾來福出庫
供港疫苗克爾來福出庫，
，通過冷藏
車運送至機場。
車運送至機場
。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劉凝哲
物及衞生局將於下周五向立法
會財委會申請 10 億元撥款，設
立疫苗保障基金。雖然接種疫苗出現
嚴重不良反應的情況罕見，但萬一出
現事主也能從基金中申索。政府建
議，每名因接種疫苗而死亡的個案，
40 歲以下的死者獲 250 萬元保障額，
40 歲或以上的保障額為 200 萬元；而
每名受傷個案，40歲以下的保障額為
300 萬元，40 歲或以上的保障額為
250 萬元，申索期限為接種最後一劑
疫苗兩年之內。
市民從保障基金獲得賠償，並不影
響向疫苗製造商作出法律追索的權
利，但不可獲雙重保障，例如如果法
院裁定市民獲藥廠賠償，有關金額可
由保障基金賠償中抵銷。
負責統籌疫苗接種工作的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表示，疫苗籌備工作已進入最後階
段，當局將提供 4 個接種途徑，包括
在全港 18 區每區設立最少一個疫苗
接種中心、醫管局門診、私家醫院和
診所。

食

長者前線人員等優先打針

供港疫苗出庫
全程冷鏈儲運

長者與兩陪同可同時接種
承辦灣仔疫苗接種中心的「醫護誠
信同行」主席林哲玄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仍未知道灣仔的接
種中心會供應哪款疫苗予市民。至於
接種疫苗流程方面，據他了解，長者
最多可與兩名年輕陪同者一同接種疫
苗，但須預先在網上預約，「會一次
過預約第一針和第二針的接種時間，
以及地點，也會有疫苗的資訊，預約
者需剔選知悉相關資訊。」
其後，市民按時前往接種中心，在
資訊及等候區會有疫苗資訊單張派
發，並重複播放疫苗資訊的影片，講
解接種疫苗的注意事項，市民若有疑
問，可向在場醫護人員查詢，再到接
種區接種，其間醫護人員會再次核實
身份，以及詢問是否明白接種疫苗的
資訊作確認；完成接種後，會列印針
卡，若有醫健通的人士，會把已接種
疫苗的記錄上傳至醫健通，市民之後
再按醫護的臨床判斷休息觀察最少15
分鐘，看看有否出現過敏情況。
林哲玄相信，會有優先接種群組的
安排，「如是醫護人員，他們可在醫
管局或私家醫院接種，但要長者進行
網上預約有困難，（政府）需花工夫
在短時間內吸引市民接種。」

●首批一百萬劑科興供港新冠
疫苗克爾來福。
疫苗克爾來福
。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此次科興疫苗的付運採用北京至
香港直飛航班空運方式，全程嚴格冷鏈儲運。昨日（17日），供港疫苗已從
北京科興中維位於大興區的生產基地出庫，將按照規定在機場監管庫進行24
小時監管。科興方面強調，將就後續供港計劃與港府保持溝通，保證及時供
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對於供港疫苗，科興方面早已生產完畢，備齊多
日。在香港專家顧問委員會批准緊急使用的當日，相關儲運操作就已開始實
施。疫苗不同於普通貨品，儲運要求十分專業。
有專家向本報介紹，疫苗從生產車間出庫就要裝在恒溫箱中，在通過冷
藏車轉運至機場。恒溫箱大約 5 度左右，冷藏車在 2 度至 8 度之間，這樣可
對疫苗的冷鏈儲運雙保險。疫苗的包裝亦非常嚴格，包裝都有貼封，一旦
遭到破壞，貼封就會失效。

春節
「不打烊」
全力開工
今年春節期間，科興「不打烊」，超過 1,200 名員工全員在崗，開足馬力
進行疫苗生產。目前，北京科興中維的生產線每天可生產 100 多萬劑疫苗，
隨着第二條生產線的試運行，科興疫苗的年產能將提升至10億劑以上。

劉澤星：急批科興無降標準甚至更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肺炎疫苗顧問專
家委員會日前一致認為北京科興滅活疫苗的接種效益
比風險高，通過向特區政府建議批准緊急在港使用。

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昨日強調，建議批准緊急使用科
興疫苗並沒有降低標準，甚至要求更高，「我哋有12
位專家做獨立評核，再一齊傾，亦較其他（醫學）期

刊平均多咗 5 位專家。」他指出，科興疫苗整體有效
率為 50.66%，但不能理解為僅保護約半數人口，而
是大約三分之二的人受保護。

謬誤一：50.66%有效率過低？
真 相：三分之二人受保護

謬誤二：長者不適合？
真 相：長者無不良反應

謬誤三：未刊登學術期刊
真 相：香港專家更嚴格

科興疫苗整體有效率為 50.66%，坊間質疑其
成效，劉澤星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科興提交
的第三期研究數據顯示，疫苗安全性達世衞的門
檻，而產生副作用亦是可以接受水平，又解釋
50.66%的有效率並不等於全港 700 多萬人接種
後，只有350萬人受保護。
他說，有效率的計算方法複雜，要比對兩組分
別接種疫苗及另一組接種安慰劑（即無疫苗）人
士的反應，「一組打安慰劑的（共 3 人）有兩個
人感染病毒，打疫苗那邊只有一個感染病毒，即
是平均每三個（打了疫苗的）只有一個感染病
毒，打安慰劑就有兩個會感染病毒，即是（打了
疫苗的）大概有三分二的人受保護。」
他重申，每種疫苗的測試方法都不一樣，不能
相提並論，科興第三期研究主要以醫護人員為
主，染病風險較高，而且一旦有輕微病徵都會做
檢測，染病門檻較低。

長者是否合適接種科興疫苗？劉澤
星表示，疫苗適合於哪個群組，最終
要交由衞生防護中心轄下的科學委員
會審視及決定，但他個人經審視現有
數據後，認為長者可安全接種科興疫
苗。
他解釋，在第一、二期的研究中，有
300 多位長者數據；第三期研究中，在
1 萬多人內則有 600 多位為長者，當中
一半注射安慰劑，數據顯示及格安全。
被問到參與研究的長者人數比率是否
太少，他解釋，雖然參與人數愈多愈
好，但研究時較少要求風險高、年紀大
的人士參與臨床研究。
他又指，內地已有逾千萬人接種科興
疫苗，當中不少為長者，未見嚴重不良
反應，他認為科興適合長者接種。

坊間的另一個關注是科興疫苗的第三期研究仍
未在學術期刊上刊登，委員會已通過向政府建議
批准緊急使用，劉澤星承認，如相關數據在期刊
上登出更好，但強調委員會並無降低評核標準，
甚至要求更高，「因為（委員會）我哋有 12 位人
士（專家評核），比其他期刊多了 5 位，除咗 12
位(香港專家)自己獨立評核後，亦會大家坐埋一齊
再傾，其實傾的時候如發覺一些問題，我哋會去
搞清楚，我哋的標準係無降低到。」而現時已有 5
個國家地區使用科興疫苗。
他續說，未有等待第三期數據在學術期刊發表，以
及等待世衞通過審批，亦是考慮到世界各地都有變種
病毒，擔心一旦再拖下去，會影響疫苗接種的效果，
須趁變種前接種，希望本港市民盡快接種疫苗，否則
未必有助疫情，「世界各地開始有變種病毒，如果我
們不趕快趁香港未有變種病毒前做疫苗接種，擔心將
來拖拖拉拉下，疫苗能否幫助我們免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新冠肺炎疫苗
接種計劃的準備工作如火如荼，惟本港醫護人手
緊張，承辦營運社區接種中心的機構已經着手招
聘醫護。有承辦的醫護團體透露，醫護的反應踴
躍，已有數百人參與，但由於部分醫護有正職在
身，估計或需增加更多人手。

一中心每日可注射 2500 劑
「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哲玄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疫苗接種中心會由政府管理，
承辦的醫療組織主要負責人手方面的安排，以其
有份承辦、位於灣仔的疫苗接種中心為例，相信
可設有 14 個疫苗接種位置，每日可以注射約
2,500劑疫苗。
他續說，每個時段安排約32名人員，包括兩名
醫生、兩名護士長及其他醫護人員負責疫苗注射。
雖然醫護的人手緊張，但現時已經有數百人參與，
反映醫護都很熱心、反應踴躍，人手尚算足夠。
「醫護都是以兼職形式工作，雖有退休醫護，但部
分仍有正職在身，可能仍需增加人手。」
根據政府指引，醫生時薪約 800 元、護士約
300 元，政府會就每劑疫苗資助 72 元給醫療組
織，每日上限 2,500 劑、即每日最多資助 18 萬
元，扣除營運開支後會將餘額作慈善捐款。
林哲玄表示，所有參與醫護都會上香港醫學專科
學院提供的網上課程，以了解疫苗副作用、不同疫
苗背後的理論、接種的好壞處、感染控制、中心運
作等。同時，醫生和少數護士須上面授工作坊，以
了解如何處理嚴重過敏反應，統一指引。

工聯倡設「疫苗護照」重振經濟

他續說，會安排外展隊到安老院
舍，為院友及員工接種疫苗，而長
者、醫護人員、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
院友及其職員，以及對本港日常必要
運作重要的人，例如跨境運輸、口岸
人員、公私營機構的前線抗疫人員
等，均屬優先接種群組。
聶德權指出，當局一直與疫苗供應
商緊密聯繫，視乎疫苗到港的時間和
數量，預計在疫苗抵港後約一星期
內，可逐步展開在不同場地的接種工
作。
在市民接種疫苗後，政府會否放寬
限制社交距離的措施？他透露，有接
種疫苗和無接種疫苗的防疫工作一定

會有分別，例如日後安老院舍探訪安
排、病毒檢測、進入場所或進行不同
活動等限制也有調整，專家會根據科
學證據和數據，向政府提出具體建
議，但強調是否接種疫苗屬個人決
定。
現時復星/BioNTech 新冠疫苗獲准
緊急在港使用，首批 100 萬劑疫苗將
於本月底前抵港，而科興新冠疫苗日
前獲專家委員會推薦予食物及衞生局
供緊急使用，預料首批 100 萬劑疫苗
最快明天抵港。

接種人手短缺
醫護報名踴躍

●鄧家彪（左）和陸頌雄（右）指「往
返內地免隔離檢疫」是推動市民接種疫
苗的最大誘因。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香港市民
即將可以接種疫苗抵禦新冠肺炎病毒。
工聯會近日一項調查問及逾千名市民接
種疫苗的誘因，有32%受訪者選擇「往
返內地免隔離檢疫」，21%選擇「豁免
於限聚令」，「獲發『疫苗護照』可外
遊及公幹」及「子女可以如常上學」則
各佔15%。工聯會建議政府藉着推動疫
苗接種與其他地方建立「疫苗護照」互
認，以恢復往來，重振經濟活動。

逾七成人工作受疫情影響

工聯會於本月 8 日至 15 日向 1,154 名
市民進行「香港就業狀況及求職信心指
數」調查，結果發現77%受訪者的工作
受疫情影響，當中有 14%人被裁員，
22%人需要停工、放無薪假，及有 22%
人被減薪及只發底薪。
勞工顧問委員會勞方代表鄧家彪表
示，調查結果反映受訪者因失業、停
工、放無薪假等情況，令收入大幅減少，嚴重影
響日常的生活開支，並對就業前景態度悲觀。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建議政府即時撥出
150 億元推出「失業／停工現金津貼」，及派發
8,000 元電子消費券，並建議政府建立已接種疫
苗的電子證明，向內地爭取豁免已接種疫苗的市
民隔離檢疫，盡快恢復與內地的經濟活動和市民
往來，及與其他地方商討設立「疫苗護照」互
認，便利市民旅遊公幹。同時，政府應向已接種
者豁免限聚令，鼓勵更多人接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