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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藥：3 歲至 17 歲人群疫苗將投入使用
劉敬楨表示，新冠疫苗緊急使用時推薦的接種
年齡是 18 歲至 59 歲，附條件上市後 18 歲以上人
群均可以接種。不過，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北
京、上海等地啟動的重點人群接種的年齡要求是
18歲至59歲。
對於 18 歲以下人群能否接種新冠疫苗的問題，
劉敬楨表示，從目前臨床試驗的效果來看，3歲至
17 歲和 18 歲至 59 歲年齡段人群基本沒有太大差
別，相信用於 3 歲至 17 歲人群的新冠疫苗不久也

將投入使用。

武漢生物疫苗申請附條件上市
2020 年 12 月 30 日，國藥集團中國生物北京生
物製品研究所病毒滅活疫苗獲批附條件上市。中
期分析結果顯示，疫苗的保護效力為79.34％。
根據國藥集團官方發布的消息，國藥集團中國
生物新冠疫苗在阿聯酋、巴林、約旦、埃及、秘
魯、巴基斯坦、伊拉克、摩洛哥、柬埔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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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藥集團官方微信公眾號，2
月 21 日，中國醫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
記劉敬楨在接受央視財經專訪時表示，目前為止使
用其新冠滅活疫苗的最大年齡已經接近100歲。而
從目前臨床試驗的效果來看，3 歲至 17 歲和 18 歲
至59歲年齡段人群基本沒有太大差別，相信用於3
歲至 17 歲人群的新冠疫苗不久也將投入使用。他
也透露，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的
新冠滅活疫苗也正在申請附條件上市。

澳門、匈牙利、玻利維亞等 10 多個國家和地區獲
批緊急使用，在阿聯酋、巴林正式註冊上市。
在央視財經的專訪中，劉敬楨還透露，國藥集
團中國生物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的新冠滅活疫苗
也正在申請附條件上市。另外，國藥集團正在
研發的新冠重組蛋白疫苗即將進入臨床試驗
階段，該疫苗可能會更好於新冠滅活疫
苗，同時量產相對新冠滅活疫
苗容易。

上海中小學幼兒園如期開學

教師踴躍接種：為了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2 月



22 日，上海的中小學和幼兒園全部如期開學。

(

為落實常態化疫情防控工作，上海各教育機構
均在開學前完成了校園消殺和健康排查工作。

據了解，在寒假之前，滬上的教育工作者已經完成首批新冠疫苗接種，第二批的預約
也正在進行中。
好口罩背上書包，排隊經過電子測溫區，再
戴依次進校園，這是開學首日滬上中小學、幼

兒園學生們的統一動作，經過了去年一年，他們都
早已習以為常。有不少學校本學期還增添了自動消
毒液機，供學生消毒雙手後進教室。

返滬學生需自我健康管理 1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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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支招校園防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和去年
秋季開學一樣，今年為中小學生量身定做的上海
《開學第一課之公共安全教育》中，也特別安排
了防疫知識板塊，有「防疫女俠」之譽的復旦大
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吳凡向師生們詳細介紹防疫
小竅門。她專門指出，教師若是在上課時需要摀
住臉頰打噴嚏，最好立即停課，和學生打個招

●「防疫女俠」吳凡示範如何正確打噴嚏。
視頻截圖

呼，先出去洗個手。這並不尷尬，反而給學生留
下深刻印象，讓他們知道在教室裏這樣打噴嚏的
姿勢不對，應先及時洗手。
天氣漸暖，吳凡告訴家長們，如果走路在半小
時之內，建議可以帶着孩子步行去學校。如果要
乘坐公共交通，進校園後第一件事就是洗手。春
季是打噴嚏的高發季節，她還現場給大家示範，
萬一課堂上想打噴嚏了，應該手肘抬起來，低下
頭，用手肘遮住口鼻，左右兩側都可以，噴嚏的
飛沫在乾淨的衣物表面存活時間非常短，課間可
以到戶外太陽下曬一曬，病毒見到紫外線會害
怕。
針對孩子們戴口罩「怕悶」，吳凡表示，戴口
罩和保持距離是一對措施。「人多的時候，大家
距離很近，就要戴口罩；但距離遠，超過一、兩
米，就可以不戴口罩，比如：周邊沒有很多人，
就可以出去呼吸新鮮空氣，在戶外接觸自然陽
光，對保護視力非常重要。」她還特別關照同學
們，打球時注意不要用手摸口鼻，打完後第一件
事就是洗手。「關鍵是要用流動的水，用肥皂 20
秒，有足夠的時間。用正常的速度洗手，唱兩遍
生日快樂歌的時間，基本上就是20秒！」

今年以來，全國部分地區陸續新發確診病例，1
月下旬，上海也出現了零星的本地病例，大部分校
外輔導機構第一時間宣布停課。中小學和幼兒園則
對教職員工和學生都提出非必要不離滬的要求。據
了解，寒假開始前，家長均收到了通知，若一定要
離滬旅遊探親，則返滬當天開始就要進行原地自我
健康管理 14 天。同時，開學前一日還要向學校提
交健康碼，並攜帶 14 天體溫記錄表和健康承諾
書，每個學生「一生一檔」，統一向區教育局匯
總。部分無法返校者先在家上網課。
根據香港文匯報記者調查，在一個多月的寒假
裏，選擇留滬度假過年的家庭還是佔大多數，每個
學生家長每天還需要通過學校要求的途徑（微信、
曉黑板 App 等）回答班主任的「靈魂三問」——
「在哪裏」、「健康否」、「體溫多少」。至於學
校布置的課外考察、研習和班會課，也在網上進
行。

自己的所在地和體溫。
這位教師還介紹，根據教委統一安排，自去年以
來，各中小學和幼兒園都實行封閉管理，即便是幼
兒園，家長接送也只能到門口為止。而在寒假期
間，除了必要的值班人員和後勤外，進校的工作人
員也要做好測溫、出示健康碼和登記。就在上周，
為了迎接開學，各校相繼對校園進行規範化消毒清
潔，每一張書桌、每一個角落都經過了消殺。學校
門口還重新開啟了測溫通道和留待觀察通道，並進
行多次消毒。

教職工寒假每日匯報所在地及體溫

教職工：打了疫苗家長更放心

在上海普陀區的一所九年制學校門口，香港文匯
報記者現場詢問一位教師，上班前是否需要進行核
酸檢測，他表示，根據防疫專家建議，如果沒有離
開過上海，師生們都不需要去測核酸。據他所知，
在這個寒假期間，出於對學生們的負責，老師們都
沒有離滬。同時，每位教職工每天亦要向校方匯報

「你疫苗打了嗎？」過年期間，不少上海市民見
面的拜年語多了這句話。2021年伊始，上海啟動了
首批新冠疫苗接種，截至 1 月下旬累計接種 84 萬餘
例。根據隨訪發現，疫苗打和不打完全採取自願原
則，很多人對接種都持積極態度。在首批報名接種
者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教育機構工作人員。大家
一致表示，打疫苗不是為自己，更是為了學生，讓
家長更放心。
目前上海統一採用的疫苗來自國藥北京生物，共
需接種兩劑。寒假開始之前，已經有不少學校開展
報名和組織教師前往接種。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的
上述教師恰好年前完成了接種，他說，學校沒有強
制規定，但大家都非常踴躍，學校會給與一定補
貼。如他們學校有 300 餘教職工，已經有 200 多人
打過疫苗，並沒有發現不良反應。還有人沒有輪
到，也已經報名第二批。
就在 2 月 21 日，上海市政府還公布了在線預約接
種的 App 和網址。截至發稿時已經有近萬人完成預
約，政府仍將對一線工作人員和出國（境）工作人
員優先安排。

普陀區政府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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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通社報道，國產新
冠疫苗不斷受到國際社會的歡迎和認可。阿根廷新任
衞生部長卡拉．比索蒂當地時間 21 日簽署一項決
議，正式批准中國醫藥集團有限公司（國藥集團）研
發的新冠疫苗在阿根廷緊急使用。泰國副總理兼衞生
部長阿努廷 2 月 22 日亦表示，泰國總理巴育將第一個
接種中國科興新冠疫苗。據悉，首批科興疫苗將於24
日運抵泰國，巴育已表示會親自接機。
阿根廷衞生部發言人表示，臨床試驗已經表明，
中國國藥集團研發的新冠疫苗是安全並且有效的。
在阿根廷藥品管理機構建議下，衞生部決定將該款
中國疫苗納入阿根廷新冠疫苗接種計劃。阿根廷總
統費爾南德斯當日表示，阿根廷目前已有超過 70 萬
人接種了新冠疫苗，其中超過 40 萬人接種了兩劑疫
苗。隨着更多疫苗抵達，阿根廷的疫苗接種工作將
會加速。

泰國總理擬帶頭接種科興疫苗
此外，泰國副總理兼衞生部長阿努廷 2 月 22 日接受

採訪時表示，巴育總理將第一個接種中國科興新冠疫
苗，這是巴育親自跟他說的。據悉，首批科興疫苗將
於 24 日運抵泰國，巴育已表示會親自接機。 綜合泰
國《民族報》、「泰國頭條新聞」網站報道，巴育表
示為了增強民眾信心，作為國家領導人願意第一個接
種疫苗。他堅稱為了讓國民相信疫苗的安全性，必須
第一個接種。
據泰國《世界日報》報道，首批 20 萬劑科興疫苗
將於 2 月 24 日上午運抵泰國，屆時巴育總理也將親往
機場參與交接過程。2 月 22 日，泰國衞生部長阿努廷
還在社交媒體晒出科興疫苗堆放在倉庫內的照片，並
寫道「你好科興疫苗，祝旅途安全！我們周三見」。
此前，泰國衞生部長阿努廷 2 月 8 日主持召開國家
傳染病委員會 2021 第二次會議，並商議關於 2 月份抵
泰疫苗的管理事宜。阿努廷確認從中國科興採購的新
冠疫苗會按照約定送達泰國。阿努廷表示，泰國藥品
監管機構有望在本月晚些時候首批科興新冠疫苗到貨
之際批准該疫苗在泰國緊急接種。剩餘的會於今年 3
月份和 4 月份送來泰國。外媒稱，該疫苗旨在今年年

底之前覆蓋該國約三分之二的人口，可能為完全重新
開放其旅遊業鋪平道路。

阿塞拜疆：華疫苗無嚴重不良反應
阿塞拜疆醫學專家日前表示，阿國內疫苗接種正有
序展開，中國產疫苗十分安全且未見嚴重不良反應。
巴庫醫學健康中心主任哈桑諾夫日前對媒體表示，阿
塞拜疆新冠疫苗接種已進行 4 周，包括該中心在內的
全國醫護人員都已經接種了疫苗。目前未接到任何接
種人員出現嚴重不良反應的報告，部分醫護人員已開
始第二劑接種。他說：「接種疫苗是戰勝新冠疫情的
主要途徑。我們收到來自社會各個行業的接種申請。
已有至少 23 個使館和 14 個國際組織的駐阿人員在我
們中心接受了疫苗接種。」
阿塞拜疆 1 月 18 日正式啟動第一階段新冠疫苗接種
工作，阿衞生部長希萊里耶夫當天在巴庫率先接種了
中國科興公司生產的疫苗。據當地媒體報道，包括世
界衞生組織駐阿塞拜疆代表漢德．哈爾曼哲在內的很
多國際人士均已在巴庫接種了科興疫苗。

手 部 消 毒

內地中高風險地區清零

阿根廷批准緊急使用國藥疫苗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家衞健委網站
消息，2 月 21 日，中國內地報告新增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11 例、疑似病例 1
例，均為境外輸入病例；無新增死亡
病例。
2 月 21 日下午，河北省石家莊市召
開疫情防控第四十四場新聞發布會，
介紹疫情防控有關最新情況。會上介
紹，2 月 22 日起石家莊全域均為低風
險地區。2 月 21 日，石家莊城區進
行了全員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
同時，22 日起，石家莊逐步有序恢
復省級市級長途客運班線和客運包
車，圖書館等公共文化場所、餐飲堂
食經營有序恢復開放。
據望奎融媒之聲微信公眾號 22 日
消息，黑龍江省綏化市疫情防控應急
指揮部發布關於將望奎縣疫情風險等
級調整為低風險地區的公告，自
2021 年 2 月 22 日起，望奎縣疫情風
險等級由中風險地區調整為低風險地
區。
至此，內地疫情中高風險地區清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