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現年92歲的長和系創辦人李嘉
誠昨日接種了首劑復必泰新冠疫
苗。李嘉誠基金會在facebook上
發帖，附上李嘉誠接種疫苗的相
片，並寫道：「我今日打咗疫
苗，你打咗未？」
負責統籌香港疫苗接種計劃

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隨
後轉發該帖文，並感謝李嘉誠
身體力行支持疫苗接種計劃。
他表示，香港要建立保護屏
障，重啟經濟，恢復出行，讓
大家重回正常生活，一定要靠
社會各界同心支持，盡早接種
疫苗，「疫苗接種計劃要能成
功，您們的參與、支持，絕對
不能少！」

文 匯 要 聞A7 ●責任編輯：黃健恆

20212021年年44月月1717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1年4月17日（星期六）

2021年4月17日（星期六）

政府擬與日泰等商恢復往來
聶德權：旅遊經商需高接種率 施打疫苗已破百萬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特區政府於下周

五起放寬疫苗接種門檻

至16歲或以上市民以配

合「疫苗氣泡」，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表示，無論是旅遊或經商，都需要有

很高的疫苗接種率以具備防疫屏障，並透露特區政府正與日本

及泰國等多個國家商討恢復往來的安排。特區政府昨晚公布，

政府已為市民接種約一百萬劑疫苗，其中約67.1萬名市民已接

種第一劑疫苗，約34.5名市民已接種第二劑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香港昨日新增17宗新冠
病毒確診個案，11宗為輸入病
例，其餘6宗本地個案均與早
前的個案有關連。6名確診者
中，5人為前日元朗洪水橋菁
雅居確診夫婦的家族成員，包
括女患者的父母和阿姨一家三
口，令該家族合共有7人染
疫。屯門友愛邨愛暉樓第三座
則多一人確診，為早前確診者
的密切接觸者。
昨日並無新增的不明源頭

個案。在6宗本地個案中，5
名確診者為元朗菁雅居家族
新增個案，包括前日不明源
頭個案29歲卓健醫療集團女
會計經理的64歲父親（個案
11624）和 59 歲母親（個案
11623）。兩人與女患者及其
確診丈夫同住在菁雅居第19
座，其中任職元朗區專線小
巴司機的父親更早於本月 2
日已發病，較女兒出現病徵
時間更早，有可能是源頭。
另3名家族成員，包括前日
確診女患者的54歲阿姨（個
案11625）、52歲姨丈（個案
11627）及 14 歲表妹（個案
11626）。三人居於菁雅居第
11座。其中，患者表妹為洪水
橋的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中三
學生，本周三曾回校禮堂考
試。由於她證實染疫，同場約
100名參與考試的學生須強制
檢測，該校要停課14天。
餘下一宗本地個案為居於

友愛邨愛暉樓第三座22樓的
39歲女子，是早前在家中離
世後確診70歲男子的女兒，
於本周二發病。連同她在
內，愛暉樓第三座群組累計
已有9人染疫。
11宗輸人病例中，5人是來
自印尼的外傭、兩人為菲律賓
外傭，印度佔兩人，餘下兩人
分別來自巴基斯坦及法國。輸
入個案中，3人均感染N501Y
變種病毒，包括一名38歲菲
傭和41歲印傭，以及一名由
巴基斯坦來港的52歲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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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
最快於本月29日實施以「疫苗氣泡」為基
礎的防疫措施，包括食肆員工及食客接種
新冠疫苗可放寬入座人數限制等，惟並非
所有人也適合接種疫苗。香港餐飲聯業協
會會長黃家和昨日透露，政府正設計一張

申報表，讓因身體狀況等原因未能接種的
食肆員工透過申報以豁免接種，但表明員
工不能單憑個人喜好而選擇不接種疫苗。

純自行申報 無嚴謹證明
政府昨日與飲食及酒吧業界討論「疫

苗氣泡」措施，黃家和在會後表示，他
曾在會上反映擔心要求員工接種疫苗才
可上班，執行上有困難，令勞資雙方感
到壓力，政府回應指正設計一份申報
表，讓因身體狀況或醫療問題等原因不
宜接種的員工可豁免接種。
他介紹，員工只須簡單申報，「純粹自

行申報，並無要求一些很嚴謹的證明，但
不能因為我唔鍾意接種就唔需要接種。」
他並指，創新及科技局正研究推出一個簡
單的手機應用程式，以便申報是否已接種
疫苗。
譽宴集團早前被揭發要求旗下所有員

工須於本月26日前接種首劑新冠疫苗，
否則29日起停工，集團主席張家豪昨日
接受電台訪問時承認於上月底已發出通
告，勸喻員工接種新冠疫苗，並會向完
成接種者發放1,000元獎金，至今約有
90%員工已完成接種或即將往接種，餘

下仍在考慮中。
他強調不會強迫員工，並稱「停工」

並非解僱，「目前仍在想，如果有人唔
願意接種該如何安排，例如是否有後勤
工作？會不會集中於同一店舖？」
張家豪重申，公司只是希望保護員

工，因員工是同枱用膳，如有感染，理
論上整間店舖全部一齊「中招」，食客
亦要確保有良好的環境。
平機會主席朱敏健表示，近兩日接獲

十多宗有關僱主要求接種疫苗的查詢，
但未有正式投訴。他認為，接種疫苗後
可獲更好待遇，但不接種不應有較差待
遇，若有員工因拒絕接種疫苗而被解
僱，有可能觸犯《殘疾歧視條例》中的
間接歧視，故會按具體情況處理每宗投
訴。至於政府建議的「疫苗氣泡」造成
的待遇差別，是合理及有需要的，措施
本身可豁免受歧視條例監管。

政府研食肆員工不宜接種可申豁免

從事建築工作的陳小姐
原本有意願考慮公司推廣的疫苗
接種計劃，但近日出現多宗孕
婦接種復必泰後流產的個案，令
新婚並計劃生小孩的她感到憂
慮，並會留待公布更多數據後才決
定。

周小姐表示，由於外婆即將入
住護老院，擔心她見不到家人
感寂寞。因應政府考慮放寬院
舍探訪安排，她打算與家人齊齊
接種疫苗，以便日後可以經常去
探外婆。雖然她仍害怕出現明顯的副
作用，但相信自己較年輕，身體亦健康，應該不會
有太大問題。

特區政府日前宣布，將擴大疫苗接種
計劃至涵蓋年滿16歲人士，香港文匯報
昨日在街頭訪問多名30歲以下的年輕
人，不少都認為基於「疫苗氣泡」之
下，接種疫苗可恢復院舍探訪及便利上
班等，樂意接種。不過，有市民則擔心
接種後可能出現的副作用問題，繼續採
取觀望態度。

飲食業從業員劉先生
表示，由於目前須每兩周接
受一次病毒檢測，對他而言
接種疫苗最大的誘因是便利工
作，可免除經常檢測的麻煩，對
自己的身體也有保障，上班更安心。
他希望愈來愈多港人接種疫苗，未來可憑「疫苗

護照」出外旅行，又表示對接種哪款疫苗沒有意
見，相信科興及復必泰兩款疫苗都符合安全標準。

健身業從業員陳先生表
示，他目前每兩星期要檢測一
次，持陰性報告才可以開工，
因此接種疫苗的主要考慮點為
免卻麻煩，但鑑於接種疫苗始終
存在一定後遺症風險，會再參考親
友意見再決定。

李嘉誠打針：你打咗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
即將推出的「疫苗氣泡」相關措施，有
專家認為有關概念放在家庭同樣適用。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昨日表示，
「疫苗氣泡」措施應以家庭為基礎，透
過接種疫苗減少家庭內的傳播情況。

對政府提出以「疫苗氣泡」為基礎的
防疫措施，梁子超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表示，政府應鼓勵市民以家庭為基礎，
相信市民為保護家人會更願意接種疫
苗，愈多家庭成員打針，可減少家庭成
員間的典型傳播，這比在食肆等場所做

「疫苗氣泡」措施更好。
他解釋，食店顧客多，又來自「五湖

四海」，難劃分已打針區域，或未能阻
截傳播風險。僱主要求員工打針才可開
工，則可能會造成勞資糾紛。
被問及政府下調接種疫苗年齡至16

歲，梁子超認為做法合理。事實上，香
港16歲至65歲的新冠肺炎確診者佔全港
個案的八成，其中20歲至30歲個案就佔
整體的一成半，在病毒傳播有重要角
色，特別隨着高年級學生復課，倘病毒
在學校傳播將難以處理。

梁子超：「疫苗氣泡」可以家庭為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特區政
府接獲廣東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
通知，由下周五（23日）零時起，已完
成接種兩劑疫苗滿14天的跨境貨車司
機，如透過「粵省事」微信小程式內的
「粵康碼」系統收到廣東省根據運輸署
提供的資料而發出的信息，在入境深圳
及珠海時只須持72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
明，毋須進行每日入境核酸採樣。

香港特區政府運輸署表示，因應新冠
肺炎疫情發展，粵港兩地政府一直在聯
防聯控的機制下，對疫情採取適當對應
措施，以確保日常物資及必需品供港的
穩定性，以及跨境貨車的通關安排及運
作暢順。隨着香港疫情緩和，政府會以
「疫苗氣泡」為基礎，調整各項防控措
施，包括為已成功完成接種兩劑疫苗滿
14天的跨境貨車司機提供通關便利。

就此，政府早前獲廣東省政府同
意，完成接種兩劑疫苗滿14天的跨境
貨車司機，可在繼續享有免檢疫的情
況下，逐步放寬現時每天的核酸採樣
要求。
至於未接種疫苗、未完成接種兩劑疫

苗、完成接種兩劑疫苗後未滿14天、或
「粵康碼」系統未顯示相關信息的跨境
貨車司機，在入境深圳及珠海時，除須

持72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仍須在每
日首次入境時接受核酸採樣。
根據運輸署記錄，現時約有1.1萬名跨

境貨車司機，當中逾7,000名為活躍司
機。截至前日，約有6,700名跨境貨車司
機已接種第一劑疫苗，而已接種第二劑
疫苗的跨境貨車司機約有5,700名，分別
佔活躍跨境貨車司機中的逾 90%及
80%。

聶德權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被
問到預計年輕人接種疫苗的意

慾。他說香港疫情相對其他歐美和東
南亞國家並不嚴重，加上接種計劃開
始後出現一些嚴重異常事件，雖然未
必與打針有直接因果關係，但會對市
民心理帶來影響和產生猶豫，最重要
是政府多作解釋。

盼為市民供打針誘因
「市民很多不是不打，而是說先
看一看、等一等，會不會有新的疫
苗，或者是不是這麽緊急，故政府
希望為市民勾畫出時間表及路線
圖。」他表示，除了健康原因不適
宜打針外，呼籲其他人士都應該盡
快接種。
聶德權解釋，因無論工作、經商、

探親抑或旅遊，香港均需要有高接種
率，如果社區沒有很強的防疫屏障，
當開放境外人員往來，加上有社區隱
形傳播者，隨時會有大規模爆發，屆
時又回到關閉活動場所的惡性循環，
而接種疫苗是最有效的預防方法。
他透露，政府除與內地及新加坡商
討通關，也與其他地方包括日本、泰

國、澳洲、新西蘭等接觸和商討，
「包括如果大家恢復往還，究竟接種
疫苗後，防疫安排等各方面可如何放
寬。」

將與供應商調整疫苗送達時間
就政府早前指會在今年9月底前完

成接種復必泰疫苗，聶德權表示，疫
苗接種中心的鋪排及人手等各方面的
配置都需要預先安排，加上復必泰疫
苗會在6個月內分批抵達，需視乎實
際接種及儲藏情況安排接種，「如果
疫苗運到後沒有地方放置，但又未完
成疫苗接種，政府會與供應商商討調
整疫苗送達的時間。至9月底會視乎
當時情況再處理，或可在醫療場所進
行小規模接種。」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出席建築

師學會一帶一路論壇致辭時表明，
「疫苗氣泡」是防疫工作的新方向，
疫苗接種計劃正在進行，計及私人診
所，有逾千個地點讓30歲及以上居
民接種疫苗，接種門檻也很快放寬至
16歲或以上市民，目前最需要做的是
加快疫苗接種的速度，並呼籲市民盡
快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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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出席建築師學會一帶一路論壇致辭時表明，「疫苗氣泡」是防疫工作的新
方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李嘉誠昨日接種新冠疫苗。 fb圖片

●黃家和昨透露，
政府正設計一張申
報表，讓因身體狀
況等原因未能接種
的食肆員工透過申
報以豁免接種。圖
為食肆員工戴口罩
工作。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