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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萬劑復必泰 唔打晒就嘥晒
4個月內不接種會過期 日後供應商或不供貨給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為抗擊新冠肺

炎，特區政府早前訂

購了1,500萬劑疫苗供市

民接種，當中包括將於9月

底前「到期」的750萬劑復必

泰疫苗，惟現時復必泰疫苗僅接

種了約110萬劑，意味近640萬劑

復必泰疫苗若未能在未來約4個月

接種，將造成大量浪費。有立法會

議員指，香港是少數有足夠疫苗讓

市民接種的地方，但擔心香港的疫

苗接種率低，最終浪費公帑，亦

浪費了世界資源。專家亦呼籲市

民盡快接種疫苗，以免之後短

缺或沒有選擇才排隊等接

種，甚至令供應商未必

願意供貨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
港疫情昨日再次出現本地「零確
診」，新增一宗確診個案為外地輸
入，患者為一名25歲從印尼來港
的女傭。該名女傭於前日乘搭國泰
航空CX798航班抵港，本身並無
病徵，但在本港的機場經檢測發現
確診，而其病毒量較低，亦未有驗
出變種病毒株。本港過去兩周僅有
一宗不明源頭病例，衞生署衞生防

護中心仍在追蹤該名染疫男童的感
染源頭。
衞生防護中心指出，由本月3日
至16日的14天只增加40宗個案，
當中32宗均屬輸入病例，餘下8宗
本地個案中只有一宗源頭不明，患
者為4歲男童，上周四曾到西醫工
會前會長楊超發位於青衣的診所求
診，診所職員經檢測未發現染疫，
中心仍在追查男童感染源頭。

另外，衞生防護中心昨日提醒東涌
映灣園悅濤軒第十一座、柴灣興華
（二）邨豐興樓及深水埗福榮街37
號至39號三幢涉及變種病毒個案的
居民和工作人士，他們雖獲安排離開
檢疫中心，但由於早前宣布更新涉及
N501Y變異病毒株確診本地個案的
檢疫安排，今日須遵從強制檢測公告
進行病毒檢測，並要在衞生署公布有
關確診個案後自我監察21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華大
基因一名29歲員工一度被驗出帶新冠
肺炎病毒，衞生防護中心後來指懷疑
樣本受環境污染。政府專家顧問、香
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
日表示，該名員工並非真正感染新冠
病毒，或因華大基因的實驗室做病毒
DNA研究，使該名員工受實驗室的環
境污染，認為屬個別事件，再發生的
機會非常低，毋須擔心事件會引起實
驗室有大型傳播。

受DNA污染 再發機會極低
袁國勇昨日早上分別到安球醫學化

驗所和華大基因實驗室巡視，他其後

表示，華大基因實驗室旁邊設有休息
室，而實驗室有進行病毒DNA研究，
實驗室的空氣會與休息室的空氣互相
流動，使病毒DNA有機會污染休息
室，相信該員工是受新冠病毒DNA污
染，屬於個別事件，認為再發生的機
會非常低。
他指出，該名29歲員工入院後所有
測試均呈陰性，沒有任何病徵，沒有
任何接觸者感染，驗血報告也沒有炎
症反應，肺片也清晰，有理由相信不
是真正感染。
他解釋，員工不時會留在實驗室過

夜，睡着後口罩或會移了下來，當空
氣有病毒DNA，有機會吸入身體內，

因而被病毒DNA污染，而這些病毒
DNA很穩定，可在鼻和喉嚨維持一段
時間，該員工翌日下午到元朗採樣站
接受檢測，可以在這情況下出現一個
DNA污染，結果驗出初步陽性。
袁國勇強調，病毒DNA較病毒RNA

穩定，可以在空氣內停留數星期，但
DNA的傳染機會極微，認為毋須擔心這
件事件會引起實驗室內大型傳播，重申
安球和華大基因兩所實驗室的運作良
好，不論是環境還是操作均合規格。

倡長開紫外光燈清除DNA
他表示，暫時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港

大團隊已取得環境樣本，惟化驗需時，

暫未有結果，建議實驗室與其休息室在
晚上無人時也開着紫外光燈，將病毒
DNA殺死清除，減低員工被污染的風
險。

袁國勇：華大基因員工非真正染疫

本地再「零確診」僅一印尼輸入

新冠疫苗接種計
劃開展以來，仍有
不少市民抱觀望態
度，以致接種率未如理
想。有市民認為，等待第
二代疫苗面世才接種，相

信會更安全。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昨
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第二代疫苗主
要是加強劑，即第三針，暫未有數據顯示直接接
種第二代疫苗的效用，呼籲市民盡快接種首兩劑
疫苗。
特區政府為提高疫苗接種率，推出多項以疫苗

氣泡為基礎的放寬措施，惟不少市民仍然持觀望
態度。崔俊明表示，雖然復必泰和莫德納已着手
研發第二代疫苗，但指第二代疫苗主要是加強
劑，暫未有數據顯示直接接種第二代疫苗的效
用，呼籲市民盡快接種首兩劑疫苗，「不要等到
首兩劑都打不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新冠疫苗接種計劃至昨日已展開81天，
特區政府已為市民接種共約198萬劑新

冠疫苗，其中復必泰疫苗已接種約 110 萬
劑，僅佔全部復必泰疫苗的14.7%，科興則
接種了約 88 萬劑，佔全部科興疫苗的
11.8%。
不過，特區政府早前已指出，復必泰疫苗保
存期有限，抵港後只能保存約三四個月，考慮
到有關情況，特區政府只計劃維持社區疫苗接
種中心運作至今年9月底，市民若有意接種復
必泰疫苗，須最遲在8月底前打第一針。
至於科興疫苗，由於儲存期較長，市民仍可
到私家醫生及醫管局普通科門診接種。換言
之，若香港未來約4個月未能使用近640萬劑
復必泰疫苗，有關疫苗將等同浪費。

葛珮帆倡公僕醫護等帶頭打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葛珮帆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擔心香港的
疫苗接種率低，以致有疫苗被浪費，「不單單
是浪費金錢，疫苗也是世界資源，因為疫苗有
期限，不可說捐出便捐出。」
她表示，特區政府訂購兩款疫苗讓市民選
擇，也是少數有足夠讓所有市民接種兩劑的疫
苗的地方，認為全球疫情反覆，越多市民接
種，對防疫抗疫越有幫助，呼籲市民盡快接種
疫苗。
她建議，政府應強烈呼籲公務員團隊、醫護
等接種疫苗，走多一步，起示範作用，而社
團、商會等也應鼓勵其會員接種疫苗，起帶動
作用。

崔俊明：放寬12歲以上接種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建議放寬接種疫苗年齡。他指
出，外國開始有數據顯示，可讓12歲或以上
人士接種復必泰疫苗，其安全性、副作用和免
疫反應與成人差不多，認為可放寬接種疫苗至
12歲或以上，因為學生上學會有較多接觸，而
青少年有慢性病的人數相對較少，相信讓他們
接種疫苗是適合的。他亦呼籲市民應盡快接種
新冠疫苗，外展隊和一些組織也應主動出擊，
幫助市民接種。

袁國勇憂影響將來疫苗供應
政府專家顧問、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
座教授袁國勇昨日再次呼籲市民，應趁9月
前仍有兩種疫苗選擇，盡快接種，千萬不
要以為香港有機會清零，就不接種疫苗，
他指出這是錯誤想法，又說香港的疫苗接
種率低，不但有機會造成浪費，他更擔心
有可能影響疫苗供應，強調很多地方的政
府都有錢買疫苗，供應商為何一定要供應
疫苗予香港。
他重申，自己過去曾指出，如果香港不做
好預防工作，將有兩成人口即150萬人受感
染，如果當中1%的人死亡，即有1.5萬人。
袁國勇說，當時有人反駁他，指他的言論是
危言聳聽，但今日情況顯示，類似的情況在
美國及印度正在發生，所以他呼籲市民，不
要因香港的死亡率低就對防疫鬆懈而選擇不
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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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等「第二代」疫苗
專家：盡快打首兩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台
灣疫情日趨嚴峻，近日確診個案
以三位數字增加，香港特區政府
進一步收緊從台抵港人士檢疫及
檢測要求，除禁止非香港居民從
台灣入境外，所有登機當天或之
前14天曾逗留台灣的港人須持陰
性檢測證明；抵港後須在指定酒
店檢疫隔離21天，已完成接種疫
苗人士則須檢疫14天。呼吸系統
專科醫生梁子超昨日在電台節目
上表示，無論是否有打針，都應
對台抵港人士實施21天檢疫。
梁子超分析指出，台灣疫情在

短時間內升溫，本地個
案升得好急且涉及變種
病毒，有機會早於 4月
已經開始在當地傳播。
他指台灣疫苗接種率
低，因而群體免疫能力
都十分低，認為香港特
區政府的確需要留意，
如在外防輸入方面有任
何疏漏，「手尾可以很
長。」他建議特區政府
應不論是否已接種疫苗，均劃一
要求所有從台灣抵港人士強制檢
疫21天會較為穩妥。他並認為早

前已從台灣回港人士或已受感
染，如有特別病徵要盡早檢測，
避免影響家人及社區。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公
布，收緊阿根廷、意大利、日本、肯尼
亞、馬來西亞、荷蘭及新加坡到港人士
的登機及檢疫要求，5月21日起開始生
效。

禁曾逗留7國非港人入境
所有在登機當天或之前14天曾逗留相

關地區的人士，須於登機時出示預定起
飛時間前72小時內進行的核酸檢測陰性
結果證明，以及其在香港指定檢疫酒店
預訂房間的確認書。
抵港後，他們須於機場接受「檢測待

行」安排，確認檢測陰性結果後須乘搭
政府安排的專車前往指定檢疫酒店進行
強制檢疫。根據適用於B組和C組指明

地區的要求，曾逗留上述地區的非香港
居民將不會獲准入境。
曾逗留相關地區未完成接種疫苗的

抵港人士，須於指定檢疫酒店強制檢
疫21天，其間接受4次檢測。曾逗留
相關地區已完成接種疫苗的抵港人士
則須於指定檢疫酒店強制檢疫14天，
其間接受 3次檢測，其後 7天自行監

察，及於抵港第十六天和第十九天接
受強制檢測。
政府表示，鑑於海外多個地區疫情持

續不穩，加上更高傳染力及可能引致更
嚴重情況的變種病毒株廣泛傳播並出現
爆發，經密切監察相關地區疫情發展及
對本港可能構成的輸入風險後，政府將
上述地區列為高風險的B組指明地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
區政府正與建造業界等籌備推行外展接種
疫苗服務，香港建造商會會長林健榮昨日
估計，最快可在本月底開展首個試驗，暫
時選址為東九龍區地盤，希望可在範圍較
大的地盤提供外展接種，同時讓在周邊地
盤工作的工友前來打針，既為工友提供便
利，亦可令疫苗接種更具效率。

每次只提供一款疫苗
林健榮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表

示，現時計劃每次只提供一款疫苗供工
友接種，並擬讓工友於下午接種疫苗，
讓他們打針和休息後可以直接回家，毋
須特意請假。
他表示，不是每個地盤都可提供接種

服務，大型基建工程的地盤設備較佳，
具備大型會議室，有足夠空間作為外展
接種疫苗場地。承建商對外展接種服務
反應積極，部分承建商也反映地盤工人
對計劃表示支持。
另外，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

德日前接受傳媒訪問時建議，政府可採
取獎勵方式鼓勵市民接種疫苗，如參考
外國做法，接種疫苗市民每星期可參加
一次抽獎，「頭獎有100萬元、二獎50
萬元、三獎20萬元，相信會吸引到好
多人去接種。」他認為政府可以牽頭，
「因政府有獎券基金、香港賽馬會，大
家都有責任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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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馬日7國周五列高風險區

梁子超：台抵港者應劃一強檢21天

●袁國勇（左二）表示，華大基因員工
並非真正感染新冠病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特區政府指出，復必泰疫苗保存期有限，若香港未來約4個月未能使用近640萬劑復必泰疫苗，有關疫苗將等
同浪費。圖為復必泰疫苗接種中心之一，香港荃灣荃景圍疫苗注射中心。 資料圖片

●梁子超表示，無論是否有打針，應對台抵港
人士實施21天檢疫。圖為從台抵港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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