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匯 要 聞A2
20212021年年66月月55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1年6月5日（星期六）

2021年6月5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黃健恆

疫苗獎賞停不了
商界豪擲千萬元獎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香
港旅遊發展局於本月1日推出的「賞
你遊香港」首批136個行程，所有名
額在4天內換領完畢。旅發局感謝市
民支持，並將於本月中公布第二批約

60個行程，各團名額有限，先到先
得。
旅發局去年首次推出「賞你遊香

港」，活動深受市民和業界歡迎，
帶動本地消費和旅遊，遂於今年5

月底再透過「旅遊．就在香港」
平台推出「賞你遊香港」，市民於
本地零售及餐飲實體店消費滿800
元，可換領本地旅遊團名額一
個。

「賞你遊」首批136行程速滿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蔡
競文）商界推出的疫苗獎賞計劃停
不了。新鴻基地產（新地）昨日宣
布推出總值逾 1,000 萬元的大抽
獎，在7月及8月連續62天、每天
送出92份豐富獎品，得獎者將超過
5,700人。香格里拉集團亦推出抽
獎，送出一個適用於全球逾百間旗
下酒店的一年免費住宿。嘉民集團
的抽獎活動，大獎為價值逾50萬元
的Tesla Model 3 Long Range電動
車一輛。

新地抽獎贈iPhone 12
新地的「日日有獎抽」千萬元大

抽獎將分為公眾及員工兩部分，各
佔一半獎品名額。公眾抽獎歡迎所
有完成接種兩劑疫苗、年滿18歲的
香港永久性居民登記參加，其間每
日均有機會獲一部iPhone 12，連同
SmarTone 5G 100GB 一年月費計劃
（每日1個名額）、旗下價值2,000
元的酒店宅度假住宿套票（每日10
個名額）、旗下酒店的1,000元餐飲
現金券（每日10個名額）及1,000元

一田購物現金券（每日10個名額）
等。
新地員工抽獎部分，所有完成接

種新冠疫苗的新地或旗下公司的員
工（逾34,000名）可參加抽獎，獎
品及名額與公眾部分相同。所有獎
品由新地和郭氏家族一同出資。新
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表示，
希望日日大抽獎有助提高全港的接
種率，令香港可早日通關，讓社會
和經濟迅速復元，市民生活能盡快
回復正常。

香格里拉送一年免費住宿
香格里拉集團昨日表示，抽獎活

動將送出一年免費住宿（名額一
個），得獎者可在「通關」後於全
球76個目的地入住旗下酒店，包
括倫敦、巴黎、東京和新加坡的旗
艦酒店，以及香港的4間酒店。所
有年滿18歲、香港永久和非永久
性居民（包括持有香港工作簽證的
人士），並於活動截止前在港完成
接種兩劑新冠疫苗者均可參加是次
活動，暫定截止日期為8月31日。

嘉民集團亦宣布推出獎品總值逾
100萬元的抽獎活動，予所有於8月
31日或之前已全面接種新冠疫苗的
香港身份證持有人參加，結果將於9
月公布。大獎為價值逾50萬元的
Tesla Model 3 Long Range 電動車
一輛，登記及參加方法等詳情將於
稍後公布。

恒隆千元禮券贈員工
恒隆地產宣布推出總值逾1,000

萬元的措施 ，鼓勵集團員工及市
民接種疫苗。每位於今年9月底前
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合資格香港員
工，可獲1,000元恒隆電子購物禮
券及額外兩天有薪疫苗假期。若香
港員工的整體接種率今年10月 31
日前達70%，每位已打針員工將額
外獲得 3,000 元恒隆電子購物禮
券。
同時，任何市民只要於今年9月

底前完成接種兩劑疫苗 ，並於恒
隆商場單一消費滿100元，即可獲
發總值 200 元的恒隆電子購物禮
券。

在囚者最快下月中起可打疫苗
專家：院所內聚集比社區密集 須更高接種率達群體免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香港新冠疫苗接種計劃開展至今3個月，各群組也幾乎已覆蓋，

惟在囚者一直未被納入計劃，加上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或於9月後停

止運作，在囚者出獄後或錯過接種計劃。懲教署昨日在回覆香港

文匯報查詢時透露，最快下月中起為在囚者打針，並表示這是自

願性質。有專家認為，懲教院所內人群聚集情況比社區密集，須更高的疫苗接種率才能達到群體免疫，

故安排在囚者自願接種疫苗的工作實刻不容緩。更生者提到，院所內資訊流通程度較低，建議署方邀請

專家到院所講解打針的好處，以提高接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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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一再擴大疫苗接種計劃的對
象，惟在囚者一直仍未被納入計劃

內。就此，香港文匯報日前向懲教署查
詢，發言人昨日回覆表示，部門已就在
囚者自願接種疫苗安排聯絡相關部門，
計劃初步訂於下月中開始，屆時會由衞
生署派駐懲教署的醫生聯同具護理資格
的懲教人員，負責為在囚者接種，相關
的各項前期安排及訓練已經開始。

院所非完全與社區割裂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向香港文匯
報表示，懲教院所並非完全與社區割
裂，懲教人員放工後同樣會返回社區，
一旦社區有傳播鏈，懲教人員有機會把
病毒帶入院所，在囚者同樣有感染風
險，所以在囚者與一般市民同樣應該盡

快打針，並強調打針是「一個都不能
少」。
世界衞生組織此前指，需要有70%人

口完成接種新冠疫苗才可以達到群體免
疫，梁子超認為這指標並不適用於懲教
院所，「裏面有很多人，聚集密度比正
常社區高，一旦有人感染較易出現爆
發，院所達至群體免疫的接種率不止
70%至80%，要更高覆蓋率。」
梁子超補充，人群聚集雖有爆疫風

險，但可以在短時間內接觸大量目標群
眾亦是推廣疫苗接種的優勢，「部分在
囚者獲釋後未必立即有固定居所和職
業，部分更可能會從事邊緣活動，一旦
他們日後不幸染疫，個案追蹤或較具挑
戰，所以懲教署有需要及早安排在囚者
自願打針。」

倡專家到各院所開講座
在2008年獲選為「十大傑出青年」的
更生者姜炳耀多年來一直關注在囚者的
權益，並協助他們更生。他透露，在囚
者主要透過電視和報紙等媒介接觸資
訊，擔心他們有可能因為得悉有個別人
士在針後出現健康問題的報道而對打針
卻步。雖然懲教人員可向在囚者解釋，
但懲教人員並非醫學專家，未能提供全
面資訊，對幫助在囚者消除疑慮的作用
不大。
姜炳耀建議，懲教署邀請香港大學微

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中文大學呼
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等專家到各院
所舉行講座，向在囚者講解接種疫苗的
好處，方便他們作出是否打針的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
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已展開3個月，惟
接種率一直未達群體免疫水平。中
文大學醫學院前日公布的調查發
現，僅四分之一受訪者願意在未來
半年接種疫苗。負責調查的中大醫
學院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
院教授黃至生昨日表示，調查結果
反映港人打針意慾疲弱，相信未來
的接種水平仍會處於低位，建議政
府加強公眾教育，傳遞疫苗的正確
訊息。
黃至生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

示，受訪市民不願接種的原因包括

出現一兩宗針後「嚴重副作用」的
個案、本身有敏感問題，或期待更
好的疫苗面世等。他建議政府可發
布更多資料，令市民明白副作用機
率好低。
對特區政府本周二起只公布與疫

苗有關聯的死亡個案，黃至生認同
該做法：「冇潛在關係都公布，會
造成資訊大混亂，公眾見到好多無
關聯個案會有誤會，令佢哋唔想
打。」
他認為，仍有其他誘因可令市民

更踴躍接種疫苗，如放寬社交限
制、疫苗假期、疫苗氣泡等。不

過，他認為透過抽獎等方式吸引市
民接種與醫學倫理有衝突，國際上
的學者亦不贊成以金錢作誘因，只
會在公眾教育無效時才以抽獎等方
式「利誘」。
斥逾500萬元作疫苗獎賞計劃的香
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在接受
同一電台訪問時表示，疫苗對改善疫
情有明顯效用，每名市民都有責任接
種。商界希望協助政府提高接種率以
改善營商情況，故提出優惠及大抽獎
以吸引市民接種，目前已經有不少商
戶加入，抽獎為期兩三個月，會否延
長須視乎市民反應。

學者倡增公眾教育傳正確訊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特區
政府推出的「疫苗氣泡」政策，容許
Ｄ類食肆舉行最多100人的宴會，但
前提是員工及賓客全部已經接種疫
苗。有準新人昨日表示，該政策下搞
婚宴仍困難重重，最大問題是賓客未
必配合打針，尤其一些長輩抗拒打
針，唯有押後婚期，「無理由強迫他
們因為要參加我哋婚宴而去打針。」
有婚禮策劃公司表示，疫下新人「變
招」，多數改為鋪張地搞過門儀式，
晚宴則取消，令婚宴及婚禮生意大縮
水。
香港結婚節暨婚紗展昨日舉行，吸
引不少準新人到場。甘先生昨日入場
希望為婚禮啟發靈感，但疫情下的婚
宴限制多，暫時無意在今年「拉埋天
窗」，「起碼都要一兩年後，主要是
因為現時疫情仍然持續。」

長輩拒打針 只能押後婚期
雖然在「疫苗氣泡」下，D類食
肆可以舉行100人宴會，但所有出席
人士都要打針，甘先生直言可行性
低，「親友當中不乏長者，無理由
強迫他們因為要參加我哋婚宴而去
打針。」
他說，疫下搞婚宴是見步行步，
「最快下年先搞，但未知到時疫情是
否仍然存在，所以要睇到時的情況決
定婚禮規模，大有大搞，細有細搞
啫！」
劉先生打算與女朋友明年結婚，
但擔心屆時疫情仍然持續，限聚令
仍未放寬。他說，在「疫苗氣泡」
下需要接種疫苗才能舉行宴會，自
己不覺得麻煩，但擔心賓客會否配
合，「親戚裏面有部分是長者，未
必適合接種疫苗，亦無法強迫未接
種人士為咗我哋的婚禮而打針。」
他說，若明年的「疫苗氣泡」沒有

大幅放寬，會按出席人數決定婚禮
的規模。

新人刪晚宴 婚禮業慘淡
準新人卻步，影響了婚禮業生

意。婚紗攝影公司負責人陳小姐表
示，今年結婚展的入場人流按年大
減九成。由於宴會人數在限聚令下
受限制，即使有「疫苗氣泡」亦難
以實行，加上經濟不景，大部分新
人都選擇縮短儀式，刪除晚上的宴
會，改為大搞過門及註冊儀式的規
模，減少成本的同時也避免人多聚
集。
她說，公司一直以海外婚紗攝影為

主，但疫情下大家無法前往目的地，
因此在疫情期間在香港發掘一些特色
郊外打卡點，進行婚紗拍攝，如南生
圍、流水響等，均受準新人歡迎。
有部分客人在疫情前已經預約海外

攝影，礙於封關政策無法如期進行，
故公司將免費為受影響的客人無限次
改期，亦會與他們安排應變措施。
陳小姐相信，目前疫情已經緩和，

加上疫苗接種率持續提升，未來生意
將會恢復正常。
中式裙褂禮服參展商代表鄺小姐表

示，今年結婚展的人流依然「小貓三
四隻」，生意更是慘淡。以往新人都
會定製或租用中、西式兩種禮服，主
要是在宴會上換裝穿着，但疫情下不
少新人取消晚宴，只有註冊、過門儀
式，因此該店的晚禮服生意大減。
她說，由於中式裙褂在傳統過門
儀式中是必需品，因此在疫情下仍
能夠保持三成生意，但由於宴會取
消，禮服生意大跌逾五成，整體生
意額僅維持過往一半。
她希望特區政府為婚禮業提供支

援，以及提供更多誘因提升疫苗接
種率，讓宴會能夠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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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結婚節暨婚紗展昨日舉行，有準新人到場了解各種婚禮套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部分懲教署人員早前已獲優先接種疫
苗。 資料圖片

●●懲教署回覆香港文匯報懲教署回覆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透露查詢時透露，，最快下月中最快下月中
起為在囚者打針起為在囚者打針，，並表示並表示
屬自願性質屬自願性質。。圖為壁屋懲圖為壁屋懲
教所教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