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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新加坡允接種中國疫苗

廣州六區全員核檢 荔灣封控有序
無人車隊進區送物資 全力保障生活用品供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州

從3日起對位於荔灣區南部面積46.2平方公里的

芳村片區實施整體封控。除荔灣區外，廣州多個

區陸續啟動全員核酸篩查工作。4日，廣州越秀區、天河區、白雲區等先後發布消

息，開展全員核酸檢測篩查。至此，廣州中心城區越秀區、荔灣區、天河區、海珠

區、黃埔區以及白雲區六個全部開展全員篩查工作，涉及人口1,200多萬。

一個檢測點一天完成3000採樣

高福 張文宏：疫苗至少給你提供一個最基礎的免疫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這個病毒越來
越看起來將流感化，它來回變，變了後，你的疫
苗還管用嗎？疫苗至少給你提供一個最基礎的免
疫。」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主任高福4日在2021浦江創新論壇之全球健康與
發展論壇上說。高福進一步說明，像流感為何要
打疫苗，是為了減輕疾病負擔，疫苗給我們提供
了基本的基礎免疫。

只要有病例就不能說消除
是不是一定需要疫苗才能戰勝所有的傳染病？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在視頻
演講中說，事實上也不一定都是這樣，人類歷史
上，有無數的感染性疾病跟人類共存，無數的病
毒、細菌、真菌跟人類共存，大多數情況下，人

類是通過很多年的時間，跟病毒共進化，最終疾
病會在人類社會中生根，同時人類也獲得對付它
的能力。
但張文宏指出，對於一些特別厲害的傳染性疾
病，比如天花、霍亂、鼠疫，如果我們不採取特
殊的疫苗措施或者公共衞生措施，或者治療措
施，我們就會碰到很大的問題。
對於新冠病毒，張文宏說，如果不採取疫苗的
接種，就得採取非常嚴格的公共衞生措施，「傳
染病歷史上大家經常講的一句話是：只要世界上
還存在一例這樣的病例，我們就不能說我們已經
消除了這個傳染病，也就是說一旦國門打開，我
們仍然會面臨極大的風險。」
群體免疫是否行得通？張文宏分析說，如果按
照過去沒有非常強有力的現代公共衞生策略，同

時沒有非常嚴格的疫苗普遍接種的情況，最終我
們需要長達數十年的時間，才可以真正獲得群體
免疫相當的水平，「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很長的
時間，才能達到與這個病毒可以共存，同時不會
引起大量人死亡（的水平）。」

對付新冠病毒須接種疫苗
在這種情況下，世界各個國家都加大了疫苗的
接種。張文宏介紹了以色列的情況，「疫苗的廣
泛接種，會成為我們今天在公共衞生策略以外最
有效的一個措施。」
張文宏強調，如果一個疾病傳播率非常之廣，
我們就必須進行疫苗的接種，「從傳播的水平，
以及從疾病引起的病死率兩個角度來看的話，新
冠必須進行疫苗的接種。」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及《海峽時報》報道，越南衞
生部4日最新消息，越南衞生部批准中國國藥集團新冠肺炎
疫苗在越南緊急使用的決定，以滿足越南當前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迫切需要。
在越南中央衞生和流行病學研究所提出申請後，越南衞生

部副部長張國強於3日簽署了關於有條件批准該滅活疫苗在
越南緊急使用的決定。此次獲批的疫苗由中國國藥集團下屬
的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生產。
截至6月3日，越南累計報告新冠本土確診病例8,115例、

累計死亡49例。
在世衞組織日前批准中國科興生物的新冠疫苗緊急使用

後，新加坡允許私家診所通過「特別採用程序」引進科興疫
苗，衞生部昨日宣布，民眾若因過敏症，而未能接種輝瑞和
莫德納疫苗，可獲政府全額補貼接種科興疫苗。新加坡衞生
部稱將挑選20間私家診所，批准為民眾接種科興疫苗，診所
從昨日起至本月11日，可申請使用已運抵新加坡的20萬劑。

香港文匯報記者4日在封控區域內走訪，雖然
3日下午封控政策發布後，荔灣區花地街道

的居民短時間內出現了搶購食品和生活用品的現
象，但到了4日，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居民們
紛紛排隊購買肉菜，秩序井然。「聽說政府會給
每個街道定向配給肉菜，但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菜品會不會是自己的『心水』，所以還是要去做
一些儲備。」市民陳先生表示。

56供應點豐富居民餐桌
街坊鄰居也在互幫互助，哪家店停售了，哪家
店還有餘菜，街坊互通信息。怡芳苑小區的業主
群原本只有兩三百人，4日當天不斷有街坊加入，
很快達到500人「滿群」的規模。
除中高風險的白鶴洞等街道，封控區內其他街
道居民，每家只可1人外出購買生活用品。茶滘
市場是周邊多個街道中唯一一個正常營業的菜市
場，記者看到，現場只有葉菜、豬肉、凍肉等少
數幾個品種，居民排起長隊購買。花地街附近的
百佳超級市場4日上午發出通知，由於疫情管
控，員工無法回店上班，超市暫停營業。當日下
午，廣州迅速採取措施，多個連鎖超市重新開門
營業，並補充了物資。
4日廣州市政府新聞辦發布消息，廣州多措並
舉，在封控、封閉區域設置56個物資供應點，並
將公交車改造成無接觸售賣車，增加售賣點，補
充物資供應盲點。廣州市國資委負責人表示，已
進一步增加人手，其中，4家市屬國企對接荔灣區
中封閉及封控的6條街道。為豐富品類，廣州發
動線上線下保供企業，增加物資供應點和種類，
至4日下午供應點已增加至56家。同時，增加水
果、臘味、粽子等30多個品種的食品食材供應，

豐富居民餐桌。

「無人機」一次投放200公斤
不僅如此，廣州還加快布局「科技保供」，廣

州組織億航、京東集團、文遠知行、百度阿波羅
等企業，對配送困難的區域，啟用「無人車」
「無人機」配送物資。其中，一架「無人機」最
高一次可以投送200公斤，一輛「無人車」最高
一次可以投送500公斤。
據文遠知行現場工程師介紹，如果是人工配

送，工作人員在抵達中高風險地區後，健康碼很
容易由「綠」轉「黃」，給接續工作帶來很多不
便，採用無人駕駛車輛配送就能解決這個問題。
文遠知行參與此次配送的是無人駕駛小巴和無

人駕駛出租車，這兩款車此前為搭載乘客開發，
接到配送任務後臨時調整座椅，改裝成貨用車。
兩款車均不配備任何人員，可以實現在封控區域
內全自動駕駛。由於無人車是為公開道路而設
計，車輛有嚴苛的安全設計。疫區中人員和車輛
均較少，更利於無人車開展配送工作，安全性有
保障。

必須遵守規定不能隨意出入
珠江隧道、洲頭咀隧道和鶴洞大橋是芳村通往

廣州主城區的3條主要通道。4日上午，仍有車輛
試圖嘗試進入，但值守交警未放行。一位廂式小
貨車女性司機說，她3日下午從海珠區運貨到芳
村，卸完貨返回時，剛好遇到交通管制，無法回
到公司。3日晚，她在芳村一家酒店住了一晚。
「我不能天天住酒店，開銷太大。」她向交警申
訴道。交警表示，疫情防控是很嚴肅的事，必須
遵守規定，不能隨意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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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截至4日
下午，黃埔區共計布置 86 個核酸臨時檢測點。橫沙社
區羅氏大祠堂是其中一個採樣點，上午，當地下起了
大雨，現場準備了多個遮陽棚供排隊居民避雨，社區
志願者為了保障民眾順利掃碼，啟用多部手機在現場
備用。據悉，該採樣點中午不休息，採樣持續到晚上
24時，預計一天可以完成 3,000 人採樣。
核酸篩查任務增加，廣州各大醫院進一步增派力

量。當日下午，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派出150名醫護
人員，前往越秀區、黃埔區開展篩查工作。至此，加
上前期派出的171人，該院總共派出了320多人的核酸
採樣隊伍。

核酸篩查是迅速控制疫情的重要措施。據廣州市衞健
委網站公布，2021年6月3日0時至24時，廣州市新增
境內確診病例6例、由原已公布的無症狀感染者轉確診
病例2例，新增境外輸入確診病例2例。自5月21日廣
州報告新增境內確診病例以來，廣州已累計報告境內陽
性病例77例，其中境內確診病例64例，境內無症狀感
染者13例。
為了提高核酸檢測能力，6月3日晚，由廣州實驗室

聯合國家呼吸醫學中心、廣州呼研院等單位聯合共建
的四組「獵鷹號」氣膜實驗室在廣州體育館全部啟
用，四組「獵鷹號」氣膜實驗室日核酸樣本檢測產能
可達12萬管。

●廣州從3日起對位於荔灣區南部面積46.2平方公里的芳村片區實施整體封控。廣州中心城區六區全部開展全員篩
查。圖為無人駕駛車輛在荔灣區芳村疫區運送物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台灣疫情持續嚴峻，昨日新增472宗新
冠病毒本地個案，包括 133 宗「校正回
歸」病例，再多 21 人死亡。疫情遲遲不
能受控，根源是民進黨當局抗疫荒腔走
板、漏洞百出，更重要是以政治理由排拒
內地疫苗，漠視民眾的防疫需要，還將抗
疫不力的責任推卸給大陸。防疫政治化暴
露民進黨當局「以疫謀獨」喪心病狂，
完全漠視台灣民眾的安康福祉，必被民意
唾棄。民進黨當局事事政治化，和香港攬
炒派分子阻撓特區政府的防疫抗疫措施、
抹黑疫苗接種的手段如出一轍，就是將自
身利益凌駕在民眾的健康之上。台灣疫情
因「人禍」而爆發，值得港人深思。

隨着疫情持續高燒不退，台灣全島各縣
市都已有確診病例，苗栗縣一家半導體廠
累計 50 多人陽性，島內多家科技企業近
日被迫紛紛停工、停業，導致人心惶惶。
民進黨當局的抗議策略嚴重滯後，缺乏
大規模篩檢、入境政策「雙標」、隔離措
施鬆懈，近日更爆出台灣當局的人流限制
措施形同虛設，疑似出現赴美接種疫苗的
「逃亡潮」，隨時會進一步令疫情惡化擴
散。

抗疫不力之下，民進黨當局藉着所謂的
「校正回歸」玩數字遊戲，聲稱出現「校
正回歸」是因為地方政府的行政作業流程
塞車，造成數據無法即時確切呈現云云。
但島內外輿論均認為這是民進黨當局藉着
增列一個項目令確診數字看起來「少一
點」的把戲。例如上月 22 日台灣單日新

增321宗本土病例，但同時另有「校正回
歸」個案400宗，後者比前者更多，被島
內輿論批為笑柄。

更令人髮指的是，在島內疫苗一劑難
求、大陸一再釋出善意的情況下，民進黨
當局反而大搞「疫苗政治」，一方面不斷炒
作大陸疫苗「不安全」，挑唆民眾「拒打
大陸疫苗」；另一方面又捨近求遠把希望
寄託在美國等「盟友」身上。

台灣疫情爆發以來，大陸多次表示願意
盡最大努力幫助台灣同胞應對疫情，願意
向台灣提供大陸疫苗，上海復星醫藥集團
也表示願意將其參與研發和代理的復必泰
疫苗服務於台灣民眾。但半個多月過去，
民進黨當局編造出種種藉口，對大陸疫苗
輸台橫加阻撓，導致島內染疫人數和死亡
人數節節攀升。即使世界衞生組織將大陸
疫苗列入緊急使用清單，民進黨當局仍然
把大陸的好意當成「假好心」，甚至對地
方政府、民間機構從大陸採購疫苗的努力
也禁止。民進黨置島內民眾「採購大陸疫
苗」的高漲呼聲和實際需要於不顧，只顧
政治操弄、罔顧民眾生命健康。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指出，台灣民眾都
明白，當前只有接受安全高效、數量充足
的大陸疫苗才能有效抵禦病毒侵襲，難道
民進黨當局的政治生命比台灣民眾的生命
還重要？是早一天建立島內民眾免疫屏障
重要，還是繼續玩弄兩岸政治對抗的把戲
重要？民進黨當局必須向廣大台灣民眾作
出回答。

民進黨當局抗疫政治化害台累民
攬炒派政棍無視警方反對昨晚集會的禁令，肆

無忌憚鼓吹及煽動市民參與非法集會，其中兩人
率先被警方拘捕，包括「支聯會」副主席鄒幸
彤。攬炒派政棍知法犯法，警方果斷執法，合法
合理，發揮阻嚇之效，切實維護法治秩序。香港
國安法已經出台實施，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立法
圓滿完成，明確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確立
尊重國家憲制的新秩序，任何組織和個人鼓吹改
變國家根本制度、組織煽動仇視敵視中央政府的
活動，都屬危害國家安全、利益的嚴重行為，特
區政府、執法部門責無旁貸用好用足香港國安
法及相關法律，維護國家憲制秩序；廣大市民
更應看清「支聯會」反中亂港本質，堅決予以
抵制，正本清源，確保香港「一國兩制」實踐
行穩致遠。

警方於上月底已向昨晚的集會發出反對通知，
保安局和警方近日亦一再重申，不可參與、宣傳
或公布有關集會，但有攬炒派政棍對警方的禁令
置若罔聞，利用社交媒體大肆煽動市民參與相關
活動；有人甚至公然在旺角鬧市鼓吹有關非法活
動，更不理警方勸喻、阻礙警方執法。這些搞事
攬炒派政棍中有法律界中人，竟然漠視警方禁
令，不僅自己不守法，還千方百計煽動、教唆市
民參與非法集會，刻意挑戰法治，警方理所當然
要履職盡責，將目無法紀的違法者繩之以法。保
安局亦強調，任何人違反限聚令、公安條例或國
安法，警方會採取果斷行動，嚴肅依法處理。

香港回歸祖國，國家憲法與香港特區基本法
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香港作為直轄於
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當然要尊重國家主體
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尊重憲法確立的中國共產

黨的執政地位，切實維護憲制秩序是香港的基本
政治法律要求。任何組織和個人破壞憲制秩序的
行為都是違法的，都必須堅決予以禁止。香港國
安法第二十二條亦清楚列明，任何人組織以武力
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破
壞中國憲法確立的根本制度，都屬違法。

「支聯會」的政治綱領明目張膽鼓吹改變國家
根本制度，多年來舉辦花樣百出的敵視仇視中央
政府的集會和活動，不斷向港人「洗腦」，荼毒
一代又一代年輕人，惡意撕裂港人和國家的關
係，並以作為撈取豐厚利益的政治資本，埋下危
害國家安全、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的重大隱患。

香港國安法已經實施一年，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的立法也全面完成，昔日胡作非為、氣焰囂張的
攬炒派政黨、組織分崩離析，攬炒派政棍或受到
法律制裁，或畏罪潛逃海外。「支聯會」、鄒幸
彤之流的反中亂港組織、政棍還不收手，還變
花樣、自欺欺人組織煽動破壞憲制秩序、顛覆國
家政權的活動，其性質之惡劣，已不是違反限聚
令、公安條例那麼簡單，而是直接挑戰香港國安
法。特區政府必須依法從嚴處理，不容香港再存
在破壞憲制秩序的空間，切實捍衛國家安全利
益、保障香港繁榮穩定。

香港曾飽受政爭內耗的干擾，發展舉步維艱，
深層次矛盾積重難返，市民深受其害。如今迎來
由亂及治的轉機，廣大市民更要看清「支聯會」
煽動仇恨、損害香港與內地關係的本質，堅決抵
制「支聯會」及其組織策劃的一切活動，堅守
「一國兩制」底線，讓香港徹底走出政治泥淖，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同開創由治及興的新
局面。

嚴肅依法處理破壞憲制秩序的組織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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