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短期內邀專家商打第三針
葉劉淑儀打三針抗體升逾兩萬 挺政府速為有需要者接種

世衞專家組早前建議已完成接

種兩劑科興或國藥疫苗的60歲以

上人士，接種第三劑以加強保

護。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12日表示，短期內將親自邀請專

家開會，討論何時啟動為特定群

組接種第三劑疫苗。香港疫苗顧

問專家委員會成員孔繁毅認為，

世衞的建議合理，但若要打第三

針，最好接種屬於mRNA的復必

泰疫苗。上月中已打第三針的香

港行會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她接種第

三針後抗體指數由兩位數升至逾

兩萬，疫苗也沒有不良反應，支

持政府盡快為有需要人士接種第

三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香港教育大學近日宣
布，將於明年1月1日起全面恢復面授課堂，並同時實
施新的防疫要求，包括要求所有教職員、學生、承辦商
員工、訪客、校園宿舍住客及宿生，必須完成接種兩劑
新冠疫苗，或每14天進行一次檢測，方可進入校園；逗
留少於4小時的訪客及12歲以下人士可獲豁免。
教大表示，將會推出網上匯報系統，供師生上載疫

苗或檢測記錄。訪客如進入校園，需事前向相關部門
申請，並於到訪當天出示有效的電子通行證。若因健
康理由而未能接種疫苗，師生可出示醫生證明，申請
檢測資助。校方會按個別情況考慮。
發言人補充，校方會密切留意疫情的最新發展，作

適切安排，一切以師生的健康及安全為首要考慮。

港疫下商貿總額首8個月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12日出席香港英
商會活動，闡述香港的營商環境及介紹
施政報告的商貿措施。

邱騰華：營商環境依然優越
邱騰華表示，香港在面對疫情衝擊

下，多項數據顯示營商環境依然優越，

特區政府亦將一如既往拓展貿易空間，
為業界注入活力。
邱騰華表示，香港擁有獨特和高度國
際化的優勢，香港商品貿易總額今年首
8個月總計達到65,099億元，是有史以
來新高；今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內地的駐
港公司以及初創企業數目都創新高，分
別達9,049間和3,755間，顯示香港在面

對疫情衝擊下，營商環境依然優越，是
企業設立或擴展業務的理想地點。
他表示，香港會一如既往，擁護自由
貿易和為企業拓展更多貿易空間，包括
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及亞太區經濟合
作組織事務，爭取盡早加入《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並且將增設海外
經濟貿易辦事處。

邱騰華亦重點介紹了施政報告中對中
小企出口商的支援。香港出口信用保險
局將推出多項加強支援中小企出口商的
措施，包括於明年年初以試行形式推出
「出口信用擔保計劃」、為中小企出口
商提供彈性賠償率以提升保險保障及加
快批額速度，令它們在爭取訂單和市場
份額上更具優勢。

教大明年1月復面授
師生須齊針檢測

香港12日新增4宗輸入性的新冠肺炎確
診個案，涉及兩男兩女，年齡介乎32

歲至58歲，全部已接種疫苗，並無病徵，
其中3人帶有變種病毒。

帝庭園太古廣場納強檢
另外，衞生防護中心正調查一宗外地確診
個案，涉及一名18歲男病人，他上月29日
在香港進行檢測呈陰性，本月1日乘搭航班
BA032往英國，兩天後在英國抽取的樣本呈
陽性。他曾在港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為審
慎起見，特區政府宣布他居住的何文田帝庭
園7座，及工作地點金鐘太古廣場二座31樓
被納入強檢公告。
另外，世衞專家組建議已接種兩劑科興或
國藥疫苗的60歲以上人士接種第三劑疫
苗。林鄭月娥12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被問到
相關建議時表示，短期內將親自邀請4名政
府專家顧問及衞生防護中心轄下委員會的專
家開會，研究什麼時候應啟動為一些特別群
組接種第三針。
她提到，目前香港的疫苗接種率仍未達七
成的目標，並不理想，但強制打針卻未必能
達到效果，必須靠社會合作。她呼籲市民說
服身邊人打針，若市民希望可與內地通關或
出外旅遊等，必須提高本港接種率。
統計顯示，自2月26日正式啟動新冠疫苗
接種計劃至10月11日，香港共有約454.1萬
名市民已接種第一劑疫苗，佔合資格免費接
種疫苗人數的67.4%；約429.5萬名市民已
接種第二劑疫苗，佔合資格免費接種疫苗人
數的63.8%。

孔繁毅倡打復必泰作加強劑
孔繁毅認為世衞的建議合理，因過往有研
究發現，滅活疫苗（即科興或國藥等），其
抗體水平濃度是mRNA疫苗的十分一，接
種6個月後保護率下降頗快，加上Delta變
種病毒肆虐，長者即使已打針，依然容易有
併發症甚至死亡，建議本港長者如打加強
劑，可接種屬於mRNA技術的復必泰疫
苗。
葉劉淑儀今年2月接種兩劑科興疫苗，上
月中抗體水平指數跌至僅59。她應邀打第
三針（復必泰疫苗）作臨床測試。她12日
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接種後至今身體並無大
礙，也沒有不良反應，上周前往驗抗體，指
數已上升至逾兩萬。她表示，自己接種第三
針後效果理想，認為應盡快為抗體指數大降
的長者優先接種，較高危的前線醫護人員等
也可考慮接種第三針。

袁國勇：首要接種前兩針
不過，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
座教授袁國勇則指，香港長者接種率低，
「（現階段）講打第三針無意義，最重要是
（先確保大部分人）接種完成前兩針，再討
論第三針。」
袁國勇認為，長者及曾接受器官移植的病
人或有需要打第三針。不過他強調，現階段
仍要先了解世衞的理據，以及海外地區的人
補打第三針後的反應及副作用，再向政府作
出建議。
他強調，研究接種第三針的時機很重要，
但對香港來說首要任務仍是鼓勵市民接種首
兩劑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有外國
商會聲稱香港採取「清零」政策，影響香
港的商業競爭力。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12日回應表示，已親自向各商會解
釋香港嚴格執行外防輸入的重要性，此舉
除有助爭取與內地正常通關，也能避免增
加社區感染風險，為醫院帶來無法承受的
壓力。她並認為，不會因一次公共衞生事
件，影響香港已建立數十年的金融中心地
位。

外防輸入旨促與內地正常通關
林鄭月娥當日出席行政會議前坦言，在

香港落戶的外國公司及其所屬商會對香港
採取的防疫措施存在憂慮，但她已多次說
明，並親自向這些商會解釋，表明香港維
持嚴格的外防輸入措施，旨在盡快與內地
正常通關，外國商會也同意與內地正常通
關對營商的重要性。她強調，現時香港
每日仍有外地輸入個案，如果沒有檢
疫，這些個案將全部進入社區，早前一
名機場工作人員確診，部門便需安排逾
400人入住竹篙灣檢疫中心作隔離檢疫，
100多人是其緊密接觸者，其餘300多人
是次緊密接觸者，「你可以想像，如果
（無檢疫）每日有五六宗（輸入）個
案，每宗有400人出來（隔離），醫院
可能無法承受此壓力。」
林鄭月娥認為，香港已建立數十年的金

融中心地位，不會因今次公共衞生措施所
影響，「香港的疫情管理非常好，市民每
天都能正常上班，禁足令及封城也未曾在
港實行過。」
至於何時才與中國內地正常通關，她表

明「說不定」，但政府正在努力，上月底
政務司司長率領政府團隊和內地專家對
接，內地專家已回饋意見，特區政府很快
會就其意見提出相關看法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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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香港特區政府12日公布，會向新冠
疫苗全球獲取機制（COVAX）捐
贈750萬劑尚未付運到港的阿斯利

康疫苗。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

解釋，香港目前已採購並認可作
緊急使用的 1,500 萬劑科興和復
必泰疫苗，在每人接種兩劑的情
況下，足夠供全港市民接種。
特區政府亦預期未來兩種疫苗

的供應穩定，早前購入的750萬
劑阿斯利康疫苗沒有需要付運到
港，故捐予有需要的國家和地
區。
她引述世衞最新公布指，全球

分配疫苗的情況仍極不理想。相
比起高收入和高中收入國家及地
區第一劑疫苗接種率已達80%，
但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及地區

接種率僅20%。
香港特區政府向COVAX捐贈

的 750 萬劑疫苗，將由 COVAX
預先市場承諾援助的合資格經濟
體接收，並於明年第二季前分批
付運。
陳肇始又指，特區政府會繼續

參與COVAX以獲取其他不能透
過雙方採購協議採購的疫苗，並
會在小心考慮香港需求和疫苗的
科學實證等因素後，才行使購買
疫苗權利。
政府亦會考慮專家意見，並參考

國際經驗和海外做法，繼續就採購
疫苗加強劑或新一代疫苗與藥廠磋
商，以期更有效應對變種病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
持續控制疫情，令市民早日恢復
正常生活，香港仍嚴守各項社交
距離措施。特區政府12日表示，
將刊憲延續現行大部分社交距離
措施的有效期14天，直至10月
27日止，並就健身中心新增兩項
「疫苗氣泡」安排。
新安排下，如果健身中心符合
各項包括通風標準等額外防疫要
求，可以在員工已完成接種疫苗
及參加者佩戴口罩下，放寬訓練
小組或課堂的分組人數上限至12
人，以及在所有員工及使用者均
已完成接種疫苗的情況下，容許

顧客在運動時毋須佩戴口罩。

健身業界歡迎放寬
健身業界對有關措施放寬表
示歡迎。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
員總會主席許慧鳳12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業界歡
迎政府的兩項放寬措施，認為近
期本港疫情穩定，偶有零星確診
個案，但未造成大規模社區爆
發，故是時候進行適度放寬，特
別是允許已打疫苗的顧客除口
罩運動，「戴口罩運動真係好
辛苦嘅，有啲劇烈運動直情做
唔到，放寬後顧客體驗會好好

多。」
她說，許多健身中心配有桑拿設
施，未包括在今次放寬措施之內，
對此她表示理解，因為蒸氣房始終
有換氣方面的隱憂，建議政府在下
一階段考慮逐步放寬。
至於現行的其他防疫措施，則
維持不變。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
局發言人表示，現時在國際間流
行的變異病毒株傳播力極強。即
使香港已實施極嚴密的外防輸入
措施，仍有機會出現少數本地個
案。為防止疫情在社區爆發，有
必要維持大部分現行的社交距離
措施。

員工顧客打齊針 健身中心內可除口罩

捐贈阿斯利康 陳肇始：港疫苗足夠接種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響應政
府疫苗接種計劃，鼓勵市民打針，香港機
管局送出由國泰航空及香港快運（HK Ex-
press）贊助各2.5萬張經濟客艙機票，合
共5萬張機票作大抽獎，目的地包括歐
洲、美國、加拿大、日本及韓國等，得獎
名單於12日公布，參加者可於兩間航空公
司網站查閱得獎名單，各得獎者亦會收到
中獎電郵通知。
國泰航空贊助送出機票共有50個目的
地，HK Express共有14個航點，均由香
港出發，參加者登記參加抽獎時，可選擇
喜歡的目的地組別，但獲贈機票的目的地
會由航空公司分派，最多只可中一張機
票。得獎者已於10月5日由電腦隨機抽
出，所有得獎者亦於10月8日透過已登記
的電郵地址收到由航空公司發出的得獎通
知。得獎名單亦於12日分別於國泰航空及
HK Express的網站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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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始解釋陳肇始解釋，，香港目前的科興香港目前的科興
和復必泰疫苗足夠供全港市民接和復必泰疫苗足夠供全港市民接
種種。。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林鄭月娥表示，
短期內將親自邀請
專家開會，討論何
時啟動為特定群組
接種第三劑疫苗。
圖為接種科興的官
涌體育館社區疫苗
接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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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區政府
表示，就健身中心
新增兩項「疫苗氣
泡」安排。圖為健
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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