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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力或強 15% 冬季面臨極大挑戰

英現Delta亞變種「AY.4.2」
單日確診飆至5萬
● 英國實行與病毒「共
存」，民眾盡情享受夜
生活。
資料圖片

英國新冠疫情顯著反彈，已連續兩周單日確診個案超過 3.5
萬宗，18 日更錄得近 5 萬宗病例，創 7 月中以來新高。科學家
發現近期出現愈來愈多從 Delta 變種病毒變異的「AY.4.2」亞變
種病毒個案，目前已佔英國確診個案約 10%，美國多個州份也
錄得相關病例。專家警告「AY.4.2」的傳染力可能較 Delta 變種
高出 10%至 15%，表示新冠病毒仍有很大變異空間，即使各地
的疫苗接種率持續上升，但現時仍不能掉以輕心。
學家指出，雖然「AY.4.2」亞變種佔
科英國現有個案的比例逐漸擴大，但擴

散速度並未如Delta變種剛傳入英國時快。
倫敦大學學院基因研究所所長巴盧表示，
若證實「AY.4.2」亞變種傳染力較 Delta
強，它便會成為目前傳染力最強的變種新
冠病毒。

統稱Delta+ 美現6宗個案
有媒體和專家稱英國近日疫情反覆，是
Delta 病毒的亞變種蔓延所致，並將其統稱
為 Delta+，英國維康桑格研究所所長巴雷
特則表示，雖然「AY.4.2」亞變種可能為
抗疫工作增加困難，但不認為這是英國確
診上升的單一原因，表示急需研究 Delta+
是否更具傳染力，又或是否具有避過免疫
抗體的特性。
美國近日也發現至少 6 宗「AY.4.2」確
診個案，分別於首都華盛頓及俄勒岡州等
州份錄得，暫未發現快速蔓延趨勢。美國
近日確診病例、住院和死亡人數均有下降
跡象，隨着疫苗接種率上升和啟動加強針
計劃，官員期望疫情高峰已經過去。但哈

● 英國連續兩周單日確診個
案超過3.5萬宗，18日更錄得
近5萬宗病例。
資料圖片

佛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流行病學家哈納奇
指出，新冠病毒仍會持續進化，下一種
被列為「需要關注」的變種病毒，極可
能是Delta的亞變種。
《華盛頓郵報》指出，病毒變種一般會
出現兩個根本性改變，包括使病毒更容易
傳播，以及避開人體免疫系統，即避過由
疫苗或感染產生的抗體。史丹福大學傳染
病研究教授謝弗表示，對於新型變種，最
重要是了解它們如何影響疫苗效力。
英國近期疫情明顯反彈，18日錄得逾4.9
萬宗確診，按周增加16%，是Delta變種病
毒在英國爆發以來的單日確診新高，近日
住院和死亡人數也有上升趨勢，最新數據
顯示上周共有5,561人入院，較前一周增加
6.9%，確診 28 天內疫歿的人數為 869 人，
上升 11.4%。英國首相約翰遜發言人表
示，預計感染人數在冬季期間會持續上
升，未來數月將面對極大挑戰。雷丁大學
細胞微生物學副教授克拉克表示，隨着新
學期學校重開，中學生的感染率上升，相
信與學生接種率低和解除口罩令有關。
●綜合報道

星近 4000 確診創新高
美上調旅警至最高級別

● 新加坡 19 日起容許來自美國等 8 個國家的旅客入
境。
法新社

● 日本未有就疫苗接種計劃建立全國統一
資料庫。
資料圖片
日本政府原本計劃透過推出疫苗護照和
提高檢測能力，以便重啟經濟活動，不過
當地不單沒有統一的全國接種資料庫，加
上檢測能力仍然偏低，令重啟經濟計劃至
今仍未有細節安排，當地不少酒吧食肆決
定採取觀望態度，暫時未打算重新聘請早
前辭退的員工或訂購更多貨品。日本將於
本月 31 日舉行眾議院選舉，若重啟經濟計

劃受阻，勢影響首相岸田文雄及執政自民
黨的選情。
日本疫苗接種計劃大多由地方政府推
行，中央政府卻沒有建立全國統一資料
庫，導致很多城市自行推出疫苗護照，且
往往不是電子化，有衞生專家批評當局沒
有及早準備。此外，檢測能力不足亦成為
重啟經濟的阻力，雖然岸田表明會改善檢
測能力，但前任首相安倍晉三和菅義偉也
曾作出類似承諾，至今未見重大改進。
日本各大企業一向在年底舉辦「忘年
會」，這段時期屬餐飲業重要營業旺季，
但當局仍未公布明確的重啟計劃，令很多
商戶無所適從。在東京經營酒吧的西條真
弓表示，由於去年封城導致店舖停業，她
被迫倒掉過期啤酒，她原本寄望今年底的
旺季可帶動生意上升，但仍然不願冒險，
對是否從捷克訂購總值 4,000 美元的啤酒感
到猶豫。
●路透社

美擬准加強劑「溝針」

日疫苗護照計劃欠周詳 窒礙經濟重啟

美國正展開新冠疫苗加強劑接種計劃，
據政府消息人士指出，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FDA）擬容許民眾接種加強劑時「溝針」
（混合打針），可混合接種不同生產商製
造的疫苗。據悉FDA專家委員會更支持批
准使用 Moderna（莫德納）及強生的疫苗
加強劑。
政府消息人士稱，FDA 將宣布批准「溝
針」，民眾可選擇接種來自與首劑或次劑
疫苗不同生產商的加強劑，例如民眾首劑
接種強生單劑疫苗，就可接種輝瑞疫苗加
強劑。據美媒引述美國政府資助的一項試
驗初步結果指出，接種不同品牌疫苗產生
的抗體水平，會與接種同款疫苗看齊，甚
至可產生較多抗體。
《華盛頓郵報》引述一名華府官員指出，
當局考慮到部分護老院院友未必可接種與首
劑疫苗同款的加強劑，並且有部分人接種輝
瑞及Moderna等信使核糖核酸技術疫苗後，
或產生不良反應，因此計劃放寬「溝針」。
但FDA仍在考慮適用範圍，包括應否批准
廣泛人口「溝針」。
●綜合報道

新加坡採取「與病毒共存」的抗
擊新冠策略後，疫情持續嚴峻，近
期 多 次 錄 得 單 日 確 診 3,000 宗 以
上。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CDC）18 日宣布，上調對新加
坡的旅遊警示，由第 3 級升至最高
的第 4 級，指已完成接種疫苗的民
眾前往當地，仍有染疫風險。
根據 CDC 指引，在第 4 級旅警
的地區染疫風險極高，過去 28 天
每 10 萬人出現逾 500 宗病例，呼籲

臨床數據勝阿斯利康
法 Valneva 疫苗遭英撤單
法國藥廠 Valneva 18 日宣布，旗
下新冠滅活疫苗「VLA2001」的第
3 期臨床實驗數據顯示，相較英國
牛 津 ／阿 斯 利 康 疫 苗 ，
「VLA2001」 能 引 發 更 強 免 疫 反
應，且出現較少副作用。
英國政府曾向 Valneva 訂購一億
劑疫苗，上月卻在未有合理解釋下
取消訂單，英政府疫苗接種及免疫
委員會（JCVI）專家芬恩直言對此
感到不解，質疑政府的決定。
在全球研發新冠疫苗的藥廠中，
Valneva是少數以「免疫橋接」方式進
行第3期臨床實驗的藥廠，即比較已
面世疫苗和研發中疫苗的「中和抗體
量」。Valneva 在英國向約 4,000 名
18 歲以上人士展開試驗，包括近

原本計劃上周打加強針，但因身體不適
取消。
完成接種 Moderna（莫德納）疫苗的
阿爾瑪上周確診後，曾在華盛頓沃爾特
．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留醫，現已出
院並在家休養，在當局批准 Moderna 加
強劑計劃後，她將會接種加強針。
鮑威爾今年7月接受知名記者伍德沃德
電話訪問，內容 18 日曝光，鮑威爾表示
他與血癌和柏金遜症搏鬥，需經常在沃

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接受各項
醫療檢查，當時仍強調自己狀況良好，
並表示「不要為我的病況感到難過，我
已經84歲了」。
鮑威爾同時形容今年1月的國會暴動非
常可怕，批評時任總統特朗普試圖破壞
政府交接。鮑威爾又談到與妻子阿爾瑪
已結婚 58 年，妻子不單負責照顧孩子，
也非常包容他，稱「她永遠支持我」。
●綜合報道

● 阿爾瑪目前在家
休養。
休養
。 網上圖片

韓稱朝再試射 推測潛射彈道導彈

● 韓媒報道朝鮮發射導彈消息。

據韓國軍方表示，朝鮮 19 日向半島東
部海域發射一枚彈道導彈，初步研判是潛
射彈道導彈。韓國國家安保室室長徐薰緊
急召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就朝方發射導
彈深表遺憾，敦促朝方盡快重啟對話。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同日在例行記者會
上，呼籲各方保持克制，致力於維護朝鮮
半島和平穩定。
韓國軍方指出，朝鮮於當地時間早上
美聯社 10 時 17 分，在咸鏡南道港口城市新浦，

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短程彈道導彈。消息
指導彈射程為 430 至 450 公里，飛行高度
60公里。朝鮮在新浦一帶建造潛艇，韓軍
推測朝鮮是試射潛射彈道導彈，是繼兩年
前試射「北極星3」型後再次試射。
在去年10月和今年1月，朝鮮於閱兵儀
式曾展示「北極星 4」和「北極星 5」型
潛射導彈，今次試射是朝鮮今年內第 8 次
展示武力，單在上月便試射 4 次，包括
「火星-8」高超音速導彈，以及利用火車

搭載裝置試射短程彈道導彈。
朝鮮今次試射適逢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
恩斯、韓國國家情報院院長朴智元和日本
內閣情報官瀧澤裕昭在首爾舉行閉門會
議，以及三國朝核問題代表在華盛頓會
面。亦有分析指出，朝方試射導彈可能是
針對在首爾開幕、展示多種韓國戰機等武
器的國際航空航太暨軍工業展覽會，以及
針對韓方定於 21 日發射自主研發的運載
火箭。
●綜合報道

2,000名30歲以上和1,040名30歲以
下的「VLA2001」接種者，以及 995
名接種阿斯利康疫苗人士，在接種
「VLA2001」和阿斯利康疫苗的兩個
組別中，確診個案數目相近，
「VLA2001」的抗體水平則較阿斯利
康疫苗多出40%。
英國政府上月以 Valneva 在供應
協議中違反合約為由，取消一億劑
訂單，衞生大臣賈偉德後來表示事
件涉及敏感商業問題，並指 Valneva 疫苗不太可能獲英國藥品和保健
產品監管局許可。
芬恩表示不明白賈偉德說法的理
據，認為按照目前數據，
「VLA2001」很大機會獲當局審批
使用。
●綜合報道

蓋茨曾與女下屬電郵調情 遭微軟警告

鮑威爾患血癌柏金遜 遺孀同染疫
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 18 日因新冠肺炎
併發症逝世，其家屬證實鮑威爾遺孀阿
爾瑪同樣染疫，症狀輕微，目前在家休
養。阿爾瑪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她將
在27日迎來84歲生日。
在鮑威爾 18 日早上逝世消息公布後，
其遺屬當晚發聲明，稱鮑威爾夫婦本月
11 日接受檢測後，雙雙確診染疫，兩人
在確診前均完成接種疫苗。
鮑威爾在今年2月打完兩劑輝瑞疫苗，

民眾避免前往，如需前往亦應完成
接種疫苗。新加坡 19 日新增 3,994
宗確診個案，再創疫情爆發以來新
高，再多7人疫歿。
新加坡 19 日起容許來自美國等 8
個國家的旅客入境，只要完成接種
疫苗，離境和抵達時檢測證實沒有
染疫，入境新加坡後毋須隔離。新
加坡上月對德國及文萊的旅客實施
類似措施，料下月 15 日再向韓國
旅客開放邊境。
●綜合報道

美國大型科企微軟 18 日證實，公司
在 2008 年發現時任董事會主席蓋茨向
一名女員工發送不恰當電郵，與對方
調情。兩名高層當時警告蓋茨停止有
關行為，董事會事後未有採取進一步
行動。
《華爾街日報》報道，蓋茨在 2007
年透過電郵往來，與一名中層女員工
調情，邀請她在工作場所以外地方會
面，時任微軟總法律顧問史密斯和人
力資源部門總監布倫梅爾翌年發現事
件，向董事會匯報，同時當面告知蓋
茨這類行為並不恰當，要求他停止。
蓋茨表明不會再這樣做，董事會後來
討論事件，認為由於蓋茨和涉事女職
員並無發生性關係，故沒有採取跟進
行動。
微軟發言人表示，蓋茨與該名女員
工的電郵往來僅屬調情，不帶有明顯
性暗示，但仍被視為不恰當，同時稱
涉事女員工並無因此投訴。蓋茨發言
人則指報道失實。
微軟一名女工程師前年致函董事
會，稱她在 2002 年與蓋茨有婚外情，
但《華爾街日報》指該名工程師並非
後來與蓋茨有不當電郵往來的女職
員。
董事會其後調查女工程師的信件內
容，但在調查結束前，蓋茨宣布辭去
董事會所有職務。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