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
道）中國科興控股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日前發布其新冠滅活疫苗克爾來福在
智利真實世界中對6歲至11歲未成年
人的保護效果數據。研究結果顯示，
全程接種科興疫苗對6歲至11歲兒童
有 症 狀 感 染 的 保 護 效 果 為 76%
（74.76%-77.6%），對住院病例的保
護效果為87.6%（76.96%-93.38%）。

研究覆蓋200萬6至16歲人群

該研究數據來自2021年6月至12月
12日期間智利國家健康基金會（Fo-
nasa）所覆蓋的200萬名6歲至16歲接
種或未接種疫苗的兒童和青少年信

息，其中6歲至11歲兒童的保護效果
採用接種科興疫苗後的數據。
該項研究是全球第一個正式發布的

滅活疫苗在兒童人群中的保護效果數
據，亦是Omicron（奧密克戎）變異株
肆虐全球後首個發布的疫苗保護效果
數據。

科興對兒童成人同樣有效
研究結果證實，科興疫苗對兒童與

成人同樣有效，尤其對輕症或感染的
預防效果優於成人。該項研究方法、
信息化系統與前期發表在《新英格蘭
醫學雜誌》的成人研究相一致，同樣
由智利研究團隊主導完成。研究結果

已向巴西藥品審評機構報告並獲得批
准。
科興方面表示，結合智利的研究結
果與中國在兒童人群中數億劑次的大
規模接種，確認了科興疫苗的安全
性。作為在人類歷史上使用歷史最
長，接種範圍最廣的滅活疫苗技術路
線，智利衞生部表現了更大的信心。
智利衞生部顧問阿勞斯（Rafael
Araos）表示，科興疫苗是智利唯一獲
准用於低至3歲人群的新冠疫苗，從評
估數據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疫苗對於
預防兒童和青少年感染和入院都是非
常有效的。
自全球疫情爆發以來，已有包括中

國在內的多個國家和地區批准本國兒
童接種科興新冠疫苗。科興此前透
露，截至今年一月上旬，內地3歲至17
歲人群接種科興疫苗近2.5億劑，其中
5歲至11歲的人群近1.2億劑。

巴西准6至17歲接種科興
去年9月6日，智利批准科興疫苗在
6歲至17歲人群中緊急使用；同年12
月6日啟動3歲至5歲兒童接種科興疫
苗。今年1月20日，巴西正式批准了6
歲至17歲未成年人接種科興疫苗，但
該准許暫不適用於免疫力低下的免疫
抑制人群。巴西預計最快在今年3月份
之前可對巴西兒童進行全面接種。

智利6至11歲兒童打科興 有症狀保護率76%

國家衞健委表示，當前內地新增本
土確診病例明顯降低，但近期部

分地區接連有本土聚集性疫情報告，
疫情擴散和外溢風險仍然存在。賀青
華表示，近期，Omicron變異毒株在
全球廣泛傳播，多國疫情屢創新高。
冬（殘）奧會即將開幕，春節將至，
入境人員增多，人員流動增加，中國
仍面臨較大的「外防輸入，內防反
彈」壓力。
賀青華表示，中國多宗本土聚集性
疫情呈現向好的態勢。天津Omicorn
疫情報告病例數已持續下降，1月21
日首次出現社會面的病例清零，社區
傳播風險基本控制。河南安陽新增病
例數呈下降態勢，但仍需警惕社區特
別是農村地區存在的隱匿傳播導致的
潛在擴散風險。

北京面臨「雙毒」雙重挑戰
據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全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專家組成
員龐星火通報，21日16時至22日16
時，北京新增9例本土確診和3例無症
狀感染。而自15日以來，北京此輪疫
情已累計報告本土病例34例，面臨
Delta（德爾塔）和Omicorn 雙重挑
戰，疫情呈現多點散發態勢。
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政府新
聞辦主任、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徐和建
表示，當前北京面臨德爾塔和奧密克
戎毒株雙重挑戰，疫情呈現多點散發
態勢，防控形勢嚴峻複雜。他稱，當
務之急要堅持從快從嚴從緊，堅決管
控風險隱患，切斷傳播鏈條，以最快

速度最有效措施把疫情控制住，確保
市民群眾安全和冬奧安全。

非冷鏈物品播毒證據不足
近期以來，北京、深圳、珠海等地
出現的確診病例，均曾報告在發病前
接觸過境外郵件等物品，學界也有疑
似郵件傳毒、物傳人等觀點。賀青華
就此表示，現有研究表明，新冠病毒
感染者排出的病毒可以污染物品表
面，病毒在物品表面不會增殖，在常
溫條件下病毒短時間內會降解失去感
染活性。專家研判分析認為，目前非
冷凍入境物品導致境內人員感染的證
據尚不充足，有待進一步研究，帶來
疫情防控風險還需要密切觀察和評
估。
賀青華表示，從全球研究和防控實
踐看，新冠病毒經呼吸道感染，主要
是通過人與人之間近距離接觸傳播，
由污染物品導致人感染不是新冠病毒
主要的傳播途徑，但也不排除這種可
能。非冷鏈物品傳毒的證據還不充
足，需要進一步研究。因此，當前新
冠疫情防控的重點仍然是防範人與人
之間傳播。

中國2.18億老人已接種疫苗
另據官方通報，截至1月21日，中
國累計報告接種新冠疫苗29億6,067.5
萬劑次，完成全程接種的人數為12億
2,445萬人。其中，60歲以上老年人新
冠病毒疫苗接種覆蓋率總人數達到
2.1898億人，完成全程接種的老年人
是2.0994億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
道）針對新冠疫情尤其是Omicron的
流行，多國都有不同的判斷。中國衞
健委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
組組長梁萬年22日表示，新冠疫情仍
處在大流行急性期，未來發展方向還
有很大不確定，Omicron的危害性尚
不清楚。中國過早倉促放鬆防控，極
易喪失前期來之不易的成果。現階
段，中國維持現行「外防輸入、內防
反彈」以及動態清零的防控措施和策
略是疫情防控的最佳選擇。

中國防疫成本效益比良好
對於疫情防控對經濟的影響，各界
都有不同的看法。梁萬年表示，防控
成本有四個維度進行評價。首先是防
控成本和防控效果，中國總染人數、
發病人數、重症人數和死亡人數是非
常少的，這對14億人口的大國來說，
防控成本效果比是極高的。第二是防
控成本效率，中國防控工作基本上都
能在一至兩個最長潛伏期內把疫情快

速處置、快速撲滅，表明成本效率比
也是高的。
在防控成本效用方面，中國通過動
態清零、精準防控，保證絕大多數地
區、絕大多數民眾正常的生產生活，
減少因疫情帶來的不便。在防控成本
效益方面，應該將全國作為一個整
體，算大的經濟賬、社會賬、民生
賬，甚至是大的政治賬，應該自信地
看到，中國的疫情防控有良好的成本
效益比。

春運致大規模疫情可能性不大
梁萬年表示，春節假期臨近，人員
流動和聚集性增加，確實也會增加疫情
傳播的風險。但是，只要嚴格執行中國
現行的防控策略和措施，只要有效開展
個人防控，是可以有效避免甚至控制住
這種風險。即使出現了疫情，中國也可
快速發現，快速劃定風險區域，快速處
置。「因此，總體上分析，因春節假期
人員流動和聚集導致大規模疫情捲土重
來的可能性不大」。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新華社及
中央社報道，台灣本土新冠肺炎疫情加
劇，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22日通報，
新增82例新冠肺炎本土病例，為今年新
高，另新增境外輸入48例。

電腦廠傳播鏈擴大 6400人送檢
據指揮中心公布資訊，高雄市12例是
新光輪相關群聚感染，病毒定序Omicron
變異株，與桃園不同。而桃園機場旁遠雄
自由貿易港區內的亞旭電腦廠，有2名外
籍勞工1月9日去西堤餐廳用餐未被匡
列，21日才採檢確診、且傳染給4名同
事；指揮中心22日公布，新增亞旭電腦
外勞相關接觸者64人，至今累計確診個
案達到70人（64人為外勞）。
桃園市政府指，亞旭電腦21日發現有
外勞確診，但並未馬上停工，將對其開罰
30萬元（新台幣，下同）。桃園市政府
22日晚表示，亞旭電腦未確實註記外勞
外出地點記錄、未落實分艙、分流工作原
則及外勞調派規定等指引，採取最重裁罰
30萬元；總計對亞旭裁罰60萬元。由於
亞旭電腦只是遠雄自貿港區中30家公司
之一，目前亞旭電腦已停工，並有6,400
多人陸續送到集中檢疫所。
指揮中心表示，新增82例是非常高的
數目，主要來自於高雄市與桃園市，另外
有部分零星個案，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各
新增一例及其他零星案例。
自即日起，宗教團體停止辦理繞境、遊
行、搶頭香、搶春牛等易聚集擁擠人潮、
無法保持社交距離的集會活動。

維持動態清零是最佳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帆上海
報道）作為上海市人大代表，中國
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復旦大
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
在今年上海兩會期間向大會提交了
建議，指出全球抗疫出現了疲憊和
鬆懈，中國即將面臨更大風險，應
未雨綢繆做好系統性抗疫準備。他
以上海為例，目前當地輸入性疫情
已經達到抗疫以來最高峰，建議能
針對「疫情規模超出現在5倍或者
10倍」做好預案，包括實戰演練、
加強救治體系建設、加快抗疫科技
平台建設等等，並應作好對更基層
醫療機構的培訓和分級診療的培訓
及物資準備。
張文宏指出，Omicron正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席捲全球，中國近期多
個地區的疫情都出現了源頭不清的
情況，證明大多數Omicron傳入時
無症狀，很多感染者在早期很難被
發現。需要警惕的是，由於重症化
下降，很多國家特別是Omicron流
行已經見頂的國家，已經出現了認
為防疫意義不大的觀念，世界主要
國家都列出了放開限制措施的時間
表。這也就意味着，中國即將面臨
的強大輸入性疫情和本土病例傳播
的巨大風險。
張文宏提醒，Omicron的隱秘特
性仍然有可能誘發較大範圍的傳
播，繼而帶來醫療擠兌和次生災
害，所以在防疫不僅不能放鬆，還
要做好新階段的精準防控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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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
席專家吳尊友接受《新京報》訪問
時表示，Omicron的傳染性強，強
在「通吃」。就是不管有沒有接種
疫苗，Omicron都可以令人感染。
吳尊友表示，接種疫苗對於預防

Omicron感染效果非常有限，雖然可
以預防重症。但它突破了疫苗的保護
作用。防疫策略的進一步調整、完善
是必要的，但是什麼時候調整、怎麼
調整，現在不清楚，因為現在還沒有
「一招制敵」的好方法。
至於新冠病毒會變成流感一樣

嗎？吳尊友表示，可能性很小。他

解釋，因為流感是上呼吸道疾病，
它主要感染咽喉部位；冠狀病毒是
下呼吸道疾病，主要感染肺部，也
有可能感染人的其他器官。
「病毒感染的部位不一樣，出現
的症狀就不一樣，肺部感染容易引
起肺炎，上呼吸道感染就很少引起
肺炎。感染新冠病毒的病死率，即
使是病死率較低的Omicron，也比
流感高。」
吳尊友說，從免疫力角度來說，
流感疫苗的保護效力時長能維持一
年，新冠疫苗只有3至6個月。因
此，很難把新冠當作流感一樣來看
待。

衞健委：

●●2222日北京日北京，，醫護人醫護人
員在為市民進行核酸員在為市民進行核酸
採樣採樣。。 法新社法新社

●●工廠員工在園區內園區內接受緊急篩檢。 中通社中通社

●●去年去年99月月，，一名兒童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接種中國科興一名兒童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接種中國科興
新冠疫苗新冠疫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吳尊友：
Omicron變流感可能性很小

張文宏：
需做好疫情暴增10倍的準備

京一周京一周3434宗本土病例宗本土病例
社區傳播風險較高社區傳播風險較高
呈多點散發態勢呈多點散發態勢 風險人群排查管控加快風險人群排查管控加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張帥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衞健委疾控局一級巡視員賀青

華22日表示，當前內地疫情形勢總體依然平

穩，此前發生的多宗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現向

好態勢。在北京疫情方面，海淀近日新增病

例來自集中隔離篩查發現，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北京朝陽、房山、豐台、大興近日報告的

本土病例疫情處於發現早期，疫情源頭還在排

查過程中，多名感染者活動軌跡較複雜，涉及

場所人群密集，社區傳播和外溢的風險較高，

需要加快風險人群排查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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