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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委會：滿12歲可打科興
倡速「走程序」為青年接種 復必泰只打一劑平衡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目前，香港12歲至17歲青少年只能接種復必泰一款新冠疫苗，而未

能接種科興疫苗，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轄下兩個科學委員會昨日舉行聯

席會議後認為，由於科興疫苗對青少年造成的風險與成年人沒有大分

別，加上內地及多個國家及地區均容許青少年接種科興疫苗，故支持將

科興疫苗的接種年齡下調至12歲或以上，並建議特區政府盡快「走程序」，及早為青少年接種科興疫苗。兩

委員會同時建議，基於青少年多在接種第二劑復必泰疫苗後，有出現心肌炎及心包炎等副作用，在平衡接種

的好處及風險，加上本地個案目前已清零的情況下，建議青少年只接種一劑復必泰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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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恆諾）讓身處廣東
省及澳門非港人免檢疫抵港的「來港易」計劃
昨日正式實施，抵港需事先到網上系統登記
及領取來港配額，截至昨晚6時，共304人經計
劃抵港。系統昨日凌晨開放首1小時已有近
1,000人登記，部分成功登記昨晨隨即啟程來
港工作和上學，大部分人與香港闊別逾一年，
對再次踏足香港興奮不已。但由於「來港易」
只方便南下，北上返內地仍要檢疫，故他們也
期望兩地盡快全面通關，恢復兩地正常往來。
繼上星期恢復「回港易」計劃後，「來港
易」昨日正式實施。特區政府昨日凌晨開放網
上預約系統，讓抵港申請每日共2,000個的來
港配額，以及登記於指定日期入境香港。抵港
只需在入境前3天取得有效核酸檢測陰性結
果證明，便可獲豁免強制檢疫安排，惟抵港後
第三天、第五天、第九天、第十二天、第十六
天及第十九天要接受強制檢測。
昨日，深圳灣口岸陸續有「來港易」申請
抵港。跨境學童家長張太昨日下午與兒子過
關，準備回學校上實體課，「去年暑假帶了他
（兒子）回內地，上個學年一直上網課，但小
朋友定力不夠，網上學習效果較差，也有試過
在內地為他找學校，但兩地課程不同，一直找
不到學位，他今年6年級又要考呈分試，所以
決定帶他回港。」
非港人的張太，疫情前每逢星期一至五都留

港陪在港出生的兒子上學，周末則帶兒子回深
圳居住。疫情爆發後，往來兩地需要強制檢
疫，張太一家便在深圳居住。昨日，兩母子返
港，留下丈夫在深圳工作，「一家人分隔兩
地，未知何時才能夠團聚，期望兩地可以早日
恢復通關，我們返回內地時亦毋須檢疫。」

「無來港易會錯過很多課堂」
大學生汪小姐昨日同樣透過「來港易」入

境。她表示，早前因為學生簽註延遲批出，未
能在開學日前來港準備，卻「因禍得福」，巧
遇上「來港易」計劃生效，「本身已經很遲才
可以出發，如果無『來港易』，還要隔離7
日，我會錯過很多課堂，現時可以立即投入校

園生活。」
許先生刻意調整行程迎合「來港易」生效，
「本來已有準備接受檢疫，但透過互聯網工
作，效率始終不及親身回到辦公室與同事直接
溝通，故一直等『來港易』正式實施才啟程來
港，方便好多。」
不過，不少「來港易」抵港指出，昨日

凌晨登記時用了逾1小時才成功登入預約系
統。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
詢時承認，「來港易」網上預約系統昨日凌
晨開始投入運作後首小時曾出現網絡不穩，
以致部分用戶未能正常連接系統，但經修正
後已回復正常運作，首小時成功處理近1,000
個預約登記。

「來港易」首日開放 跨境生有學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特區政府雖然先後落實「回港
易」及「來港易」，但兩項政策
都是香港單方面作出的免檢疫安
排，由香港前往內地或澳門仍要
接受檢疫，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
思榮昨日在電台節目上建議，應
將「安心出行」變成港版「健康
碼」，希望透過仿效內地疫情防
控措施，提高內地對與香港全面
正常通關的信心。民建聯亦支持
有關建議，並表示即使未能即時
恢復正常通關，亦應爭取縮短從
香港到內地的檢疫期。

李慧琼盼內地先縮檢期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

琼昨日表示，恢復正常通關是頭
等大事，兩地持續控關衍生家庭
分隔兩地及跨境學童未能上學等
民生問題外，更令商業活動未能
正常進行，影響經濟復甦，促請
特區政府盡力創造有利恢復通關
的條件，例如與內地合作設立聯
防聯控及有效追蹤個案共同標

準，爭取內地先放寬已經完成接
種兩劑疫苗及持陰性病毒檢測報
告人士到大灣區內地城市。
李慧琼承認，要內地即時取消

從香港入境的檢疫要求有難度，
但亦期望內地先縮短檢疫期，再
考慮是否進一步豁免檢疫。
旅遊業界同樣期待兩地恢復正

常通關，姚思榮表示，經「來港
易」到港的非香港居民重新入境
內地或澳門時仍需檢疫，「相信
使用『來港易』的人士主要是探
親、商務、公務，或個人有緊
急的事要處理；旅行團、個人遊
旅客，我相信絕無僅有。」
他建議特區政府應在「安心出
行」加入「健康碼」元素，加入
紅、黃、綠碼供分辨用戶風險，
並限制到過高風險場所人士進入
部分處所。
他認為，「健康碼」未必是內
地是否與香港恢復正常通關的唯
一考慮條件，但相信如果香港的
疫情管控工作能與內地看齊，內
地會更放心推動與香港正常通關。

北上仍需檢疫
議員倡仿效內地防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信和集
團舉辦的打針送樓大抽獎得獎名單日前
塵埃落定，幸運兒身份昨日曝光，其為
年僅35歲的廚師李先生，因為接種疫
苗加上幸運之神的眷顧，從長沙灣租屋
族，因得獎一躍成為千萬元住宅單位的
業主。他日前領獎時表示，「被通知竟
然抽中我嘅時候，真係好興奮、好開
心，完全冇諗過會贏到呢個終極大
獎。」他坦言，打針初心僅為盡公民責
任讓經濟復甦、打救飲食業，詎料天降
價值1,080萬元的觀塘凱滙一房單位。
他將自住該單位，並將繼續鼓勵身邊人
打針，使生活回復常態，讓大家也成幸
運兒。
信和集團旗下黃廷方慈善基金及華人
置業集團的第一輪疫苗抽獎活動已經結
束，終極大獎（凱滙單位）得主及二獎
得獎多數為基層市民。前天由黃廷方
慈善基金董事黃永光、華人置業集團行
政總裁陳凱韻，一同為凱滙得獎李先
生進行頒獎。
35歲任職廚師的李先生原本租住長沙
灣，一夜間成為價值千萬元觀塘凱滙住
宅單位的業主。他表示，當時收到大會
通知時喜出望外，「抽獎儀式舉行時我
無睇，後來看到新聞，我見到個數字同
身份證號碼咁似我自己，嗰刻我都好緊
張，究竟是否我自己，當收到主辦方信

息的時候，就真是好興奮好開心。」
他4月接種疫苗也非為抽樓，初衷
很簡單——打救市道，「我4月尾已
經打完第二劑，因為那時其實社會要
正常運作，就如我們要工作的話，是
需要打疫苗，如果不打，將來都是要
打，不如先打，讓社會盡快復甦，人
工都會好些。」他透露，當時的疫情
嚴重威脅其生計，「做飲食業，一開
始無晚市，如果店舖內有人中招，就
要停幾日。」
這位幸運兒表示，身邊親友大多已接

種疫苗，「我們相信這是保護自己及家

人最好的方法，今次中獎更是一個驚
喜，我會繼續鼓勵親友考慮接種疫苗，
為將來生活回復常態、去旅行作好準
備……不打疫苗基本上去不到旅行，即
使現時打好，未有通關，但可以準備將
來的事。」
信和集團旗下黃廷方慈善基金及華人

置業集團的第二輪抽獎，則由本月2日
至30日接受登記。主辦方表示，本月
30日或之前，若全港有500萬人或以上
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主辦單位將再
送出另一個價值過千萬元的凱滙單位作
抽獎。

凱滙得獎者現身 35歲廚師籲打針

●黃廷方慈善
基金董事黃永
光(左一)、華
人置業集團行
政總裁陳凱韻
(右一)，一同
為凱滙得獎者
李先生(中)頒
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長
新冠疫苗接種率持續偏低、增長緩
慢，是當前防疫抗疫工作當中最弱一
環，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
示，正與醫管局商討，安排個別公立醫
院設立疫苗注射站，方便到專科門診覆
診長，在諮詢醫生得知適合接種疫苗
後，可獲安排即時接種新冠疫苗。
陳肇始昨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梁

美芬質詢時說，醫管局擬於短期內，
向專科或普通科門診覆診的病人簽發
「轉介信」，讓病人可到社區疫苗接
種中心接種疫苗。另外，局方透過不
同方法鼓勵及便利長接種新冠疫
苗，例如在商場、屋邨或地區舉辦健
康講座，由醫護人員解答長及家屬
的疑問，並即場安排接種。
陳肇始昨早到訪中央圖書館的社區疫

苗接種中心，視察長接種疫苗情況。
有約百名長參與由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等合辦的接種活動，在接種疫苗前更安
排健康講座，以增加他們對疫苗的信心
和更了解疫苗的保護作用。陳肇始指，
很高興看到長們在講座上就接種疫苗
踴躍發問，並再次呼籲仍未接種疫苗的
市民，特別是長、長期病患及其他
免疫力較弱人士，為自己健康着想盡快
接種疫苗。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在立

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後亦表示，
政府會加強向長及其家人宣傳推
廣，鼓勵他們打針，他希望長的家
人明白為了保護長、保護家人，有
需要接種疫苗。
他又指，政府已在全港十八區起

動，包括舉行健康講座、醫療諮詢及
安排即場為長接種，未來陸續在各
區安排同類型的活動，亦會繼續在商
場及屋邨安排長毋須預約打針，有
關工作正密鑼緊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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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隆
昨日在會議結束後與傳媒會面時表

示，兩委員會在審視相關數據後，認為12
歲至17歲青少年在接種科興疫苗後造成不
良事故的風險，與成年人沒有大分別，而
所產生的抗體水平甚至比成年人更高，加
上內地、印尼、柬埔寨及智利等地均已容
許青少年打科興，故要求特區政府向科興
取得更多數據後，盡快走完包括法律層面
的跟進等所需程序，讓青少年在復必泰以
外，還可以選擇接種科興疫苗。

副作用多在第二針後發生
劉宇隆認為，下調科興的接種年齡下限

可緩解現時疫苗接種的困局，「中學生現

在打疫苗沒有什麼選擇，有六成多已打的
都是打了復必泰，餘下三四成想打科興又
不行，因此目前應針對目標，希望第一步
將年齡降至12歲或以上，日後視乎數據才
再決定是否進一步下調，不應急進，必須
一步一步進行。」
兩個委員會同時決定，建議特區政府只為

12歲至17歲青少年接種一劑復必泰疫苗，毋
須打兩針。劉宇隆解釋，目前全球兒童及青
少年已接種逾1,700萬劑復必泰疫苗，外地
及本地數據均顯示，心肌炎及心包炎是復必
泰的副作用之一，絕大部分是在青少年尤其
是男生打第二針後發生。香港錄得37宗青少
年接種復必泰後出現心肌炎或心包炎個案，
其中30宗均在第二針後發生。

劉宇隆坦言，只打一針的保護力當然不
及打齊兩針強，但因為此群組在接種後確
有較大機會產生副作用，而目前本地個案
已清零，只接種一劑復必泰疫苗應有足夠
保護力，故在平衡相關好處和風險後，向
政府提出只打一針的建議。但若日後出現
新一波疫情，或有更強的變種病毒出現，
定會再作研究。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林文健表示，特區政

府會考慮委員會的建議並研究如何落實，
但承認執行時會遇上很大挑戰，例如在作
出決定後，必須為已預約接種第二劑復必
泰疫苗的青少年作適當安排；也會有家長
擔心只打一針的保護力可能不足，故有需
要加強向家長解說，讓家長安心。

全面通關前兩個月可研第三針
兩委員會亦建議特區政府可在計劃恢復

全面通關前兩個月，才研究是否需為長
及有需要人士接種第三劑疫苗。新發現及
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主席許樹昌解釋，
目前本地個案清零，加上預計明年會有針

對變異病毒株的新一代疫苗面世，目前沒
有急切性接種第三針。
劉宇隆指出，現時全球許多地區連第一劑

疫苗亦不足，很多人未有機會接種，而變種
病毒或會從這些缺口而來，認為香港也應盡
國際責任，在未有急切性的情況下，現階段
毋須決定是否需要為市民接種第三劑疫苗。

●汪小姐很遲才獲批學生簽
註，正好受惠於「來港易」
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太因為要照顧在港讀書的兒子而決定來香港張太因為要照顧在港讀書的兒子而決定來香港，，她期望之她期望之
後返回內地亦不用接受檢疫後返回內地亦不用接受檢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陳肇始教授（中）與出席活動的長者交流。

●科學委員會支持將科興疫苗的接種年齡下調至12歲或以上。圖為學童接種疫苗。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