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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種病毒襲港 佔單日個案半數
本地新冠肺炎個案持續放緩，但變種病毒來勢洶洶。昨日新增的16宗確診中，

15宗屬輸入個案，當中八宗攜有N501Y變種病毒，令本港變種病毒個案增至173宗。
變種病毒雖然未攻入社區，但專家指出，變種病毒正在全球急速擴散，意味其有生存
優勢，加上傳播力與致命性都更強，一旦走漏進入社區，本地抗疫防線便失守，而提
高疫苗接種率，有助降低變種病毒對社區及個體影響。

專家：不提高接種率 抗疫防線勢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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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必泰疫苗被叫停後首日恢復接種，市民在社區
疫苗接種中心門前排起長龍。 中新社

旺角豐澤男售貨確診 源頭不明
【大公報訊】記者解雪薇報道：本港新冠

肺炎零確診再度斷纜，昨日錄得一宗本地感染
且屬於無源頭個案。患者是旺角惠豐中心豐澤
的男售貨員，他於3月24日陪伴妻子到聯合醫院
產子，傳染期內曾有多日去鯉魚門廣場市場買
菜。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
早前亦有一對確診夫婦曾到訪該市場，擔心該
處會出現隱形傳播，上述三處地址均須強制檢
測。

鯉魚門市場恐爆疫須強檢
32歲男患者（第11512宗）在3月30日開始

喉嚨痛和眼腫，4月1日和2日向私家醫生求診，
留樣本檢測，其後確診。他與五、六名家人居

住在油塘邨華塘樓，最後返工日為3月22日，數
十名同事須檢疫。

張竹君表示，患者傳染顧客的可能性
微，但不能排除上班期間受其他人傳染，因此
過去14日在該處逗留超過兩小時的人，須強制
檢測。

患者太太於上月24日在聯合醫院分娩，患
者曾於23至26日去過該醫院，3月19日及3月27
日又曾到訪觀塘母嬰健康院。他於3月28日至4
月3日曾到鯉魚門市場買菜，該市場早前有兩名
確診患者，包括53歲男子（第11492宗）及46
歲女子（第11493宗），分別於3月24至29日到
過該市場。衞生署要求，於3月24日之後去過該
市場並逗留超過兩小時的人，均須強制檢測。

本港錄得的三種變種病毒株

復必泰復打 趕出國市民獲酌情先接種

疫苗注射須有緊迫感煽動投白票就是操控及破壞選舉

龍眠山

世界衞生組織近日批評歐盟疫苗
接種進度 「慢得不能接受」 。的確，
相對以色列接近全民免疫，美國超過
一億人口接種，一半英國人打了第一
針，歐洲整體接種率僅約13%，落後
很多。

但歐洲接種進度再怎麼不濟，也
好過香港。本港迄今只有近49萬人接
種，不足人口一成，若形容歐盟接種
進度是 「龜步」 ，那麼香港就是 「蝸
行」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地方接種
率低，是苦於缺少疫苗供應。香港則
不同，有充足疫苗可供選擇，但市民
整體上接種意欲不算高。不少人的心
態是：接種了也沒有好處，急什麼？

「接種了也沒有好處」 ，這的確
是一個大問題，間接反映政府提供的
誘因不足。放眼全球，各國各地都在
為提高接種積極性而絞盡腦汁，包括
提供接種假期。當然，最大誘因莫過
於提供 「疫苗護照」 ，歐盟與以色列
計劃於夏天推出 「綠色數碼證書」 ；
新加坡上月中旬已通過航空公司推出

「TRAVEL PASS」 計劃；內地則推
行 「國際旅行健康證明」 ，這也是全
球第一款疫苗護照。

一般估計，到今年夏天，歐美發
達國家將完成或接近七成人口接種，
形成集體免疫屏障，各國間互認疫苗
護照，恢復通關，復甦旅遊及經濟活
動。另一邊廂，內地目前正以每日接
種一千萬人的速度大規模注射疫苗，
其中北京更已有超過四成人接種，三
個月內完成集體免疫完全有可能。到
那時，如果香港的接種率仍然偏低，
市民不僅無望回內地旅遊探親，也會
繼續被其他國家隔離，淪為經濟復甦
下的 「孤島」 。

香港要避免陷入這種被動局面，
就必須加快行動，提供更多的接種誘
因：一是對接種兩針者，放寬進入場
所的檢疫措施；二是與內地和外國商
討 「疫苗護照」 通關安排，訂明通關
條件和詳細路線圖。當市民對未來有
合理預期，接種積極性
自然上升。

未來一年內香港有三場大型選
舉，雖說在國安法震懾下，攬炒派再
發起街頭暴力的可能性甚低，但也不
能低估其搞破壞的能量。事實上，煽
動市民 「投白票」 ，就明顯是破壞及
操控選舉之舉。特區高官近日表示要
研究現有法例是否足夠處理 「投白
票」 問題，既是對搞事者的公開警
告，亦是完善相關制度的預告。

投票既是市民依法行使的權利，
更是應履行的公民責任。當然，市民
是否投票、如何投票是他們的自由意
願，由他們自己決定，不需要他人教
導，更容不得外力操控。但長期以
來，反中亂港勢力為達到政治目的，
製造選舉結果，利用選舉制度的漏洞
上下其手，所謂 「風雲計劃」 、 「雷
動計劃」 、 「棄保」 、 「初選」 等接
踵而至，製造選舉不公。完善選制
後，又有人鼓吹 「投白票」 ，企圖杯
葛選舉，為外部勢力提供攻擊香港和
中央的口實，這同樣涉嫌破壞及操控
選舉，觸犯香港多條法例。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第三款訂
明：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
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屬犯
罪行為；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
附件一及附件二，明確規定特區政府
應 「依法規管操控、破壞選舉的行
為」 。而現行選舉條例亦明文禁止選
舉舞弊行為。可見香港的選舉並非
「無王管」 ，但具體到煽動 「投白

票」 的言行、是否存在灰色地帶等問
題，就需要有關部門認真研究。

有人對修例規管 「投白票」 大不
以為然，聲稱這是打壓市民的投票自
由，因為有關行為一直存在，不會影
響選舉結果；更質疑過去可以投白
票，為何現在不能云云。其實，這是
偷換概念的誤導言論。

首先，如何投票是選民的權利，
投白票也是一種表態，法律不會規
管，但如果有人呼籲、煽動、組織支
持者投白票，則是另一回事。煽動扭
曲了市民的投票意願，是有組織的破
壞選舉行為。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就

算是寫文章解釋 「投白票」 ，亦可能
觸犯法律。

其次，在某些選舉中，投票率必
須達到某個門檻，才能算有效選舉，
若因為白票率高，達不到法定門檻，
就會導致流選，釀成政治空窗期甚至
憲制危機，如此一來，怎可能說鼓吹
「投白票」 不影響選舉結果呢？

其三，操控選舉從來都是犯法行
為，過去未受到懲罰，只是因為有法
不依或者法不責眾的結果。在香港國
安法已經落實、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後，如果繼續頂風作案，就不要再
存僥倖之心。有道是，瓦罐不離井上
破，獵狗終須山上喪，戴耀廷以操控
選舉為能事，長期逍遙法外，但最終
還不是因為組織 「非法初選」 而被檢
控，進了監獄嗎？

香港由亂及治，必須全面完善制
度。選舉必須公平、公正、公開，反
中亂港勢力肆意操控選舉的日子一去
不復返，誰敢以身試法，戴耀廷之流
就是前車之鑒。

▲旺角豐澤出現源頭不明個案，身穿防護服的清潔人員在該電器店門口清洗消毒。 中新社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左
一）等多名醫學界人士接種第二針復必泰
疫苗。

【大公報訊】記者解雪薇報道：
因疫苗包裝瑕疵叫停的復必泰疫苗，
昨日恢復接種。有受暫停接種影響的
市民，希望昨日打針，獲酌情安排。

在西營盤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社
區疫苗接種中心，昨日早上近八時，
已有近百人排隊等候接種復必泰。港
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港大
內科學系榮休教授楊紫芝、醫管局前
主席梁智仁也到場打第二針。

有市民表示，原本預約四月一日
打第二針，但受暫停接種影響，政府
安排她於四月七日下午五時許打針，

但她當晚要前往美國，擔心趕不到飛
機，希望特殊處理。醫管局表示，接
種中心檢視該市民證明文件後，為其
安排了接種疫苗，強調只會在特別情
況下才考慮運用酌情權，如果市民接
種疫苗的時間未能配合，可在網上更
改預約時間。

德里兩航班爆疫暫禁飛港
公務員事務局回覆《大公報》查

詢表示，若有個別受影響人士或需短
期內前往外地，而未能按新預留時段
接種第二劑疫苗，中心人員會考慮個

別情況和檢視相關證明文件，並酌情
安排為其於另一時段接種。

昨日有2.12萬人接種疫苗，包括
1.17萬人接種復必泰。累計48.7萬人
已打第一針，9.02萬人已完成兩針。

另外，衞生防護中心表示，由於
TATA SIA Airlines（Vistara）營運
於上月10日及本月4日，由德里飛抵
香港的連續兩班航班，即UK6391及
UK6395，分別有三及四名乘客確診
新冠肺炎，引用規例禁止該航司客機
由今日至本月19日期間從印度德里抵
港。

B.1.1.7
首次發現：英國

首現日期：2020年9月
至今錄得：71宗
病毒威力：

傳播速度快約70%
潛在致命性增加30%

1.351
首次發現：南非

首現日期：2020年12月
至今錄得：20宗
病毒威力：

傳播速度快約50%
可削弱疫苗效果

1.1.28（又稱P1）

首次發現：巴西
首現日期：2020年7月

至今錄得：5宗
病毒威力：

暫未有傳播及致死數據
有很強的二次感染性

截至昨日，本港過去14日新
增129宗確診個案中，94宗為輸入
個案。惟政府早前宣布於本周五
（9日）起，將澳洲、新西蘭及新
加坡列入低風險地區，檢疫安排
將從21天縮短至14天，另七日為
自我監測，第19日須強制檢測。

嚴防「走漏」進入社區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昨

日表示，變種病毒在全球擴散，
尤其是菲律賓、印度、南非等地
區比例急升，根據進化論高速傳
播意味着變種病毒有較強的生存
優勢，而且數據顯示，變種病毒
對疫苗有一定的逃避能力，一旦
走漏會令本地防線失守，後果不
堪設想。

梁子超解釋，按本港現時的
21天檢疫期，於潛伏期找到的確
診個案比例為四成，19日後找到

的達一成， 「沒有變種病毒的第
四波疫情，已持續了五個月，這
一成當中，一旦有變種病毒，費
了九牛二虎之力紓緩的疫情，將
大勢不保。」 他稱這有機會掀起
另一波疫潮，令本地經濟民生陷
入重重困境。

他續稱，輸入個案中高達八
成屬無病徵患者，擔心會有 「走
漏」 患者進入社區，而機場人
員、運輸業及接觸檢疫者的人士
都有感染風險， 「佢哋住在社區
但現時健康監控機制不夠」 ，他
建議應為此類接觸輸入個案的高
風險人士，提供優先檢測及七日
一檢，以防將病毒帶入社區落地
生根。

接種率七成才起交叉保護
梁子超強調，無論有無變種

病毒，疫苗都可以減輕嚴重個案

的症狀，從而保護個體。現時不
同疫苗對變種病毒的效力雖然有
分別，但疫苗接種率若達至七
成，在群體免疫的高基礎下，可
起到交叉保護作用，亦可根據情
況追加補充劑加強應對。但當疫
苗接種覆蓋率很低時，無基礎保
護屏障下，變種病毒對社區及個
體影響將大大提高。

對於近日不少輸入個案患者
被驗出帶有南非變種新冠病毒
E484K，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
授袁國勇昨日表示，市民若接種
復必泰疫苗，對該病毒應有較好
程度的防禦。他警告，如果港人
無廣泛接種疫苗，又全面放寬防
疫措施，有機會導致1.35萬人死
於新冠肺炎。他認為本港目前面
臨兩個選項：一是大家都接種疫
苗；二是永遠不放寬防疫。他相
信港人會作出聰明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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