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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接種者 夏季或可遊歐美
威尼斯人氣重現 羅浮宮開門迎客

去年3月，意大利受疫情衝擊被迫封城，聖
馬可廣場空無一人。
美聯社
▼

歐盟27個成員國外交官員於19日接納歐盟委員
會的建議，同意放寬第三國旅行者的非必要旅遊限
制，但前提是旅客需完全接種疫苗，方可入歐盟境內
旅遊。歐盟各國部長定於21日正式通過有關建議，預
計措施很快便會落地。
另一邊，美國拜登政府一個多月來一直在舉行會
議，並向業界高層諮詢解除禁令的時機與方式，但尚
未正式作出決定。美國旅遊協會表示，希望華府能效
仿歐盟制定完全重開國門的時間表。美國自去年1月
起禁止來自歐洲大部分地區、伊朗和巴西等地的非美
國公民入境，由於變種病毒肆虐，拜登政府此前也將
南非和印度加入名單。

▼

各國疫苗護照進度

歐 盟

英 國

新加坡
澳 洲
日 本

美 國

•「綠色數字證書」
（即疫苗護照）系統
10日開始測試，預計6月底建成並
正式運行。德國、法國、荷蘭和希
臘等正參與測試。
•西班牙5月19日宣布疫苗護照將在6
月初生效，搶先歡迎合資格旅客入
境。

▼多國疫苗護照將
採用二維碼形式。
網上圖片

•5月17日，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
（NHS）App 上 的 疫 苗 護 照 正 式 上
線。

意大利羅馬的菲烏米
奇 諾 機 場 17 日 擠 滿 遊
客。
路透社

•5月起正式啟用由國際航空運輸協
會（IATA）設計的疫苗護照App。

•正與IATA商討聯手推出疫苗護照。
•近期將成立政府討論組，研究發
行疫苗護照。

8000移民湧入飛地
西班牙斥摩洛哥勒索

•聯邦政府不考慮推出疫苗護照
制度，但鼓勵由私營和非牟
利機構推動。
大公報整理

澳打針慢恐淪病毒活靶子
【大公報訊
大公報訊】
】綜合路透社
綜合路透社、
、
《衛報
衛報》
》報道
報道：
：澳洲新冠疫情平
穩，但疫苗接種計劃實施進度緩
慢。截至
截至20
20日
日，澳洲疫苗接種劑
數僅為318
數僅為
318萬劑
萬劑，
，離政府年底前為
2000萬人打針目標遙遙無期
2000
萬人打針目標遙遙無期。
。有
醫學專家表示打針人數過低，
醫學專家表示打針人數過低
，一
旦打開國門，
旦打開國門
，澳洲人就將淪為變
種病毒的 「活靶子
活靶子」
」 。
《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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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指出，
，目前有超過
150萬劑疫苗在全澳各地的診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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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劑疫苗在全澳各地的診所中
被閒置，
被閒置
，約為分發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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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過100
中超過
100萬劑為阿斯利康疫苗
萬劑為阿斯利康疫苗。
。
除澳洲政府疫苗推廣策略滯後
外，疫情平緩令部分民眾產生
「疫苗猶豫」 心理。研究公司
Resolve Strategic
Strategic民調顯示
民調顯示，
，有
30%
30
%澳洲人表示他們 「不太可

能」 或 「根本不會
根本不會」
」 在未來幾個
月接種疫苗。
月接種疫苗。
澳洲醫學會協會副會長莫伊
表示，
表示
，海外疫情和變種病毒的情
況令人擔憂，
況令人擔憂
，一旦開放邊境
一旦開放邊境，
，澳
洲人將淪為 「活靶子
活靶子」
」 ，除非能
有更大比例的人口接種疫苗，
有更大比例的人口接種疫苗
，尤
其是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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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歲以上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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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民眾接種，
為鼓勵民眾接種
，澳當局正
與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與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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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討聯手推出疫苗護照。
討聯手推出疫苗護照
。總理莫里
森18
18日更透露
日更透露，
，民眾未來可能需
要持有疫苗護照，才能跨省出
行。另外
另外，
，加拿大已有
加拿大已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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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
接種至少一劑疫苗，
接種至少一劑疫苗
，但完整接種
疫苗的民眾不到4
疫苗的民眾不到
4%。民調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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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重新開放旅遊，
為重新開放旅遊
，約3/4加拿大人
支持推出疫苗護照。
支持推出疫苗護照
。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
BBC報道：西班牙的北非飛地屬地
休達（Ceuta）17日和18日湧入超
過8000名摩洛哥非法移民，包括
2000名未成年人。西班牙出動軍
隊和直升機進行攔截，遣返約
5600人。事件相信與西撒哈拉的
領土主權爭議相關，西班牙斥摩洛
哥對移民潮坐視不管，是發動 「侵
略」 及 「勒索」 。
這批非法移民大多數來自摩洛
哥，約2000人未成年。他們從摩
洛哥一側海灘下海，沿海岸線游
泳、划船到休達上岸。而摩洛哥執
法人員對此袖手旁觀，甚至有媒體

西班牙執法人員18日在休達攔截
摩洛哥非法移民。
法新社
▼

「數字綠色證書」6月底將上線
目前已經有多個歐盟國家率先重啟旅遊業，意大
利已經允許來自歐盟其他國家、英國及以色列的旅客
入境，疫情期間冷清的旅遊勝地威尼斯聖馬可廣場15
日重見人氣，迎來久違的遊客。此外，法國、丹麥、
馬耳他等國家也計劃在6月向部分非歐盟國家遊客開
放。
為建立一個可助成員國協調旅行措施的通用系
統，歐盟 「數字綠色證書」 （即疫苗護照）定於6月
底建成並正式運行，德國、法國、荷蘭和希臘等國正
參與測試。以旅遊業為支柱的西班牙已急不可耐，準
備好6月初就取消旅行限制，搶先推出疫苗護照並在
邊境試行。
另外，由於疫情緩和、疫苗接種進度良好，法
國、奧地利、西班牙等國正逐步解封。法國已有超過
2000萬人接種至少1劑疫苗，約佔總人口33%。該國
19日起進入解封第二階段，有限開放已關閉了半年的
餐廳、商場、博物館和電影院等。在巴黎街頭，法國
人一大早紛紛到咖啡廳和餐廳小聚，慶祝久違的愜意
時刻；羅浮宮外也排起長隊。許多法媒以 「我們重生
了」 為標題，傳達民眾的心聲。政府計劃6月15日前
為所有成年人提供疫苗，衞生部長韋朗警告，仍需加
快疫苗接種速度才能真正擺脫疫情。

疫下關閉6個月的羅浮宮19日重開，遊客需
戴口罩。
路透社

▼

維持「緊急剎車」機制防變種
根據歐盟的計劃，旅客需要在抵達歐盟國家前14
天完成疫苗接種，承認獲得歐盟藥品管理局
（EMA）認可的輝瑞、強生、莫德納及阿斯利康疫
苗。同時，歐盟正考慮加入已獲得世界衞生組織
（WHO）批准緊急使用的中國國藥疫苗。至於不符
合接種資格的兒童，要提供7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
明，並在已接種疫苗監護人的陪同下入境。
歐盟各成員國也將公布新 「安全國家」 名單。目
前只有來自澳洲、以色列、新加坡等7個國家的旅客
進入神根區度假，無論他們是否接種疫苗。依照現有
標準， 「安全國家」 最近14天內每10萬人中新增確
診病例不超過25宗，歐盟委員會提議將病例數標準放
寬至75宗。據歐洲疾控中心（ECDC）數據，英國等
數國將符合新標準。美國不符合新標準，但持疫苗接
種證明的美國遊客可以入境歐盟。
同時，歐盟亦維持 「緊急剎車」 機制，一旦某個
國家疫情惡化或出現變種病毒，將暫停該國旅客入
境。有歐盟官員對《衛報》表示，由於印度變種病
毒B.1.617在英國蔓延，可能有部分歐盟國家拒絕
向英國遊客開放，或要求入境隔離。

遊客16日在意大利
威尼斯的聖馬可廣場
遊覽。
路透社

▼

大 勢 所 趨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
社、彭博社報道：隨着新冠疫苗接種
持續推進，開放國門成為全球趨勢。
歐盟27個成員國19日已同意在夏季旅
遊旺季前，允許已接種新冠疫苗的非
歐盟旅客入境，歐盟疫苗護照 「數字
綠色證書」 也將在6月底建成並正式運
行。與此同時，美國拜登政府也有意
放寬旅遊限制，正與衞生專家和旅遊
業探討解禁的時機與方式。

目擊其主動幫助難民穿過邊境鐵絲
網。
西班牙隨即派出軍隊、增派
200名警員和直升機增援休達，攔
截移民。目前約5600人被遣返，
但許多無監護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仍
滯留。西班牙國防部長羅布萊斯20
日斥摩洛哥 「侵略」 及 「勒索」 ，
侵犯西班牙和歐盟邊界，違反國際
法。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希納斯指，
一些國家試圖以移民問題為籌碼，
但 「無人能恐嚇或勒索歐盟」 。
分析認為，摩洛哥在向西班牙
施加外交壓力，要求其承認摩洛哥
對西撒哈拉的主權。要求西撒哈拉
獨立的武裝組織 「波利薩里奧陣
線」 領袖加利日前獲准在西班牙治
療新冠肺炎，引發摩洛哥不滿。
另外，西班牙下月初將重開國
門，若移民危機未解恐為歐盟帶來
播毒風險。休達位於非洲最北部直
布羅陀海峽沿岸，與摩洛哥接壤並
與西班牙隔29公里的地中海相望，
被移民視為前往歐洲的 「跳板」 。

香港與世界疫苗接種的落差說明了什麼
近來，有關 「疫苗通
行證」 涉嫌歧視的問題被
推到了風口浪尖。不過，
隨着歐美發達國家接種疫
苗速度的加快，這個夏天
遊客須持 「疫苗通行證」 旅行似不可避
免。
近期香港疫情有所緩解，與內地通
關的話題也在同步升溫。這兩天，香港
輿論開始炒作這個話題，大有倒逼內地
向香港開閘之勢，言外之意是：香港已
基本滿足通關條件，如果內地不開放關
口，那將承擔道義的責任。
其實這種思維是有誤區的，香港沒
有進行全民檢測，所謂的27天本地零感
染也只是一種目測，而內地清零標準的

認定顯然要比香港高得多。沒有真正意
義上的清零，無法保障通關後的絕對安
全，一旦出現漏網之魚，內地付出的代
價將十分沉重。
香港和新加坡已幾次嘗試建立旅遊
氣泡，但臨門一腳總是掉鏈子。上一次
是因為香港不達標，而這一次是新加坡
無法滿足條件，旅遊氣泡的兩次擱淺已
充分表明，只要病毒不清零，各自的疫
情隨時都有可能反彈，所謂的氣泡最後
變成了肥皂泡。新西蘭和澳洲也搞起了
旅遊氣泡，但總是時斷時續，其根本的
原因是疫情的傳播鏈條沒有徹底切斷，
無法建立真正的安全氣泡，能夠維持運
作帶有很大的運氣成分。
中國內地有着14多億人口，目前只

接種了4億劑疫苗，要想讓10億人完全接
種，至少還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中國作
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廣大農村地區的醫
療保障水平依然很低，一些城市的醫療
資源也經不起集中擠兌。在這種 情 況
下，只能用嚴防死守的辦法，將病毒
攔在境外，為全民接種贏得寶貴的時
間。
平心而論，中國面臨的輿論環境是
十分惡劣的。西方對中國有着道德潔
癖，西方媒體可以寬容美國死去60萬
人，可以允許歐洲死上百萬人，更可以
允許印度恆河漂着幾千具新冠患者的屍
體，但這些情形如果發生在中國，不僅
西方輿論會毫不猶豫地把中國政府推向
國際法及道德的審判台，而且中國人民

也不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在中華大地。
所以，為了14億人的健康，在通關問題
上，中央政府不可能允許有更多的討價
還價空間。
香港是世界上為數不多、有疫苗不
踴躍接種的地區，換句話說，香港完全
可以通過接種疫苗率先實現群體免疫，
但是香港抗疫問題的政治化陰影揮之不
去，社會的撕裂並沒有得到徹底修復，
加上一些媒體對疫苗的刻意負面渲染，
讓接種者猶豫彷徨，接種速度一直裹足
不前，在過去80天裏，只有80多萬人完
成了接種。反觀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
只要是疫苗充足的地方，都走在了世界
的前列，如以色列、智利、塞舌爾以及
阿聯酋、巴林等中東產油國，美、英的

成人接種率也已過半，其他歐洲國家更
是奮起直追。
迄今為止，全球的抗疫路徑選擇其
實是十分有限的。人類在短短的幾個月
裏就開發出新冠疫苗，我們應當感到慶
幸。香港居民與內地有着千絲萬縷的聯
繫，長期閉關對人的情感是巨大的折
磨，特區政府需要對此有充分的感知。
眼下能做的，是窮盡一切手段，激發香
港民眾接種的積極性。只
有率先建立起基礎免疫屏
障，經濟的恢復和民生的
改善才有可能。這既是特
區政府對香港民眾的責
任，也是香港理應為中國
大家庭扛起的一份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