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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車送手機 千萬等你攞
昨逾四萬人接種 創五月以來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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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鴻基地產
1000萬元抽獎活
動，7至8月連續62
日，每日送出92份
獎品，包括每日一
部iPhone 12連
數碼通5G計劃。

恒隆地產
1000萬元措施鼓勵
全民打針，市民於9
月 底 前 完 成 打 兩
針，在恒隆商場單
一消費滿100元，可
獲發200元恒隆電子
購物禮券。

香格里拉集團
送出一年免費
住宿，名額一
個，適用於集
團全球100多
間酒店。

嘉民集團
100萬元大抽
獎 ， 大 獎 為
Tesla Model 3
Long Range電
動車一輛，價
值逾50萬元。

香港總商會
於7至9月每兩星期
抽獎一次，獎品總值
約2000萬元，包括500張
港鐵全年車票、國泰商務
機票、酒店度假遊、主題
公園套票、昂坪360來回纜

車門票等。

【大公報訊】記者胡家俊
報道：本港公營醫療服務多年來供

不應求，政府建議讓非本地培訓港人醫生回港免試
執業，立法會已於本周三首讀《醫生註冊修訂條例
草案》。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新任主席梁嘉傑昨表
示，已向政府提出，要求在海外醫生正式註冊前，
應有獨立的機構參與評審過程，增加社會及業界對
新機制的信心。

據政府早前公布，相關醫生須符合特定條件，
包括須在認可的非本地醫學院畢業並獲醫生或專科
醫生資格、須在本港公營醫療機構全職工作五年或
以上、獲僱主認可表現稱職等。

梁嘉傑昨就上述方案正式表態，透露已去信食
物及衞生局，要求有獨立、客觀的第三者機構，參
與審批海外醫生註冊的過程。他解釋，若按政府方

案，當海外醫生在公營機構或大學工作五年後，只
要僱主認為表現合格，即可取得正式註冊，但醫專
認為理應有機構參與篩選過程， 「原因是不想有任
何人覺得，僱主因人手缺乏等原因而去聘請，未夠
中肯。」

梁嘉傑說，本地醫科生在公營醫院實習，大學
會參與審核，因此醫專不是想就海外醫生註冊 「加
閘」 。他強調： 「不是我們不相信僱主的專業精
神，而是我們覺得有客觀、無任何利益衝突的團體
去參與審批，能更加獲得市民對這機制的信心。」

至於將新設的特別註冊委員會是否應加入業外
委員，梁嘉傑認為，醫專強調的 「專業自主」 不代
表「醫生話乜就乜」，並非一定要醫生才可為業界作
出決定，因為業界人士有時候反而未必看得通透，
加入病人組織在內的業外委員可提供多角度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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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齊兩針疫苗，滿足你N個夢想，有車有樓不是
夢！昨日再有企業宣布，響應政府的全城快打疫苗行
動，推出不同鼓勵市民打針措施。嘉民集團推出獎品總
值超過100萬元抽獎活動，包括
送出「Tesla Model 3 Long
Range」 電動車，參
加者須持有香
港身份證，

8月31日或之前完成接種疫苗，結果將於9月公布。有
關登記及參加方法、獎品及抽獎等詳情將於稍後公布。

新地日日抽獎 名額5700個
新鴻基地產的大抽獎活

動，將在7月及8
月，連續62

日，每

日送出92份獎品，預計得獎市民超過5700人。大抽獎
將分為公眾及員工兩部分，各佔一半獎品名額。大獎是
每日送出iPhone12一部，另有該集團旗下酒店的宅度
假住宿套票10名、旗下酒店的餐飲現金券10名等。獎
品由新地和郭氏家族一同出資，參加抽獎者須是完成接
種兩針、年滿18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新地主席兼董
事總經理郭炳聯表示，希望有助提高接種率，令香港早
日通關，讓社會和經濟迅速復原。

恒隆：消費100元送200元
恒隆地產的優惠及抽獎計劃，分員工及市民兩部分

進行。市民於9月底前完成接種，在恒隆商場包括
Fashion Walk、雅蘭中心、荷李活商業中心、家
樂坊、淘大商場、康怡廣場及山頂廣場，消費滿
100元，送200元消費券的優惠。員工則可享
兩天有薪疫苗假及4000元電子購物禮券。

香格里拉集團抽獎送出一年免費住宿，
名額一個，適用於集團全球100多間酒店。
得獎者可在國際邊境重新開放後，在全球76
個目的地，包括在倫敦、巴黎、東京和新
加坡的旗艦酒店，以及在香港的四間酒店
度假。參加抽獎者須年滿18歲，在8月31
日前完成接種兩劑疫苗。香格里拉集團董
事長郭惠光表示，過去17個月十分艱難，
希望社區能夠團結起來，順利渡過難關。

政府昨公布，昨日有約44600人接種
疫苗，是繼4月10日錄得約
46300人、4月9日錄得約

44700 人
後，第三高

的單日打針人
數。本港累計約

147.19萬人已打第一
針，接種率22.4%，

107.54萬人已
打第二針，接
種率16.4%。

信和集團
大抽獎送價值1080
萬元的凱滙一房住宅
單位，6月15日開
始接受網上登

記。

華懋集團
2000 萬 元 大 抽
獎，獎品包括集團
酒店住宿、餐飲、
娛 樂 及 現 金

券。

3香港
大抽獎獎品總值
逾1000萬元，包
括 33 部 iPhone
12 Pro智能手

機。

【大公報訊】旅發局早前推出的第二輪
「賞你遊香港」 名額二萬個，6月1日上傳資料

後，首批136個行程昨日全數換領完畢，本月中
將公布第二批約60個行程。有消息稱，旅發局
將加碼推出 「賞你遊3.0」 。

擬推新計劃 參加者須打齊兩針
新一輪的 「賞你遊香港」 ，各旅行團名額

有限，先到先得，於周二開始接受報名，結果
所有名額已在四天內即告額滿。據旅發局 「賞
你遊香港」 網頁昨日公布： 「由於市民反應熱
烈，第一階段的 『夏日賞你遊』 免費旅行團已

換領完畢。第二階段的旅行團資料將於本月中
公布。」 旅發局表示 「衷心感謝市民支持」 。

有消息稱，旅發局昨日與本港旅遊業多個
商會開會商討，計劃再推出 「賞你遊3.0」 。新
計劃或將不再要求市民憑消費換領本地遊，但
須打齊兩針新冠疫苗，具體行程及名額未確
定。

旅發局去年首次推出 「賞你遊香港」 ，帶
動本地消費及旅遊。今年5月底，旅發局透過
「旅遊．就在香港」 平台，再度推出 「賞你遊

香港」 ，市民於本地零售及餐飲實體店消費滿
800元，可換領本地旅遊團名額一個。

醫專倡設獨立機構
參與評審海外醫生資格

在商界連日來陸續宣
布不同大抽獎活動的推動
下，本港昨日有44600人
接種新冠疫苗，為五月以
來單日新高紀錄。新鴻基
地產昨日宣布推出1000萬
元 「日日有獎抽」 活動，
連續62日每日送出包括
iPhone 12 等 獎
品。恒隆地產推出
總值逾1000萬元
的鼓勵全民接種疫
苗措施，送出電子
購物禮券優惠。嘉
民集團的大抽獎活
動送出價值逾50
萬元的Tesla電動
車。香格里拉集團
則送一年免費酒店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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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學校是防疫重點 應鼓勵教師接種
一名17歲中五女生被驗出帶有

N501Y變種病毒，好不容易保持連續
42日無不明源頭個案的紀錄被打斷。
該女生就讀的學校需停課21天，大批
有接觸史的市民須接受強檢。嚴峻事
實再次敲響警鐘，新冠病毒防不勝
防，而變種病毒的傳播力、致命性更
強，香港早日形成疫苗保護屏障才是
根本抗疫之道。

特區政府力推 「全城起動 快打
疫苗」 運動，爭取今年九月份達到集
體免疫目標，校園免疫是其中非常重
要的一環。事實上，特區政府將目標
訂在九月，就是因應新學年開始，讓
全港百萬學生實現面對面上課。將接
種疫苗的範圍擴大到12歲以上，同樣
是有的放矢，將中學生納入疫苗接種
計劃。在這方面，歐美等地已先行一
步。

學校是人群聚集的地方，傳播病
毒的風險相對較高，師生員工特別需
要疫苗保護的道理毋庸贅言。現在的
問題是，政府鼓勵12歲以上中學生接

種，多所大學亦鼓勵師生員工接種，
並明言未接種者不能入住宿舍，必須
每兩周檢測一次。但對於教師是否必
須接種，目前尚無明確的指引，這是
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問題，亦應引起
各方面的重視。

鼓勵學生接種而沒有鼓勵老師接
種，道理上說不過去。最令人擔心的
是，老師不設防，容易將病毒感染給
學生，或者容易被學生感染，無論是
哪一種情況，都會造成校園大爆發，
學校將因此停課21日，受害的是學
生。由於學生來自全港各地，難免將
病毒傳播到社區，造成全港爆發。雖
然未接種老師可以繼續網上授課，但
如此一來，面對面上課形同虛設，受
害的同樣是學生。

從保障自己也保障學生的角度，
老師理當率先接種，其實這也是為人
師表的應有之義。老師帶頭接種，會
給予學生信心，在師生共同努力之
下，讓學校形成疫苗屏障並不是難
事。香港的困難在於，並非所有辦學

團體都自願配合政府抗疫，因為政治
偏見或一己之私拒絕接種的老師也不
乏其人。

去年，就因為部分學校抗拒全民
檢測，造成學校無法正常上課，學生
不得不長期留在家中上網課。這種罔
顧香港利益及學生福祉的情況，現在
仍然會發生，特區政府尤其是教育部
門應該有明確的應對之策。

可能又有人拿 「人權」 說事，強
調接種與否應遵從個人意願。不錯，
接種需要自願，但不要忘記，絕大部
分教師都是公帑出糧，官校老師更是
公務員身份，非一般市民可比。特區
政府強烈鼓勵公務員接種，老師也應
該一視同仁。

歸根結柢，抗疫是全民之事，唯
有眾志成城，群策群力，香港才能早
日達至集體免疫目標。自詡 「抗疫模
範生」 的台灣近日疫情失控，教訓深
刻，再次證明沒有疫苗保護屏障的
「清零」 不可靠，香港接種必須要有

緊迫感，不能再瞻前顧後。

中華廠商會
推 出 300 萬 元 抽
獎，頭獎是100萬元
簽賬額，名額2

個。

國泰航空
大抽獎送出飛機

私人派對。

鄒幸彤知法犯法

龍眠山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昨日被捕
了，人們一點都不驚訝，因為作為大
律師的她作風高調，知法犯法，就一
定會付出代價。

全球的頭等大事是抗疫，香港也
處在抗疫的關鍵時刻，任何可能導致
疫情蔓延的公眾集會都必須禁止。警
方早前否決支聯會的遊行及集會申
請，有理有據，支聯會其後作出上訴
亦已被駁回。然而，鄒幸彤沒有把法
律當一回事，連日來不斷透過報章及
社交媒體發布煽動非法集會的言論，
並聲言自己帶頭抗命。如今是求仁得
仁，又何怨焉？

去年這個時候，支聯會亦煽動非
法遊行及集會，結果多人被捕及判
刑，包括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及副主席
何俊仁等領導層均已因組織及參與非
法集會被判刑，彰顯香港是法治之
區。今年，包括鄒幸彤在內的其他違
法者，下場不可能有兩樣。

支聯會領導層在違法的道路上越
來越瘋狂，除了反映該組織無法無

天，將一己政治私利凌駕於法律及公
共衞生安全之上，也說明其頑固堅持
與國家為敵、與人民為敵的立場，甘
當外部勢力圍堵中國的急先鋒。在前
年 「修例風波」 後暴力路線無以為
繼，支聯會賊心不死，採取了 「軟對
抗」 ，所謂延續 「維園燭光」 、 「點
燈」 ，實質是延續黑暴之火，企圖有
朝一日死灰復燃。

為了捍衛法治尊嚴和社會安寧，
更為了防止被煽動的年輕人墮入法
網，警方昨日引用公安條例對維園實
施局部封鎖，並在全港多區部署警
力，採取執法行動，這是維護法治的
應有之舉。

隨着香港國安法、新選舉制度的
相繼落實，香港歷史已翻開新一頁，
進入 「愛國者治港」 的新時代，香港
社會各界人心振奮，抱殘守缺的只是
極少數，支聯會眾叛親離、走上窮途
末路，足證民心向背。

打針

有獎

第二輪賞你遊 首批136行程額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