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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促追蹤高風險區抵港者專家促追蹤高風險區抵港者
本地感染變種病毒群組繼續擴大，繼天水圍17歲

少女及其媽媽後，少女的20歲姐姐亦證實確診。理大
團隊研究相關變種病毒基因，認為有機會來自新輸入
個案。專家建議追蹤近期由高風險地區抵港人士，篩
查有無走漏，並在入境人士完成檢疫時，加設抗體檢
驗，減低隱形傳播者走入社區的風險。

三母女染變種毒 疑輸入個案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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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下
午會見中小學代表，商討為年滿12歲的學童
接種 「復必泰」 新冠疫苗安排。

有校長表示，會上表達了希望學校外展
服務可涵蓋家長，鼓勵家長與學童一同接
種，相信家長打針，可提高對未能接種疫苗
的一至五年級學童的保障，最理想是為學生
形成 「家校保護網」 。

有份出席的聖公會聖雅各小學校長張勇
邦表示，局方目前未有具體執行時間表，但
相信政府已有安排外展打針經驗，在暑假前
讓學校開始打疫苗問題不大。

暑假前啟動 減感染機會
「最好七月前有大量學生可接種，因為

到放暑假時，很多課外活動、暑期活動，開

始放下戒備，很多的消遣遊樂，互相感染的
機會很大。」 張勇邦期望政府未來亦加強對
家長的宣傳教育，增添家長信心。

對於國家已批准將新冠疫苗緊急使用年
齡範圍擴大至三歲以上，並將根據疫情防控
需要由高年齡組向低年齡組梯次推動接種，
張勇邦認為，如果科興疫苗亦可降低接種年
齡，學生可多個選擇。

教育界冀學校外展打針涵蓋家長

【大公報訊】政府5月31日起展開 「全城起
動、快打疫苗」 運動，希望未來三個月大幅提升
接種疫苗比率，讓社會早日回復常態。中大調查
發現，半數受訪者認同疫苗接種率高有助生活恢
復正常，而近七成受訪者認同有薪假期、免隔離
往大灣區等措施有效鼓勵打針。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於上月電話訪問705名
成年市民，調查發現，有50.2%受訪者非常同意
或同意 「愈多市民接種疫苗，生活就能愈快恢復
正常 」 ，非常不同意或不同意此看法的有
37.4%。

認為疫苗假期鼓勵最有效
至於鼓勵疫苗接種措施方面，有67.9%受訪

者認為，有效的方法為 「給予疫苗接種者在每次
打針後放有薪假期」 ，其次是 「疫苗接種者前往
大灣區可免隔離」 ，非常同意和同意的比例有
47.7%，最後是 「疫苗接種者可獲得現金獎
勵」 ，支持者有37.1%，但亦有58%人不同意。

調查亦顯示，關於政府控制疫情的表現，約
三成人認為非常好或頗好，約六成人認為頗為不
好或非常不好。至於應否放寬防疫措施，有37%
人同意，39%認為要維持不變，17%認為要收
緊。

另外，多個醫學組織呼籲市民盡快接種新冠
疫苗。香港急症科醫學院表示，新冠疫情持續超
過一年，本港急症科醫生站在最前線治療病人，
每日疲於奔命，期望疫情盡快過去。而接種新冠
疫苗是現時最有效阻止病毒擴散的方法，若所有
人在工作及群體免疫上作出努力，香港有望在短
期內擺脫疫症的陰霾。

香港牙醫學會表示，理事會已推出鼓勵措
施，為辦公室所有僱員提供兩日有薪打針假。學
會亦呼籲各同業攜手響應接種計劃，在親身接種
之餘，推出鼓勵措施給診所職員，牽頭帶領香港
早日達至群體免疫，全面恢復正常生活。

【大公報訊】政府繼續
對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賓
實施地區性航班熔斷機制。
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結
民表示，機制令約5000名菲
律賓外傭未能來港，而當地
近日已將四個月內出境的外
傭，列為最優先接種新冠疫
苗群組，期望港府容許已接
種疫苗的外傭來港，以紓緩
外傭市場壓力。

張結民昨日接受電台訪
問表示，以每日原有70至

100人來港計算，本港外傭
市場約有五、六千名勞工滯
留當地。

不少僱主等不及，轉而
聘請本地完約或斷約外傭，
導致薪金炒高，甚至有僱主
將薪金調升至最高九千元。
但目前未見外傭不斷選擇僱
主轉工的情況，因為入境處
近半年審批工作簽證時非常
嚴謹，如果外傭沒有合理離
職原因，處方很多時都不會
批出新工作簽證。

業界盼紓外傭荒
倡已打針准來港

本港昨日新增七宗確診個案本港昨日新增七宗確診個案，，一宗本地個一宗本地個
案天水圍確診變種病毒少女的案天水圍確診變種病毒少女的2020歲姐姐歲姐姐（（第第
1186011860宗宗）。）。衞生署驗出她帶有衞生署驗出她帶有NN501501YY變異病變異病
毒株毒株，，但沒有但沒有LL452452RR或或EE484484KK變異基因變異基因。。她沒她沒
接種接種疫苗疫苗，，潛伏期間涉足的尖沙咀潛伏期間涉足的尖沙咀KK1111

MuseaMusea、、荃灣荃灣
愉景新城商愉景新城商
場場、、荃灣南荃灣南
豐紗廠等豐紗廠等

地地，，均須納入強檢均須納入強檢。。
政府昨日在荃灣愉景新城設有流動採樣檢政府昨日在荃灣愉景新城設有流動採樣檢

測站測站，，不少人趁午飯時間到場檢測不少人趁午飯時間到場檢測，，沙咀道遊沙咀道遊
樂場亦出現排隊檢測人龍樂場亦出現排隊檢測人龍。。有在南豐紗廠工作有在南豐紗廠工作
的市民感到擔心的市民感到擔心，，不知道患者具體到訪哪個店不知道患者具體到訪哪個店
舖且逗留多久舖且逗留多久，，謹慎起見會考慮接種疫苗保護謹慎起見會考慮接種疫苗保護
自己自己。。

傳染力高過第四波七成
確診的確診的1717歲少女早前到過屯門一間無牌歲少女早前到過屯門一間無牌

補習社補習補習社補習，，班上多名學生須檢疫班上多名學生須檢疫，，當中部分當中部分
學生來自屯門區中學學生來自屯門區中學，，至少三間中學要停課至少三間中學要停課，，
或影響考試或影響考試，，包括屯門官立中學包括屯門官立中學、、屯門妙法寺屯門妙法寺
劉金龍中學劉金龍中學，，以及仁濟醫院第二中學以及仁濟醫院第二中學。。其中屯其中屯
門官立中學發通告指門官立中學發通告指，，接獲衞生防護中心上周接獲衞生防護中心上周
六的通知六的通知，，稱校內一名學生需檢疫稱校內一名學生需檢疫2121天天，，學學
校當日起停課三日作全面消毒及清潔校當日起停課三日作全面消毒及清潔，，昨日的昨日的
期終考試需改期補考期終考試需改期補考。。

天水圍確診三母女的感染源頭仍未明天水圍確診三母女的感染源頭仍未明。。理理
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恒表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恒表

示示，，最先確診的最先確診的1717歲少女有機會是新的輸入歲少女有機會是新的輸入
個案走漏入社區個案走漏入社區，，導致社區出現隱形傳播導致社區出現隱形傳播，，當當
務之急是要找出感染源頭務之急是要找出感染源頭。。他指出他指出，，NN501501YY
AlphaAlpha變種病毒傳染力強變種病毒傳染力強，，較第四波的病毒高較第四波的病毒高
出五至七成出五至七成，，加上加上1717歲少女的病毒量高歲少女的病毒量高，，社社
會要有心理準備會要有心理準備，，若發現有其他本地個案若發現有其他本地個案，，或或
有多條傳播鏈並行有多條傳播鏈並行，，反映病毒已在社區擴散反映病毒已在社區擴散，，
第五波疫情開始爆發第五波疫情開始爆發。。

回顧式追蹤料涉三千人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相信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相信，，

有輸入個案從檢疫酒店走漏入社區有輸入個案從檢疫酒店走漏入社區，，中間更可中間更可
能已經過一次傳播能已經過一次傳播，，再感染再感染1717歲少女一家歲少女一家。。
當局可考慮為近三當局可考慮為近三、、四個星期從高風險地區抵四個星期從高風險地區抵
港港、、並完成檢疫的人士並完成檢疫的人士，，進行回顧式追蹤進行回顧式追蹤，，為為
他們做病毒及抗體雙重測試他們做病毒及抗體雙重測試，，估計涉及二估計涉及二、、三三
千人千人，，相信香港可以應付相信香港可以應付。。何又認為何又認為，，應在入應在入
境和檢疫期的尾聲時境和檢疫期的尾聲時，，進行抗體測試進行抗體測試，，相信病相信病
毒毒 「「走漏走漏」」 到社區的機會可大幅減低到社區的機會可大幅減低，，否則即否則即
使再延長抵港人士的檢疫期都難以預防使再延長抵港人士的檢疫期都難以預防。。

▲▲專家建議為入境人士做抗體專家建議為入境人士做抗體
檢驗檢驗，，減低社區爆發風險減低社區爆發風險。。

▲▲確診變種病毒的確診變種病毒的2020歲少女曾到訪過荃灣多個商場歲少女曾到訪過荃灣多個商場，，
沙咀道遊樂場昨日出現等候檢測的人龍沙咀道遊樂場昨日出現等候檢測的人龍。。 中通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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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之外還有招嗎？國家外貿利好 助港經濟復甦

龍眠山

為鼓勵市民接種，特區政府提出
「疫苗氣泡」 政策並為公務員提供疫

苗假期。商界各出奇謀，送樓、送禮
包、送旅遊獎賞、食肆用膳折扣、商
場派發現金券等等，從近日接種人數
明顯上升觀之， 「谷針」 攻勢收到一
定的效果。

但無法迴避的現實是，香港接種
超過百日，接種率不過人口兩成多一
點，距離集體免疫的七成接種率相當
遙遠。就特定人群看，醫護接種率只
有三成多，教職員工的接種率低至一
成八，公務員接種率暫時未有數據，
估計也不會高。特區政府雖然定下了
九月份大幅提升接種率的目標，但並
沒有提供明確的數字指標，這恰恰說
明，政府對未來三個月的接種率如何
心中無底。

在科學昌明的時代，不相信疫苗
的不乏其人，鼓勵和激勵都未必能打
動他們。這也不是香港獨有的問題，
在以色列、英國、美國等地，接種率
達到五成以後都碰到 「樽頸位」 ，有

後繼無力之憂，不少國家不得不採取
較激進的措施。在美國得州，有醫院
強制醫護人員接種，院方認為要求員
工接種是合法的，而身為醫務工作
者，盡其所能地保護患者，是神聖的
義務。美國數百所大學明確要求師生
員工在新學年前接種，更有老師收到
校方的 「強硬」 通知，明言 「接種與
否與閣下的工作有關」 。

曾幾何時，不少歐美人士連口罩
也不願意戴，現在卻採取強制接種措
施，這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帶來的理念
和做法上的變化。強制接種是否可行
言人人殊，但香港社會必須思考，萬
一在種種 「谷針」 措施之下，接種率
依然無法大幅提升，應該怎麼辦？正
如有人質疑，前線醫護不接種，有沒
有資格為別人接種？做老師的不以身
作則，如何為人師表？

特區政府、醫管局及教育相關部
門應該有明確的態度，清晰的指引，
不能一直被動。

歐美市場需求逐步回暖，加上印
度等地區訂單轉移至內地生產，今年
首五個月中國外貿表現亮麗，以美元
計價的出口與貿易順差分別勁增40%
與70%，表現優於全球。事實上，國
家進出口貿易保持強勁增長，香港轉
口貿易與相關專業服務從中也可分一
杯羹，在零售等內部需求尚未全面復
元之前，外貿繼續成為增長主要動力
來源，為香港經濟穩步復甦提供重要
支撐作用。

隨着歐美推出大規模財政與貨幣
政策振興經濟以及展開新冠肺炎疫苗
接種計劃，一度陷入嚴重衰退的世界
經濟，呈現強勁反彈。最近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與經合組織相繼調高今年全
球經濟增長預測，國際貨物貿易也迎
來強力回升。除非全球疫情急速轉壞
與環球發生金融突變事件，否則中國
外貿穩中向好勢頭可望持續。

事實上，單計今年5月，中國出口
與進口分別增長27.9%與51.1%。即使
出口數據受到低基數效應減退影響，

但增幅只較4月的32.3%增幅略低數個
百分點，可見外部需求穩步回升之勢
持續。

至於進口方面，則創下2010年3月
以來最大增幅，一方面受到原油、鐵
礦石等大宗商品價格上升所影響；另
一方面則是反映內部需求進一步好
轉，顯示內需逐步加力，添加增長動
能，預期中國次季經濟保持較快增
長。

其實，一場百年未見的疫情，突
顯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優勢。由於內
地疫情持續受控，工業生產迅速返回
疫情之前水平，相反現時全球多個地
區疫情反覆，甚至出現惡化，促使外
國零售商紛紛將拉美、南亞等地區的
訂單轉移至中國生產，這是中國製造
業景氣向好、外貿出口大旺的主要因
由所在。

同 時 ， 在 高 水 平 對 外 開 放 、
RECP稍後生效以及推進多個自貿區
談判等利好因素支持，中國外貿前景
可繼續看高一線。可以看到，經歷貿

易戰與疫情衝擊，中國產業鏈與供應
鏈在全球地位進一步鞏固。例如今年
首 五 個 月 中 國 對 美 貿 易 順 差 增 長
34%，再次引證美國發動貿易戰失敗
收場，無礙中國經濟與貿易壯大發
展。

國家外貿保持高景氣度，香港經
濟受惠匪淺。正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昨日在立法會所言，一些主要經濟體
特別是內地和美國持續復甦，短期內
將繼續有利區內貿易往來。

國家外貿數據理想，除了利好香
港外貿，還吸引外資加大押注中國，
買入更多人民幣資產，對香港金融發
展、經濟轉型產生積極推動作用。

事實上，今年境外投資者買入中
國股債資產停不了，其中透過滬深股
通渠道北上淨買入A股金額已超過去
年全年總額，預計今年可創下逾4000
億元人民幣新高紀錄，成為金融發展
新的突破點。由此可見，在國家強大
後盾支持下，香港完全可以延續經濟
復甦勢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