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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針接種率九月底料達七成
本港與內地商討通關，前提包括本

港的新冠疫苗接種率須達到70%。截至
昨 日 ， 本 港 的 第 一 針 接 種 率 只 有
41.4%，而距離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提供

第一劑疫苗的最後日期，今日踏入倒數44日。若要
在限期前達到第一針有70%接種率，粗略推算，社
區疫苗接種中心每日需有七萬多人打針。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表示，本港可望
在九月底達至第一針70%接種率，而疫苗接種中心
不能無了期運作，政府會視乎未來兩周接種情況，
或增加名額，加快進度。

聶德權：視乎情況或增名額 加快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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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陶卿

▶過去七天每日平均有6.1萬人接種疫苗，多
間中心預約爆滿。

研推長者即日籌
【大公報訊】記者解雪

薇報道：截至昨日，本港接
種首劑疫苗者達41.4%，惟
60歲或以上長者接種率不足

25%。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表
示，研究多項措施便利長者打針，長者感染風
險較高，但接種率 「實在令人擔心」 ，政府會
繼續加大宣傳力度和解答疑難，亦會採取便利
長者的打針措施，如社署及衞生署會邀請院友
參加新一輪外展疫苗接種。

政府亦正考慮以 「即日籌」 方式，開放社
區疫苗接種中心的非繁忙時段，讓無預約的長
者接種等。他續指，由上周五（16日）起，私
家診所醫生為60歲或以上長者接種，每針可獲
發額外50元資助額。

疫苗中心歡迎新安排
負責營運將軍澳體育館疫苗接種中心的康

健國際醫療集團、營運總監梁國齡回覆《大公
報》查詢時表示，歡迎增加 「即日籌」 安排，
認為可大大便利 「唔識網絡預約」 的長者。

官涌體育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醫務總監
郭寶賢表示，中心有能力處理增設 「即日籌」
安排，相信可增加一、兩成的服務量，或會考
慮增設特別隊伍予相關人士，做現場登記、了
解資料及知情同意書等。他表示，若落實安
排，呼籲有意使用 「即日籌」 的長者，盡量避
開高峰時段，中心也會視乎情況加強人手調
配。

疫苗接種最新數字
累計接種疫苗
已接種第一針
已接種第二針

7月18日
接種疫苗
接種第一針
接種第二針

數據來源：政府新冠疫苗接種計劃網站

4826787劑次
2817095人（接種率41.4%）
2009692人（接種率29.5%）

55296劑次
26681人
28615人

掃一掃
有片睇

【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道：官
員要了解民情，不能只坐在冷氣房。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近期積極落區推廣消費
券，繼早前走訪街市和小商販後，前日
到酒樓飲早茶嘆一盅兩件，引來街坊爭
相 「打卡」 合照。他又搭的士了解司機
收入情況，並且以八達通支付100元車
資，毋須找贖。

自言「大叔愛飲茶」
陳茂波前日先約了工聯會成員鄧家

彪，一起坐的士由金鐘政府總部到香港
仔，在車上與的士司機閒聊，了解經營
狀況。的士行業是 「經濟寒暑表」 ，該
名入行30年的司機表示，感受到近期市
道正在好轉，生意略有改善，早前已安
裝八達通收款機，越來越多乘客選用電
子支付，加上政府派發的消費券可用於
交通開支，期待消費券開始使用後生意
會更好。

下的士後陳茂波與自由黨議員張宇
人到酒樓品茗，體察民情。陳茂波在社
交網站以 「大叔愛飲茶」 形容自己，他
享受 「一壺普洱、兩個大叔、三盅點
心」 期間，大批茶客爭相找他合照，又
讚賞他的表現，認為消費券計劃發揮作
用，正研究如何消費，更多人拉着他反
映大大小小的生活與社會問題。

截至昨晚，消費券計劃接獲超過
618萬個登記。陳茂波說，失業率已由
今年初7.2%高位，回落至6%邊緣，預
料本周公布的四至六月份最新失業率，
將回落到一年多前水平，為使經濟全面
復甦，他呼籲市民積極接種疫苗。

昨日疫苗接種數字輕微回落至55296人，當
中26681人打第一針，28615人打第二針。累計
近282萬人已打第一針，接種率41.4%，200萬
人完成打兩針，接種率29.5%。本港的復必泰
疫苗存貨，昨日上午仍有約40萬劑，衞生署昨
午公布，新一批約86萬劑復必泰已付運到港。

本港合資格接種人士約有681萬，若以70%
接種率計算，需約476.7萬人打針，扣減已打第
一針的282萬人，若要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提供
第一針的44日內，達到70%接種率，平均每日
需有約四萬人打第一針。若按近期每日約有三
萬人打第二針計算，疫苗中心每日需有約七萬
人打針。

多間中心預約爆滿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在電台節目

表示，過去一個月市民接種踴躍程度增加。過
去七日，日均有6.1萬人接種疫苗，打第一針的
平均有3.2萬人，若能維持每日約三萬人打第一

針，一個月就差不多有100萬人接種首劑疫苗，
兩個月就有近200萬人。

聶德權指，由此推算，九月底接種首劑疫
苗的比率就可增至70%。他表示，留意到部分
疫苗接種中心有較多人預約，政府會視乎情
況，再決定之後的安排，例如多開接種位
置，從而增加接種量。他又說，公務員有義務
主動接種疫苗，6.4萬名前線公務員已納入打針
或定期檢測計劃，當中70%人已打針。

政府的疫苗預約網站昨晚顯示，29間接種
中心當中，有10間復必泰疫苗中心在未來三周
全數或幾近爆滿，科興接種中心在部分日子亦
爆滿，部分市民或需另擇日期甚至跨區打針，
令人擔心會否影響打針意欲。

負責營運將軍澳體育館疫苗接種中心的康
健國際醫療集團、營運總監梁國齡指出，近日
中心預約勢頭良好，早前亦有與政府商討增加
打針配額，中心的人手及儲存疫苗的空間均有
能力應付，預計每日可增加為500人打針，約提

升16%的服務量。
自由黨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

示，留意到不少接種中心連日預約爆滿，建議
增加接種間，跟上市民的打針需求。他表示，
政府推算九月底達至70%的首針接種率，與他
推算的10月通關日期相近，如與廣東及澳門局
部通關，可採用配額制，在本港每日單位數的
確診水平下，令滿足接種兩劑疫苗後14日及驗
出抗體者先試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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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籠屋不是夢堅守鐵的底線剔除偽愛國者
——解讀夏寶龍主任講話系列評論之一

龍眠山

香港住房問題嚴峻，牽動國家領
導人的心。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日前描繪香港有國安法保
駕護航的光明前景，其中一項就是住
房問題必將得到極大改善，將告別劏
房、 「籠屋」 。夏主任的講話極大地
鼓舞了香港各界，一位住於 「籠屋」
的阿伯告訴大公報記者，他 「興奮得
一夜沒睡着」 。

所謂 「籠屋」 ，比劏房的環境更
為惡劣。籠屋通常只是一個床位，僅
容躺下，不能立身，周圍裝設了鐵絲
網，以保護 「私隱」 及少得可憐的
「家當」 ，這哪裏是人住的地方，根

本同囚禁獅子、老虎的鐵籠子無異。
在富裕的香港、人均GDP高達38萬元
之巨，竟然有數以萬計市民居住於這
類暗無天日的 「非人」 環境中，實在
令人難以想像。

劏房、 「籠屋」 問題由來已久，
過去多有曝光，有關照片甚至在國際
攝影大賽中獲獎。歷屆政府不是不知
道有關問題，但過去由於各種因素掣

肘，加上解決問題的決心不足，致使
問題愈演愈烈。雖然近日特區政府推
出劏房租務管制措施，限制業主加租
幅度，但治標不治本。更令人憂慮的
是，租務管制尚未實施，不少業主已
偷步加租。

沒有人會低估解決香港住房問題
的難度，也沒有一蹴而就的捷徑。但
有道是 「只要精神不滑坡，辦法總比
困難多」 ，內地能消滅數億人的貧困
問題，香港也一定能消滅劏房 「籠
屋」 ，讓基層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這
是中央的要求，也是港人的共同心
聲。特區政府必須做到，也一定能做
到。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目標
就是要實現良政善治，全力破解深層
次問題，為市民辦實事。

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已找到能建造
一萬五千個過渡屋的土地，並為輪候
公屋三年以上人士提供租務津貼，足
見特區政府為解決劏房問題邁出了步
伐。當然，市民期望步
伐還可以再大些。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日前在 「香港國安法實施
一周年回顧與展望」 專題研討會上發
表重要講話，強調 「進入特別行政區
管治架構的人都必須是愛國愛港者，
絕不容許任何一個反中亂港分子通過
任何途徑和方式混進特別行政區管治
架構，變成管治者」 、 「這是一條鐵
的底線」 。有關講話具有極強的現實
針對性，為即將到來的選委會、立法
會及特首選舉確定了底線，指明了方
向，須得到全面貫徹落實。

「愛國者治港」 是 「一國兩制」
的核心要義，但過去由於選舉把關不
嚴，致使大量反中亂港分子得以透過
選舉 「鵲巢鳩佔」 ，混入立法會、區
議會、特首選委會等重要架構，在建
制內部從事顛覆破壞活動。前年香港
爆發修例風波，其實街頭暴力只是手
段，選舉奪權才是目的。無論是所謂
「雷動計劃」 、 「風雲計劃」 還是
「立法會35＋」 、 「攬炒香港」 ，名

堂多多，最終目的都是要透過選舉奪
取香港管治權，實現 「顏色革命」 ，
將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 「政治實
體」 。

香港國安法發揮了一法定香江的
作用，修例風波被平息，攬炒派分崩
離析，但他們死心不息，仍圖謀捲土
重來；外部勢力也沒有放棄打 「香港
牌」 ，沒有停止對攬炒派的支持及對
香港事務的干預，香港維護國安任重
道遠。新形勢下，反中亂港勢力只是
改變策略，由 「硬對抗」 轉為 「軟對
抗 」 ，將 「公開抗爭 」 轉入 「地
下」 。別看他們對選舉暫時表現出
「不感興趣」 的姿態，其實只是 「障

眼法」 ，他們其實早有部署，力圖透
過假宣誓 「暗渡陳倉」 ，將一些面目
模糊的所謂 「中間派」 送入特區管治
架構，成為將來反撲的棋子。反中亂
港媒體《蘋果日報》關門後，有人聲
言 「蘋果種子落地」 ，期待未來 「四
面開花」 ，側面反映了他們應對新形

勢的長期策略。
孫悟空能識別各種變化的妖魔鬼

怪，是因為有 「火眼金睛」 。特區政
府要將偽裝的反中亂港分子鑒別出
來，同樣需要 「火眼金睛」 。中央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重新構建選委會及
健全選舉資格審查制度，就是有備而
來，以甄別真假愛國者。資審會已經
成立，夏主任發表講話後，身兼資審
會主席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立即作出
回應，表示將公平公正履行審查並確
認候選人資格的把關重任，將 「偽擁
護」 、 「偽忠誠」 的人拒於管治架構
之外。若有需要，資審會將諮詢國安
委。

資審會為選舉把關，責任重大。
令人欣慰的是，資審會成員都是立場
堅定的愛國愛港者，其中更有多位成
員出身於紀律部隊，擁有同反中亂港
勢力作鬥爭的豐富經驗，經歷過重大
考驗，相信他們一定能不負眾望，守
住接下來三場選舉的 「鐵的底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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