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整理

•適用於12歲及以上人士

•電子版：使用二維碼（QR code）

技術，人們收到疫苗接種證書、核

酸檢測及新冠抗體檢測結果後，可

掃描紙質或數字文件上的二維碼，

將結果上傳至TousAntiC
ovid應用程

式。在進入相關場所時，民眾須出

示二維碼方便核查。

•紙質版：提供完成疫苗接種證書、

48小時內核酸檢測報告，以及證實

自己感染新冠後康復的抗體檢測報

告，以進入相關場所。

法國疫苗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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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衛
報》報道：受Delta變種新冠病毒影
響，法國近期已進入第四波疫情，20日
新增1.8萬宗確診病例。為增加疫苗接
種率、控制疫情蔓延，法國實施新規，
民眾21日起需要出示疫苗接種證明或新
冠病毒檢測陰性結果，才能進入戲院、
博物館等指定場所。根據疫苗註冊網站
Doctolib數據，在總統馬克龍12日宣布
啟用 「疫苗通行證」 （pass sanitaire）
等措施後，多地出現 「打針潮」 ，已有
約430萬人預約打第一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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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衞生部長韋朗20日表示，Delta
變種病毒正在法國快速傳播，該國過去24
小時新增確診病例超過1.8萬例， 「這意
味着較上周的新增病例增加近150%，我
們從未見過這種狀況」 。法國政府發言人
阿塔爾19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法國已進
入第四波疫情，新增確診病例中感染
Delta變種毒株的病例佔80%，住院人數
再度增加。因此，韋朗呼籲法國民眾積極
接種疫苗， 「疫苗是戰勝疫情的武器，也
是擺脫疫情的唯一途徑」 。

違反規定者可囚半年
總統馬克龍12日宣布，自7月21日開

始，想進入戲院、博物館、體育場等容納
超過50人以上的文娛場館，所有入場的12
歲以上人士均須強制核驗疫苗通行證，即
電子或紙質版的疫苗接種證明、核酸檢測
報告，或抗體檢測報告。從8月起，進入
酒吧、餐館、商業中心等場所，以及乘坐
火車、飛機等交通工具也要強制核驗疫苗
通行證。除商店、公司和公共交通工具
外，民眾進入場所後就可以脫下口罩。

如有民眾未能出示有效疫苗通行證便
進入相關場所，將面臨長達6個月的監
禁，以及高達1萬歐元（約9.2萬港元）的

罰款。如果相關場所所有者未檢查民眾的
疫苗通行證情況，可面臨7500歐元罰款。

此外，從今年秋季開始，病毒檢測將
不再免費提供，除非憑藉醫生處方。法國
官方希望通過該措施鼓勵人們接種疫苗，
而不是僅重複進行病毒檢測。而醫院、診
所、護老機構等衞生系統的相關工作人員
須在9月15日前接種疫苗，官方將從9月15
日之後進行檢查，未按規定接種疫苗的相
關人員可能會被迫休無薪假。

宣布新規定後430萬人約針
法國是全球最反疫苗情緒的國家之

一，去年11月的民調顯示，該國僅有25%
的人口願意接種新冠疫苗。但截至7月19
日，法國已有超過3700萬人已至少接種一
劑疫苗，約佔總人口的56%。

CNN翻查Doctolib的數據發現，自12
日馬克龍宣布新規後，已經有大約430萬
人預約打第一張針。法國總理卡斯泰19日
向國會表示，7月底前，預計法國會有
4000萬人至少接種一劑，比原定計劃提早
一個月達成目標。

根據益普索（Ipsos）的民調結果，
有超過60%的受訪者支持在公共場所使用
疫苗通行證。根據民調機構Elabe公布的
數據，有76%的人支持強制醫護接種，另
有58%的人支持強制咖啡店、餐廳以及其
他公共場所的員工接種。

最新的疫苗措施也導致出售假通行證
的黑市出現，部分醫護亦有份參與。《巴
黎人報》記者到訪巴黎北邊郊區的接種中
心，發現只要現場轉賬300歐元，就有護
士帶他進入接種隔間並將酒精棉片貼在其
手臂，好像已經注射完成一樣，接着就可
以拿到疫苗通行證。對此現象，政府強
調，使用造假文件將面臨3年監禁以及4.5
萬歐元高額罰金，協助造假證件的人還會
有額外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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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衛報》、
澳洲廣播公司報道：澳洲警方20日
通報，一名39歲男子當日在珀斯酒
店隔離期間，用多張床單結成繩索
從4樓爬下逃走，警方在約8小時後
將其拘捕。

據報道，這名男子名為邁爾斯
（Travis Jay Myles），7月19日
從昆士蘭州的布里斯班乘坐飛機到
西澳州的珀斯，但由於他未滿足入
境要求，因此入境申請遭拒絕，官
員要求他在48小時內離開西澳州，
並安排他到一間酒店臨時隔離。然
而就在20日凌晨1點前，邁爾斯
「用床單製成的繩索從四樓房間

的 窗 戶 爬 出 並 逃

離」 。
大約8小時後，西澳警方將其

成功拘捕，並指控他不遵守指示並
提供 「虛假、誤導性消息」 。警方
透露邁爾斯現年39歲、新冠病毒檢
測呈陰性，但沒有說明他 「越獄」
的原因。本月稍早，東北部城市凱
恩斯還有一名女子在隔離酒店內接
連爬下兩個陽台，其後將門踹開並
逃離。

澳洲新冠疫情不斷惡化，新南
威爾士州21日通報新增110宗確診
病例，維多利亞州亦新增22宗確診
病例，後者創近一個月以來的單日
新高。當前，新州、維州與南澳州
等地均處於封城狀態，全國約一半
人口受到影響。與此同時，澳洲疫

苗接種進展緩慢，僅有
11%的人口完成疫

苗接種。

【 大 公 報
訊】綜合《讀賣新

聞》、NHK報道：日本
新冠疫情持續升溫，21日

新增近5000人確診。日本
厚生勞動省統計發現，65歲

以上長者中，已接種兩劑疫苗
後確診的人口比例，約為沒打疫

苗者的1/15，顯示疫苗效用顯著。
日本厚生勞動省透過資訊系統

「HER-SYS」 對本月5日到15日確
診病例進行分析，結果發現65歲以上
未接種疫苗者，每10萬人的確診病例
數為13.5宗，已接種1劑疫苗的有3.7
宗，完成接種2劑疫苗者為0.9宗。接

種兩劑疫苗者的確診比例，約是沒打
疫苗者的1/15。

根據NHK數據統計，日本21日新
增4943宗確診病例，其中東京都新增
1832宗，過去一周每日新增均突破
1000宗。與此同時，截至19日，日本
僅有22.45%的人口完成接種。日本
政府防疫對策分科委員會會長尾身茂
20日說，到8月第一周時，東京都單
日新增確診有可能達到約3000宗的新
高峰，極有可能造成醫療資源緊缺。

此外，7月1日至今，東京奧運會
相關人員中共有75人確診新冠肺炎，
跆拳道項目的一位智利女選手因感染
新冠而被迫棄權，這是東奧首次出現

選手因染疫而棄賽。東京
奧組委總監武藤敏郎20日表
示，不排除在病例激增的情況下
取消奧運會的可能性。

澳男子床單結繩 逃出隔離酒店

◀澳洲男子20日用床單
結繩逃離隔離酒店。

路透社

來源：法國疫苗接種預約程式Doctolib

過去7天平均預約接種人數

日本未接種長者染疫率高

▲日本長者4月21日接種新冠疫苗。
法新社

Delta變種佔80%新症 美官員打完針仍確診

印度血清檢測：2/3人口有抗體

▲法國民眾7日填寫疫苗接種信息。
美聯社

【大公報訊】綜合《印度時報》、路透社
報道：印度醫學研究理事會20日發布第四
輪新冠血清抗體檢測結果，顯示6歲以上
的受檢者中有67.6%的人結果呈陽性。研
究人員據此推測，全印度6歲以上的人口
中已有約三分之二的人獲得了新冠抗體。

第四輪血清抗體檢測於6月底至7月初
在全印度70個地區進行，涉及36227名6
歲以上人士。檢測結果顯示，受檢者中有
67.6%抗體檢測呈陽性，而已接種疫苗的
人群抗體陽性比例更高：接種一劑疫苗的
人群陽性率為81%，接種兩劑疫苗的人群
陽性率為89.8%。

印度上一輪的抗體檢測於去年12月到

今年1月之間進行，當時檢測出的總抗體
陽性率僅為21.5%。研究人員稱，陽性率
提高主要歸結於兩個因素：第二波疫情爆
發和疫苗接種。截至21日，印度有
23.9%的人口至少接種一劑疫苗。

另外，由印度前首席經濟顧問薩勃
拉曼尼亞牽頭進行一項的研究20日稱，
在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期間，印度
「超額死亡人數」（超出正常預期的死亡
人數）在340萬至470萬之間。而據印
度衞生部通報，截至當地時間21
日，該國累計新冠死亡僅約42萬
人。研究人員表示，實際新冠死亡人數
「絕對比官方統計數據高一個量級」 。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
路透社報道：當地時間20日，美國白宮一
名官員和眾議院議長幕僚雙雙確診新冠肺
炎，而兩人都已完成接種疫苗。美國國家
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當天表
示，Delta變種病毒的傳染力前所未有，
但強調疫苗在預防重症方面仍有高達90%
的有效性。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20日證實，一名完
成接種疫苗的白宮官員新冠檢測呈陽性，
但他的症狀較輕，且並未與總統拜登等其
他高層接觸。普薩基表示，打完疫苗後確
診事件是會存在的，不過這次事件正好反

映完成疫苗接種人士即使確診，症狀也十
分輕微。

同日，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一名
高級發言人亦確診染疫，此人曾與出走至
華盛頓的染疫得州民主黨議員會面。

福奇在當天的參議院聽證會上表示，
美國目前80%以上的病例都是由Delta變
種病毒引起的，還稱Delta變種的傳染力
前所未有，但疫苗預防入院治療和死亡的
有效率仍超過90%。

另外，聽證會上，福奇還與共和黨參
議員保羅發生爭執，後者聲稱福奇所在的
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NIH）曾資助武漢

實驗室，並指責他在5月11日的回應中撒
謊。福奇聽後震怒道： 「保羅參議員，我
從來沒有在國會撒謊……你根本不知道自
己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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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一主題公園員工法國一主題公園員工2121日檢日檢
查顧客的疫苗通行證查顧客的疫苗通行證。。 法新社法新社

法啟疫苗通行證 公共場所查針卡
逾六成民眾支持 多地現接種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