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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快解決的士續保危機

增加接種中心是當務之急
第五波疫情爆發，加上特區政府
宣布下月擴大 「疫苗氣泡」 覆蓋範
圍，全港疫苗接種中心門前出現長
龍，不少人因為輪不到 「即日籌」 而
鼓噪，批評政府 「叫人打針又關閉打
針中心」 。儘管特區政府已決定增設
兩個接種中心，但仍然不夠，盡快增
加新的社區接種中心和流動接種車，
可謂當務之急。
本港自去年二月開始接種疫苗，
一度有29間社區接種中心，分布全港
各區，方便市民就近接種。隨着時間
推移，接種者由每日數萬人跌至數千
人，一些接種中心空空蕩蕩，為節省
資源，政府自去年十月開始關閉一些
接種中心。進入新年後，全港接種中
心減至10間，接種能力也相應減少了
三分之二。
但近日形勢出現了重大變化，變
種病毒來勢洶洶，觸發第五波疫情，
社區傳播日趨嚴重。在這種情況下，
愈來愈多人意識到，疫情不會很快過
去，為了自保，打針是唯一選擇。

為鼓勵未接種者接種，尤其是鼓
勵 長 者 接 種 ， 政 府 宣 布 自 下 月 24 日
起，將 「疫苗氣泡」 覆蓋範圍擴大到
所有食肆、表列處所及康文署轄下的
遊樂設施，至少接種了一針者才能進
入。事實證明這個方法有效，那些曾
經千呼萬喚都不願響應接種的人們，
如今開始改變想法了，不少打第一針
的人承認 「非出自願」 ，而是擔心將
來去不了茶樓見老友，到不了學校接
孫兒。
市民重現接種的熱情，特別是接
種率最低的長者表現踴躍，這是好
事，但另一個問題隨之出現：打針
難！這成為市民新的困擾。長者大多
不懂如何上網預約，電話預約又常常
接不通，只好排隊 「輪即日籌」 。不
少人年逾古稀，長時間排隊本來就辛
苦，最怕排隊一至兩小時， 「即日
籌」 卻派光， 「翌日籌」 也派光，只
能輪第三日籌，打一次針要來回顛
簸，難免引起不滿。
因應市民訴求，特區政府決定本

月21日新增兩間接種中心。衞生署轄
下三間長者健康中心下周起免預約為
長者打科興疫苗，流動接種站也推出
服務，但有關措施一來緩不濟急，二
來數量有限，作用不大。徹底解決
「接種難」 ，多增接種中心是根本的
方法。
增加接種中心並非難事，不過是
將關閉的場所重開而已，沒有必要走
程序再 「研究」 。近日政府收緊抗疫
措施，體育場館不再開放給公眾使
用，與其荒廢，不如拿來做接種中
心，決不能因為設施不足而掃了市民
接種的興頭，影響香港抗疫大局。
事急從權，靈活應變，這是對一
般管治者的要求，對愛國的治港者要
求就更高。特區政府要樹立市民至上
的服務意識，想民眾之所想，急民眾
之所急，解民眾之所困，始終貼基
層、貼地氣，以施政績效取信於民。
當下，盡快增加疫苗接種中心，讓市
民順利打針，就是辦讓市民看得見、
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實事。

保監局運用法定權力，指定會計
師行德勤接管的士保險大戶泰加的業
務和資產，避免了的士因斷單而無法
上路的及時危機。保監局還表示另有
4家保險公司承接泰加手上的約8000
份保單。事件出現轉機，但徹底解決
問題還有一段路要走。
泰加上月底發出通知，不再接受
的士新保單，原有保單也將在7日後
終結，在的士業界引起震動。對於泰
加為何退出的士保險業務，各方有不
同說法。泰加指的士車齡老化，索賠
率高，過去曾長期虧損，退出業務純
屬 「商業決定」 。的士業界則抱怨
稱，近年保費不斷增加，且加幅頗
大，形同 「打劫」 ，泰加突然退保的
做法不負責任。
泰加與的士業的矛盾由來已久，
立法會曾成立小組研究有關問題。的
士業界存在濫索賠的現象，甚至有無
良律師行包攬訴訟，以 「不成功索賠
不收費」 為條件，煽動司機索賠，導
致的士保險業賠償的成本大增，增加

保費也解決不了問題。
但保監局昨日給出新說法，指透
過監管工作及收到情報，發現泰加的
投資活動及資金調配可能違反相關條
例要求，因此指定會計師行接管，保
障泰加業務正常運作，保護市場穩
定，保護投保人的利益。德勤將審核
泰加的現有資產狀況。
泰加在資金調動上有無違規，有
待保監局進一步釐清。現實問題是，
要在一周時間內將泰加持有的數千份
保單有序轉移給4家保險公司，這是
一件艱巨的工作，萬一屆時仍談不
攏，的士無法上路的危機又將上演。
的士業還擔心，即使其他保險公司願
意接手，也可能提出很辣的條件，如
大幅增加保費。已有人建議，的士業
可以效法旅遊業界，自籌保險基金，
作為替代方案。
不管怎麼說，的士保險關乎大批
司機大佬的飯碗，關乎香港交通布局
及市民利益，有關部門需
要為民作主，積極作為。 龍眠山



單日4.4萬人打針 多區接種站爆滿
預約期延長至四星期 兩疫苗中心將重開
• 即日起，接種預約系統的名額會開放多一個星

期，即可預約未來四星期名額。

•下周一（10日）起，新增三間長者健康中心（藍

美食廣場工作
▲
人員在休市前，
通知食客將於傍
晚六時關閉餐椅
座位區。

田長者健康中心、西營盤長者健康中心、將軍澳
長者健康中心），為65歲或以上長者即場接種科
興疫苗，毋須預約。

•1月21日起，增加兩間復必泰疫苗接種中心（教育

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九龍灣體育館），三天
前開始接受預約，屆時社區接種中心增至12間。

【大公報訊】政府早前公布
由 月 日凌晨起收緊社交距離
措施。昨晚六時起，禁晚市堂食
日，記者到商場觀察，有食店
店家已準備收工，亦有食客在禁
令實施後仍在用餐。餐飲聯業協
會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信，認
為措施欠缺周全，令食肆錯失新
年前的消費 黃金期 ，希望政
府再次提供抗疫基金及緊急貸款
等補貼。
昨晚禁令生效後，旺角朗豪
坊內許多店家已忙着清潔，準備
收工。有店家繼續做生意，推出
外賣自取八折，但顧客不多，麥
當勞也只有零星外賣客，但街邊
的燒臘店外賣客明顯較往日多。
有檔主反映，雖然擔心生意
受影響，收入減少，但為了
抗疫亦願意配合，未來
兩個星期晚市

資料來源：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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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變種病毒殺入社區後，來勢洶洶，市民恐懼第五波
疫情，打針更踴躍，昨日有44805人打針，創近四個月以來新
高，超過兩萬人打第一針。
多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爆滿，有已預約的市民到場也要等一
小時才能打針，政府第二個流動接種站昨天啟動，首日設於黃大
仙廟宇廣場，早上未開始服務，等候打針的人已經大排長龍，15
分鐘火速派完昨日500個籌，一小時後更連今日打針的籌號也派完。
不少市民不滿政府呼籲大家打針，但又關閉接種中心。為回應需求，政府昨日宣布開
多一星期的預約名額至四星期，並於本月21日重開兩間社區接種中心。

變種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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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伯伯：擔心入不到公園
84歲的黃伯伯有三高問題，之前顧忌身體原
因未打針，因應疫苗氣泡將擴大實施，擔心不打
針就進不到公園，昨日才從小西灣去到北角，想
諮詢接種中心醫生再決定， 「我下午兩點左右來
領即日籌，佢哋話人太多，叫我晚上八點再返來
打針，不如先搭車返屋企休息下先過來。」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知道昨日早上已有
許多黃大仙街坊到流動接種站等候打針，反應非常踴
躍，醫療機構隨即派發往後的 「即日籌」 ，流動接種站
亦會加開一天，應付需要。他稱會密切留意情況，因時
制宜、適時再調整接種策略。

【大公報訊】新防疫措施下，全港食肆未來兩星期晚市禁
堂食，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昨日表示，若嚴格措施延續超過兩
星期，對零售業將會有明顯影響，他呼籲市民遵守防疫安排。他
表示，根據過往經驗，食肆不能正常營業，零售亦會受影響。

聖公會停崇拜 郵輪停四航程
梁兆基又稱，總商會有向會員發出提點，希望會員完全遵
守政府要求的防疫措施，至於是否居家工作安排，要視乎個別會

員公司決定，因很多會員公司未必可採用居家工作模
式。
香港聖公會宣布，為阻截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爆
發，由昨日起，暫停本港之公開崇拜及團體活動，為
期兩周。皇家加勒比宣布，因應政府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取消原
定於本月9日、12日、14日和17日出發的海洋光譜號航程。已
預訂上述航程的旅客將被安排全額退還已支付的郵輪票價、港
務稅費，及已購買的船上消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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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民購買食物後到公眾地方進
▲
食，對晚市禁堂食感無奈。
大公報記者梁堅攝

總商會憂影響零售 囑會員遵守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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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起晚市禁堂食，食肆外賣
▲
生意大增。
大公報記者梁堅攝

72歲的黃婆婆於去年七月已在內地打齊兩針科興疫
苗，一到期就想立刻打第三針，但昨午到場才知道早已
經派完即日籌，希望政府應該開多幾個地方打針，不讓
市民排隊等太久，又找得辛苦， 「其實不能去飲茶那些
都是小事，重要的是打針可以保護自己保護大家，不明
白這麼多人為什麼現在才來打針。」
康健國際醫療集團營運總監梁國齡表示，新增流動
站的本意是想在黃大仙開多一個地點，方便附近居民打
針，尤其是長者，但未想到市民反應太踴躍。
不少社區接種中心較往日亦增多不少前來打針的市
民，荔枝角社區會堂檢測中心昨早10時亦排起人龍，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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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會繼續做外賣，但會提早一
至兩小時收檔。位於西九龍中心
的美食廣場，保安六時起不准食
客再進入美食廣場，有顧客正在
用餐，趕不及六點前離開，保安
催促未離場的人盡快離開。

黃婆婆：想立刻打第三針

﹂

億營業額

使有預約都需要排隊等候約一小時，工作人員表
示這種情況近期已十分普遍。
位於北角的渣華道體育館接種中心，工作人
員表示，每日早上八時開門，近日七時多就有
五、六十人排長龍等候打針，每日300個籌分
上、下午派發，平均一個多小時就全部派完。

恐損失

昨日新增的流動接種站由貨櫃箱改裝而成，早上十
時已有市民排隊，開始服務後15分鐘，昨日500個籌都
已派完。昨日傍晚六時多，仍有市民到來查問可否打
針。因應打針需求踴躍，營辦商康健醫療決定，將原本
三個打針貨櫃，在下午增至六個打針位，並由原定下午
五時延至晚上七時關閉，今日亦提早至九時開門。

﹂

餐飲聯業協會向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發信反映情況，對政府禁
晚市堂食的措施感到極度沮喪與
無奈，認為措施欠缺周全，導致
食肆錯失農曆新年前的消費 黃
金期 ，估計業界整體最壞將損
失四成生意，涉及約 億元營業
額。
協會表示，若疫情未能在
日內受控，將有大量食肆結業，
更會觸發失業潮，希望政府向業
界作出即時財政支援，提供就業
補貼，例如再次推出 防疫抗疫
基金 、提供緊急貸款，並呼籲
業主減租。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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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業痛失黃金檔 盼獲抗疫補貼

◀黃大仙廟宇廣場流
動接種站，開始服務
後一小時籌號已派
完。
大公報記者文澔攝

新增打針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