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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保守黨資深議員籲約翰遜辭職

▲去年11月，法國警察在一處酒吧檢查民眾
的健康通行證。 法新社

【大公報訊】綜合
France24、 《 華 爾 街 日
報》、The Local報道：法
國參議院13日表決通過啟

用疫苗通行證（Vaccine
Pass）的法案，全力推進
全民接種，這意味着未來民
眾前往酒吧餐廳及參加社交
活動時，必須出示完成疫苗
接種的證明，不能再用新冠
病毒檢測的陰性證明替代。
本周六起，18歲以上法國
民眾若打完第二針超過七個
月未接種加強劑，通行證也
將被停用。為應對Omicron
感染潮，德國、意大利、希
臘和捷克等歐洲國家，已相
繼宣布強制接種規定，向疫
苗懷疑論者施壓。

參議院通過新法案 推全民接種
必

經

之

路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衛報》報道：英
國首相府 「封城派對」 風波發酵，首相約翰遜12月
在下議院承認曾出席派對並就此道歉，不過在野
黨、多名保守黨資深議員和逾六成英國民眾都要求
約翰遜辭職。

2020年5月英國封城時，唐寧街曾秘密舉行約
40名官員出席的 「自備酒水」 派對，約翰遜和妻子
凱莉在現場。約翰遜周三雖就事件道歉，但辯稱自
己當時認為派對是一場 「公務活動」 ，未承認自己
有過錯。工黨黨魁施紀賢痛批，約翰遜的說辭 「荒
謬」 ，是對英國公眾的 「冒犯」 ，應該辭職。

不過，保守黨內部對事件的取態出現撕裂。一
方面，蘇格蘭保守黨領袖羅斯、資深後座議員瓦拉
格等人都要求約翰遜下台。羅斯指，如果約翰遜真
的參加派對，就不該繼續擔任首相，他將寫信給保
守黨下議院黨團 「1922委員會」 表達對首相的不信
任。另一邊，26名內閣官員公開支持約翰遜，包括
副首相藍韜文、財政大臣辛偉誠和外相卓慧思等
人。首相府呼籲等待 「封城派對」 的調查結果出爐

再做評判。
Focaldata周四民調顯示，近十分之七的英國選

民（68%）認為約翰遜的道歉不真誠，約64%英國
人認為他應辭職。有倫敦市民指責，約翰遜是迫不
得已才道歉。牧師布朗表示，約翰遜已經失去領導國
家的「道德權利」，選民不再相信領導者會說實話。

另外，因一名家庭成員確診新冠肺炎，約翰遜
13日取消出訪行程。他與妻子及兩個孩子一起生
活，目前未知具體是誰染疫。

加國父親未打針失孩子探視權
【大公報訊】綜合CNN、法新社報道：父

母接種新冠疫苗是保護兒童的最佳方式。近
日，加拿大魁北克一名男子因為未打針，被魁
北克法院裁定暫時失去對孩子的探視權。

上月，這名父親曾向前伴侶提出要求，希
望延長聖誕節前後探視孩子的時間，但由於他
未接種疫苗，這一要求被拒絕。孩子的母親更
入稟法院，要求暫停該男子的探視權。魁北克
法官去年12月23日裁定，這名未打針父親的探
視行為，不符合孩子的 「最大利益」 ，因此即
時暫停他的探視權直到2月。其間，若該男子接
種了疫苗，禁令可以解除。

法官指出，雖然孩子12歲已經打針，但由
於Omicron變種病毒在魁北克廣泛傳播，疫苗
保護作用有所降低。另外，這名母親還與4歲和
7個月大的兩名孩子同住，未接種者探視將帶來
極高風險。

目前，魁北克有90%成年人已經接種新冠
疫苗，隨着Omicron變種病毒肆虐，該省近幾

周確診和住院率惡化，ICU內50%的重症病人
未接種疫苗。11日，政府決定向出於非醫療原
因拒絕接種疫苗的人徵收 「健康稅」 ，具體金
額尚未確定。雖然輿論掀起政策是否合法的爭
論，但在政府表態的當天，有超過7000人預約
接種第一劑疫苗。該省12日進一步宣布，將把
「充分保護」 定義為接種三劑疫苗。

▲祖高域13日訓練期間在場邊休息。 美聯社

歐洲多國強制接種措施
政府計劃本月15日起，健康通行證

升級為真正的疫苗通行證，不再承認檢
測結果陰性證明，民眾堂食、搭乘公共
交通工具及參與社交活動時需出示。

法 國

從今年3月中旬開始，強制醫護人
員接種疫苗。餐館、戲院及商店等地，
僅限已完全接種疫苗或染疫康復人士進
入。政府考慮強制所有成年人打針。

德 國

本月批准強制接種法令，50歲以
上公民必須打針。該國亦限制未接種
疫苗人士進入咖啡館、博物館和健身
房等室內場所。

意大利

去年11月22日起，未持疫苗
接種紀錄或染疫後康復證明的人，
不得進入餐館、酒吧和理髮店等場
所，也不得參加大型活動。

捷 克

今年4月起，所有無接種疫苗的
醫護人員若無合理解釋，一律會被
解僱。

比利時

今年2月1日起，強制全民接種新
冠疫苗，不接種者將受重罰。奧地利

大公報整理

祖高域簽證懸而未決 澳網抽籤一度暫停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衛報》報道：

全球網壇 「一哥」 祖高域（另譯：德約科維奇）
的簽證風波懸而未決。13日，原定於當地時間下
午3點舉行的澳網抽籤儀式亦一度暫停超過1小
時，外界猜測這與主辦方未能確定祖高域是否會
被遞解出境有關。

澳網將於本月17日正式開賽，13日下午4時
15分左右，賽事抽籤儀式在暫停75分鐘後恢復舉
行。祖高域仍為1號種子，首輪將對陣同樣來自
塞爾維亞的基文奴域（Miomir Kecmanovic）。
雖然官方未通報事故原由，但澳媒猜測與澳網官
方等待祖高域簽證判決有關。不過澳網官員其後
澄清，抽籤推遲是因為另一名選手，但未詳細說
明。

祖高域在入境澳洲前申報旅行資料不實，未
寫明曾在入澳前14天內往返塞爾維亞和西班牙，

恐再被澳洲驅逐出境並在三年內禁止訪澳。澳洲
總理莫里森13日表示，當局尚未作出決定，但重
申移民部長霍克有權取消祖高域的簽證。

另外，祖高域去年12月18日已知自己染疫

後，仍在國內出席活動並不戴口罩
拍照，塞爾維亞總理布爾納比奇
批評相關行為 「明顯違反規
定」 。律師稱，祖高域回國後
將面臨1060英鎊（約1.1萬港
元）罰款或最高三年監禁。

澳洲當前平均每日新
增確診達8.7萬，疫情一
個月內急速惡化，據報
病例大增原因之一是
新南威爾士州強制
居民登記陽性檢測
結果，違者將被
罰 1000 澳 元
（約57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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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強制接種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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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上月15日在一處接種點彈奏結他，紓緩孩童緊張情緒。 路透社

▲魁北克民眾6日排隊等待接種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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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當前實施在歐盟範圍內通用的健康通行
證（Health Pass），人們可以通過接種疫苗、
出示72小時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陰性證明，或
者新冠肺炎康復證明獲得。

政府冀15日啟動新政策
周四凌晨，法國參議院以249票贊成、63票

反對通過了政府提交的防疫法案，這標誌着疫苗
通行證即將在法國生效。屆時民眾前往酒吧、餐
廳和文化場所或使用跨地區公共交通工具時，必
須出示完成接種疫苗的證明，不能用新冠檢測陰
性證明代替。

不過，相比起本月初獲得國民議會（下議
院）通過的法案，文本被參議院大幅修改，比如
法國政府只有在新冠患者入院人數超過1萬人
時，才可啟用疫苗通行證；12至17歲年輕人毋
須使用疫苗通行證，保留健康通行證即可。目
前，法國超過2.2萬人染疫住院。

馬克龍政府希望新規15日開始實施，參議院
和國民議會於當地時間13日稍晚舉行聯席會議商
討，屆時決定法案上路時間。

另外，從本月15日起，18歲以上的法國民

眾若打完第二針超過七個月不接種加強劑，他們
的通行證將被停用，衞生部預計將影響80萬人。
該政策去年12月中旬起對65歲以上人群生效。

通行證激勵打針效果明顯
法國政府自去年6月9日推出健康通行證，因

應Delta變種病毒擴散，當局7月12日宣布針對12
歲以上民眾擴大適用範圍，深入日常生活，新納
入咖啡廳、餐廳和城際旅行，於8月9日正式實
施。措施成效顯著，合資格人群完成兩劑疫苗接
種的比例，也從去年7月12日的49%，猛增至去
年12月中旬的89%。

如今面對Omicron變種病毒感染潮，法國政
府進一步收緊強制接種措施。去年12月起，政府
便提出要將健康通行證 「升級」 為疫苗通行證，
以促使更多 「疫苗懷疑論者」 打針。本月，法國
總統馬克龍還提出，政府將盡可能減少未打針者
參加社交活動的機會，從而迫使他們接種疫苗。

近期，法國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單日新增
確診病例連續多日超30萬，12日錄得36.1萬宗
新病例，同日有246人病歿。13日，法國衞生部
長韋蘭亦宣告確診。另外，由於法國政府新年後

多次放寬學校防疫規定，教師工會不滿當局未能
保護師生免受感染，約75%的小學和幼稚園教師
12日響應號召罷工，一半學校停課。

六成德國人撐強制接種
截至9日的一周，歐洲新增710萬宗確診，

增幅達31%，居全球之冠。德國12日新增8萬人
染疫創本波疫情新高，但全國僅71%人口打完
兩針。總理朔爾茨當天重申，希望國民全部接
種疫苗。德國聯邦議院擬於1月下旬就是否進
一步強制民眾打針進行辯論，措施若通過，最
早可於3月實施。根據Insa最新民調，目前
61%的德國民眾支持引入疫苗接種義務制。

本月，意大利已宣布將為50歲及以上的
人強制接種疫苗，並對不接種者處以罰
款，以緩解醫療系統壓力。希臘亦針對60
歲及以上長者祭出類似政策。奧地利政
府此前也表示，計劃強制全民接種新冠
疫苗。自3月中旬起，該國14歲及以
上的未接種者將被罰款，每人最
高可被罰3600歐元（約3.2萬
港元）。

法國防疫加辣 打疫苗才能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