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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店員中招 社區恐有Delta疫鏈

本港昨日錄得少於10宗的初步
陽性個案中，包括一名感染源頭不
明的23歲寵物店女職員，她帶有
L452R變種病毒，在銅鑼灣渣甸街
Little Boss寵物店任職售貨員，主
要工作是清潔寵物籠，為兔子、倉
鼠添加食物和補充水，也會抱寵物
給客人。她於上周二（11日）出現
喉嚨痛、咳嗽等病徵，前日（15
日）驗出初步陽性，CT值為21。

她通常購買外賣並返回寵物店內進食，晚
上則回家或外賣吃飯。上周一（10日）她曾與
一名朋友入住灣仔軒尼詩道睿景酒店一晚，其
間叫外賣到房間，未使用酒店設施。本月5日她
與朋友到油麻地海底撈餐廳吃晚餐；3日曾到西
環卑路乍街金玥餐廳、西環 「阿一豬扒酸辣米
線」 用膳；與她一同用膳的大約10名朋友、同
事和家人須檢疫。

專家：寵物傳播機會不大
張竹君（見圖）表示，懷疑該名女患者感

染Delta變種病毒，初步相信與近期確診的
Omicron個案無關，暫未找到她與其他確診患
者相關的暴露史，有一定傳播風險，相信社區

出現Delta傳播鏈。換言
之，除了Omicron傳播鏈，社區或
存在Delta傳播鏈。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表
示，兩至三周前本港仍錄得Delta
個案，當務之急是爭分奪秒將該位
患者的全基因排序，與近日輸入個

案比對，他相信經物品或寵物傳播機會不大，
認為感染途徑多屬人傳人。

昨日新增的11宗確診個案，包括前日初步
確診的40歲貨機機艙女清潔員（第13041），
張竹君稱，患者的全基因測試顯示，與之前由
不同地方抵港的輸入性個案幾乎一樣，亦跟之
前確診的機艙清潔員不同，因而被定為可能與
輸入個案相關。

至於早前確診的29歲巴基斯坦籍的
foodpanda男外賣員，原被列為源頭不明個
案，但他入院後檢測呈陰性，再連續兩日檢測
也不是陽性。張竹君表示，他的最新檢測結果
亦呈陰性，故評估為復陽個案，其密切接觸者
毋須再檢疫。

Omicron變種病毒傳播未止，Delta
隱形傳播鏈再現社區！銅鑼灣Little
Boss寵物店一名23歲女職員，涉及源
頭不明初步確診，疑攜有Delta變種病
毒，她居住的香港仔東勝道4號大廈昨晚

被圍封強檢。她於病毒潛伏期曾光顧油麻
地海底撈，也去過灣仔睿景酒店staycation，約10人
須送往檢疫。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
懷疑社區出現另一條傳播鏈，擔憂社區有傳播

風險，女患者的感染源頭有待測序確定。

源頭不明 走遍港九 曾到酒店staycation

大公報記者 解雪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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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5至11歲童料需打三針

市民心急打針 復必泰預約近爆滿

動物檢疫期為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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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東勝道2至4號被圍封，
檢疫人員為居民進行檢測。

大公報記者賀仁攝

【大公報訊】記者解雪薇報道：5至11歲兒童可
望於本周內開始接種科興疫苗，疫苗可預防疾病科
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隆昨日接受《大公報》訪問表
示，相信上述年齡段兒童亦需要打三針，預計會繼
續沿用現時的肌肉注射，而港大團隊早前為幼童進
行的皮內注射研究將於下月底有結果。他並表示，
期望農曆年前後，再有30萬名70歲以上長者接種首
針新冠疫苗，以應對Omicron爆發的風險。

港大醫學院團隊早在去年11月底，展開為3至11
歲幼童透過皮內注射科興研究。劉宇隆昨日表示，
根據同是滅活技術的流感疫苗顯示， 「用五分之一
的皮內注射效果，與一劑肌肉注射效果一樣」 ，預
料同樣劑量下的皮內免疫反應更佳。

冀再多30萬長者打針
政府近日宣布，將在農曆年後設立專門接種中

心，為兒童接種接種復必泰。劉宇隆說，通過世衞
批核的兩款疫苗各有千秋，復必泰能引發較高的抗
體濃度，但亦會有包括心肌炎在內的不良反應，尤
其是青少年男生。而引發抗體濃度較低的科興有較
少不良反應，更是完全沒有心肌炎的風險。他強
調，疫苗的主要功能為預防重症及死亡，在

Omicron主宰的時代，兩種疫苗都可以引發T細胞反
應，大大減少重症及死亡。

除了致力推動青少年打針以全日復課外，長者
接種率亦是他的心頭牽掛。劉宇隆說，本港仍有逾
50萬名70歲以上長者仍未接種第一針，如不幸染
疫，引發重症及死亡的機會，較已打針長者高出數
倍，他希望農曆年前後，可以再多30萬名70歲以上
長者能打首針，以應對Omicron在未來幾星期於社
區大規模傳播的風險。

▲本港5至11歲兒童可望於本周內開始接種科興疫
苗。圖為有小學生和家長早前透過團體預約形式接
種新冠疫苗。

銅 鑼 灣 寵 物 店 Little
Boss一名女職員昨初步確
診，店內寵物包括兔仔（見

圖）、倉鼠及龍貓等。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主任張竹君昨日表示，正在調查寵物來源，有
關寵物暫時毋須檢疫。

翻查資料，截至去年五月
底，共有約400隻動物曾接受檢
疫及獸醫學監察，其中17隻動物
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包括九
隻狗和八隻貓。而該400隻檢疫
動物，除了狗和貓，還有倉鼠、
兔子、毛絲鼠、刺蝟、天竺鼠。

漁護署並曾為檢疫人士暫代照顧起碼148隻非
哺乳類寵物，包括雀鳥、龜、魚等。

漁護署早前表示，動物檢疫期一般為七
日，其間檢驗兩次，確保陰性才會交還主人。

漁護署網頁所示，如寵物主人確診感染新
冠病毒，或與確診者有密切接觸而須於檢疫設

施進行檢疫，有關寵物會被送往
指定動物居留設施進行檢疫及獸
醫學監察。如有需要，漁護署會
採集樣本以作新冠病毒測試。若
寵物的獸醫學監察和有關測試結
果理想，寵物會於其主人或獲授
權人士能接回時交還。

話你知

【大公報訊】 「打針潮」 持續，因應Omicron
在社區內爆發，及政府最快於下月四日（年初四）
將 「疫苗氣泡」 擴大至食肆及表列處所，不少市民
趁周日湧入社區接種中心打針，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預約名額未來兩至三周更是幾近 「爆滿」 ，橫跨農
曆新年前後。

據疫苗預約系統所示，截至昨晚11時，九間提
供復必泰疫苗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之中，七間在未
來兩三周的預約名額幾近 「爆滿」 ，橫跨農曆新年

前後。僅有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九龍灣體
育館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仍有大量名額供預約，如
有 「心急」 計劃接種復必泰的市民，可考慮前往接
種。

而港大駐港怡醫院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截至
下月22日可供預約的日子，均已額滿。

相比之下，三間分布港九新界的科興社區疫苗
接種中心，未來四周仍有大量預約名額，僅未來三
日左右出現額滿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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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地契的啟示既要紓困救急 又要立足長遠

龍眠山

一子走對，滿盤皆活。這個圍棋
術語，對解決香港的 「拓土建屋」 難
題同樣適用。

地政總署署長黎志華告訴大公
報，通過修訂地契，2021財政年度有
1萬3千個私樓單位供應，佔整個私樓
供應的七成。對比過去三年來自修改
地契的單位只有3千個左右，可謂進
步巨大。展望未來幾年，來自修改地
契的單位供應更加可觀。

為何修訂地契可以大幅增加單位
供應？秘密在於，政府採用了標準金
額補地價的方法。現時新界地區有不
少農地，但基本上荒廢，變身貨倉等
用途，過去政府和業主討論改地契及
補地價，業主為爭取最佳利益，不斷
討價還價，導致效率低下。但採用標
準金額補地價後，只消掏出計算器，
就知道補地價是多少。政府和業主之
間不必再爭拗，改地契進度加快，土
地供應自然就多。

標準金額補地價的方法最早在舊
式工廈改建時推出，效果不錯，後來

擴大到新界土地。反過來說，香港過
去拓土阻力重重，癥結不是沒有土地
可用，而是受制於各種舊制度、舊思
維以及繁瑣的程序，可以說是 「作繭
自縛」 。

舊制度、舊契約是在過去特定時
空下產生的，當時也許是合適的做
法，如今情況已變，固有的那一套程
序也就不合時宜，需要與時俱進。

其實特區政府在拓土方面還需要
大力拆牆鬆綁，簡化程序。比如公眾
諮詢是必經的程序，過去是反反覆
覆，遇到不同意見，往往要諮詢5至6
輪，每次耗費數個月，拓土自然寸步
難行；還有就是老舊大廈的強拍門
檻，只要適當放寬，就可以加快重建
的速度；新界還有幅員可觀的祖堂
地，只要改地契，就能地盡其用，變
成發展項目。

想法一通，樣樣皆通；思維一
變，一切都變。只要特區政府大膽改
革，解決住房問題不是
夢。

特區政府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將於
下月底發表，在財赤情況下如何兼顧
市民期望和短中期需要，挑戰巨大。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在網誌中透
露，今年預算案主要把握兩大方向：
一方面堅持審慎理財，應使則使；另
一方面保留一定的財政實力，應付已
知和未知的各種風險和需求。的確，
應對疫情必須加大紓困力度，而提升
香港長遠競爭力，更需要有魄力的大
手筆投入。

基本法為特區政府定下 「量入為
出」 、 「審慎理財」 的財政紀律。但
在新冠疫情持續兩年的情況下，政府
有必要通過加大財政投入，紓解各行
各業的壓力。政府至今已推出五輪抗
疫基金，涉資逾3000億元，涵蓋各行
各業各階層。這些舉措對於維護香港
的經濟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大方
向十分正確。而基於疫情仍在肆虐，
今年預算案同樣 「唔慳得」 ，一些政
府稅費的寬免、有針對性的資助，
「應使得使」 。

但在具體落實紓困方面，政府可
以有更積極的思維。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預算案向每位合資格市民派發
5000元電子消費券，受到了廣泛好
評。事實也證明，這對推動經濟尤其
是零售市道的復甦作用不小，根據政
府估算，消費券對香港GDP有0.7%的
提振作用。更重要的是，對於提升香
港電子支付的普及率、推動新經濟發
展，意義非凡。財政政策貴在連續
性，切忌 「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更
何況，電子支付是未來數碼經濟的
「必備基建」 ，本港電子支付在使用
模式及應用程度上需進一步深化。因
此，今年應考慮繼續派發電子消費
券，當然具體金額可以作出調整。

展望新一年，香港仍將面對嚴峻
挑戰，除了新冠疫情未了這個最大、
最困擾的變量，外圍加息風險、通脹
升溫、資金流逆轉及資產價格變動
等，都是不確定因素，香港作為細小
經濟體，需要有足夠財政實力，才能
確保金融市場的穩定。也只有在財政

安全的環境下，經濟才能得到最大程
度的恢復。但香港不能只顧及眼前，
更需要投資未來。

國家 「十四五」 規劃，以及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綱要、 「前海方案」
等，為香港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在這
些政策之下，香港的發展空間變大，
產業提升動力增強，青年人也有了更
寬廣的發展平台。難能可貴的是，如
今香港各界已充分意識到未來發展機
遇所在，唯盼特區政府提供更有針對
性的支持和幫助。例如應透過 「政策
搭橋」 ，讓各界能更快更好地抓住新
的發展機遇，尤其是在建設國際創科
中心，加大吸引人才力度方面，需要
拿出更多更具體的 「破格」 方案。

利民紓困不能少，投資長遠更不
能手軟，所有這些都需要錢。所幸香
港去年經濟增長達6.4%，各項收入增
加，財赤壓力可望得到紓緩。未來一
年對香港發展至關重要，特區政府需
要推出更有魄力的舉措，開創美好未
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