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會議昨日通過第六屆政府架構
重組方案，新設三名副司長，並將政策
局由13個改組為15個。這是因應新發展
形勢需要的一次必要架構調整，着眼於
提升政府對各部門的統籌協調能力，進
一步強化各部門落實政策的執行力，理
順架構以更好發揮協同效應，從整體上
增強管治效能。各界期待落實新架構
後，可推動香港早日實現良政善治。
此次架構重組，是在特首林鄭月娥
去年施政報告中建議的基礎上，進一步
作出優化。從整體設置而言，可以說是
聚焦了提升統籌力、強化執行力、回應
未來發展這三大核心範疇。
首先，一個高效的政府，必然是一
個統籌協調能力強的政府，但客觀而
言，過去特區政府這方面的工作與市民
期望仍有距離。一方面，三司職責廣泛
且工作繁重，如政務司司長下轄9個政
策局，財政司司長下轄6個政策局，而
大灣區建設、拓土建屋等領域牽涉跨部
門的通力合作和資源協調，光靠一名司
長，難以有效應對；另一方面，由於發
展形勢的變化，以往政府 「按部就班」
的工作模式，已經跟不上時代，各部門

需要更多的協調、更有效的合作，這就
需要進行更有力的統籌。因此，新設一
名副司長，表面上看似乎是 「增加了一
層」 ，但實際上是在強化整個政府的效
能，減少過去因協調不足而出現的各種
弊端。
其次，理順政府運作，既要有科學
合理的架構設置，更要有高度的執行
力。事實上，目前部分政策局同時處理
多個重要政策事項，工作量龐大，分拆
後可以讓各部門更加專注應對各項重要
政策議題。例如，分拆運輸及房屋局為
兩個政策局，可以更加聚焦和細緻地處
理運輸物流和房屋兩大社會非常關注的
議題；改組後的醫務生局可以更加專
注地應對新冠疫情，同時檢視第五波疫
情所揭示出香港在醫療體系方面的問
題。理順了權責，提升了執行力，就能
有效加強政策的落實成效。
另外，回應新發展需要，還須重點
關注新的政策範疇，與時俱進推動政策
部門的整合。例如，新設文化、體育及
旅遊局，這是公眾呼籲已久的建議。國
家 「十四五」 規劃為香港增加新功能，
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 「八大中

心」 之一，這方面需要加快着力。而隨
着 「M＋」 、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相繼
落成開放，西九文化區逐漸成形，加強
文化建設是大勢所趨。另外，設立 「民
政及青年事務局」 ，則體現了政府對地
區及青年工作的高度重視。
此次政府架構重組，既看到了過去
政府管治方面的不足，也回應了未來發
展的迫切需要，是一次進步的調整。當
然，政府架構的調整只是第一步，關鍵
還要看落實。李家超在競選時表示，未
來會積極延攬人才、組建團隊，讓當中
每一位成員發揮其優勢，盡展其所長，
創造 「一加一大於二」 協同效益，共同
為香港奏出新的樂章。
未來五年是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及
興的關鍵五年，香港面對各方面的新挑
戰，固有模式難以適應新形勢，架構改
組、強化施政能力是應有之義，也是香
港社會各界的共同呼聲。社會各界期待
新架構落實後，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可
以得到有效提升，早日實現良政善治目
標。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架構調整涉及
政策局數量多、範圍廣，兩屆政府交接
工作必須做到萬無一失。



提升政府統籌力 強化部門執行力

抗疫持久戰 放寬勿放鬆
昨日政府宣布將如期於周四
落實第二階段放寬措施；另一方
面 ， 本 港 昨 日 錄 得 329 宗 感 染 個
案，較前日增近百宗，有人形容
這是 「小爆發」 。放寬限聚是市
民的普遍期望，但事實說明，香
港遠未到真正放鬆的時候。
未來香港疫情走向如何，目
前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即便是
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專家，亦是各
說各話。
例如，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
估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孔繁毅認
為，香港已建立起防疫屏障，預
期一周或二周後確診個案落至兩
位數；流行病學講座教授高本恩
撰文稱，本港疫苗接種率高，60歲
以下人士感染後患重症及死亡的
風險低，建議豁免疫苗通行證；
政府專家顧問梁卓偉則相信疫情
第六波最快在下月爆發，更建議
想見面的人盡快見面，否則收緊
措施後想見一面都難。
三位專家，兩位樂觀，一位
悲觀，信息混亂，市民無所適

從，到底應相信哪一位？這方面
政府有責任發出權威聲音，以正
視聽。
市民期望疫情會隨着確診個
案的不斷下降，讓香港 「全面回
復正常」 。但眼下現實是，元朗
火鍋店、上環星月樓、觀塘私房
菜相繼爆發疫情，顯示社區還存
在數以百計的傳播鏈。昨日本港
確診個案比前日增加約百宗，反
映情況可能進一步惡化。而隨着
放寬限聚措施如期落實，確診個
案上升不會令人意外。
香港抗疫形勢 「膠着」 ，但
只要疫情沒有真正全面受控，就
不能輕言 「休兵」 。對於特區政
府來說，該做的工作不僅要繼續
推動，還要因應新情況作出調
整，特別是要全力提高疫苗接種
率，同時密切監察全球疫情形
勢。而市民也要積極配合政府，
做好防疫抗疫措施。這是一場持
久戰，香港要有這樣的全民意
識。

龍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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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因果關係 女死者獲賠200萬

要聞

專家倡疫苗保障金可恩恤發放

責任編輯：秦漢威
美術編輯：巫鍵忠

政府撥款 億元成立的疫苗異常事件保障基金，
首次向一宗死亡個案批出二百萬元保障金。 歲女死
者接種第一劑復必泰疫苗後 日離世，解剖結果證實
死因是心肌炎，心臟組織中發現細小病毒基因，是導
致死亡的重要情況，專家委員會評為，事件與疫苗接

傷亡保障

▼市民接種疫苗後，如果出現嚴重異常情況，可向疫苗保障基金申請賠償金。

接種疫苗異常事件年齡分布
年齡層

接種劑量

異常事件個案比率
（每接種十萬劑
的個案宗數）

19歲及以下

1,264,300

0.04%（40）

20-29歲

1,678,000

0.04%（44）

30-39歲

2,537,400

0.04%（44）

40-49歲

2,885,400

0.05%（45）

50-59歲

2,864,100

0.05%（47）

60-69歲

2,367,700

0.06%（55）

70歲及以上

1,613,000

0.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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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保障基金申請途徑

66

•網上下載：https://www.axa.com.hk/zh/aefi-fund

註：截至2022年3月31日

•致電熱線：（852）2894 4699，要求透過電子郵件或傳真領取

資料來源：香港新冠疫苗的安全監察報告

種有時間關聯，但未能確認因果關係，基於 不確
定 ，仍然批出保障金額。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建議，
接種新冠疫苗基本上安全，保障金的機制可改為恩恤
方式處理。

•前往行政管理人的服務櫃枱*

（1）時代廣場：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2座20樓2001室

﹂

大公報記者 賴振雄

﹁

2022年5月18日
星期三

（2）中港城：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3號中港城第3座17樓1715-1719A室
（3）安盛金融大樓：九龍觀塘巧明街100號安盛金融大樓42樓4202室
*註：周一至五上午9：30至下午5：30，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政府去年初設立疫苗保障基金，市民
接種疫苗後，如果出現嚴重異常情況，有
機會獲得財政援助，只要經過專家委員審
視後，將個案列為 「與免疫接種因果關係
一致」 或 「不確定」 ，申請人可以按嚴重
程度，獲得保障金賠償。

心臟組織發現病毒基因
截至今年4月23日，保障基金合共批出
逾3300萬元保障額，涉及一宗死亡個案及
241宗傷害個案。首宗獲批出賠償的死亡個
案，涉及一名66歲女子，她於去年七月接
種第一劑復必泰後16日死亡，解剖結果證

實死因是心肌炎，但她同時患有肺炎，是
導致死亡的重要情況，其心臟組織中也發
現細小病毒基因。
專家委員認為，即使事件與疫苗接種
有時間關聯，未能確認死者的心肌炎與打
疫苗有因果關係，基於個案 「與免疫接種
因果關係不確定」 ，所以最終決定，批准
發出200萬死亡保障金額。

241個案獲批出3151萬元
至於獲得保障金的241宗傷害個案，獲
批合共3151萬賠償金，包括：事主出現嚴
重過敏反應、住院治療、貝爾面癱、心肌

炎或心包炎、多形性紅斑等。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死因
分析也無法確定與疫苗的因果關係，最後
決定批出保障金，相信是避免出現民事索
償，以及不希望讓公眾感覺 「申請總是無
得賠」 ，最終批出款額。
梁子超又表示，除了香港，從未聽聞
外地政府為疫苗異常設立保障基金。隨着
愈來愈多醫學數據，接種新冠疫苗基本上
安全，他認為保障金的機制可改為恩恤方
式處理。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由
衞生署署長任命，成員來自不同專科的臨

床專家，個案必須經過評估，確定是否符
合賠償資格。賠償金方面，以死亡個案為
例，40歲或以上死者每人保障額為200萬
元，40歲以下為250萬元；若屬傷害個
案，40歲以下最高保障額300萬元，40歲
或以上最多獲賠償250萬元。
市民若有需要申請保障基金，可以
透過網頁下載申請表，或前往行政管理人
的服務櫃枱領取表格，填妥後連同所需文
件，透過郵寄、電郵或傳真方式
遞交申請，必須在接種最後一劑
新冠疫苗起計兩年內提
出。



含獸藥代謝物香腸 兩大超市急下架
【大公報訊】多款香腸被消費者委
員會驗出含獸藥代謝物後，不少市民對
香腸表示避之則吉，暫時不敢食。大公
報記者昨日到多區超市觀察，發現被驗
出有問題的香腸大多已沒出售，不過，
在惠康超級市場貨架上仍有美國廚師牌
雞肉腸。惠康其後回應表示，已將貨品
下架。

市民：點會唔驚？
「講到會影響生殖器官，令睾丸退
化、大量精子不能釋放，又話有致癌
物，點會唔驚？都係暫時唔買唔食。」

居住荔景祖堯邨的林女士說，平日到超
市購物，香腸是必買首選，但昨天見到
多份報紙頭版報道香腸有問題，即時停
買。
「香腸確實方便，煮麵煮餸落就
得，我平均每日食一至兩條香腸，但而
家唔買好啲。」 家庭主婦趙女士說，香
港作為國際城市，食物監管卻鬆懈，
「最唔明係點解香港容許被驗出有問題
的香腸出售？係咪監管食物安全的部門
有問題？」
消委會前日公布，測試發現五款香
腸含有害物質，當中驗出含 「氨基脲」

有廚師牌高級雞肉腸、Alfresco雞肉腸
及御品皇蜜糖雞尾腸，含「多環芳香烴」
有 TOPVALU JAS 特 級 Coarse-ground
Pork Sausages 及 City'super Frankfurter
Sausage-Fireplace smoked。其中 「氨
基脲」 有機會令關節軟骨退化及四肢變
形； 「多環芳香烴」 具致癌性及基因毒
性。

記者昨實測時仍有售
大公報記者昨到多區不同超級市場
實地觀察，大部分超市已沒出售被消委
會測試發現有問題的香腸，包括百佳超

級市場，佳寶及AEON等。而在長沙灣
昇悅居商場的惠康超級市場，則仍有廚
師牌高級雞肉腸出售。
記者昨日觀察發現，不論是否被驗
出有問題的香腸，均有滯銷情況，香腸
產品堆滿冰櫃。有店員表示，昨天香腸
銷售十分差，可能與消委會報告有關。
惠康發言人昨日回應表示，一直將
顧客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該公司已
暫停出售有關御品皇香腸及廚師牌香
腸，並將其下架。該公司會向有關供應
商密切跟進情況，提升產品質素，積極
回應顧客的需要。

▲大公報記者昨發現惠康超市仍有出售美國廚
師牌雞肉腸。惠康發言人其後表示，已將貨品
下架。
大公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