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所
引發的嚴重後果不斷顯現。解放軍在台
灣島周圍六個區域實施多兵種的聯合軍
事演訓，東部戰區部隊的導彈全部精準
命中目標，檢驗了精確打擊和區域拒止
能力，展示了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從
此，所謂的海峽 「中線」 不復存在，所
謂的台灣 「領空」 、 「領海」 形同虛
設，台灣回歸祖國的進程正在加快。
連日來，解放軍東部戰區組織海
軍、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聯
勤保障部隊等兵力，位台島北部、西
南、東南海空域全天候實施實戰化聯合
演訓，重點進行了聯合封控、對海突
擊、對陸打擊、制空作戰等演練，檢驗
了戰區部隊聯合作戰能力。各部隊各型
戰機按照作戰編組，體系出擊、協同作
戰，對台島周邊目標進行全天候、多方
向、高強度抵近懾壓和聯合海空突擊。
正如大陸軍事專家所分析，六個區域同
一時間演訓，如同一根繮繩，把 「台
獨」 死死困在台灣島內，形成了強大的
軍事震懾力。
中方一再警告佩洛西竄訪台灣必有

嚴重後果，反制措施必定有力有效，中
方說到做到。根據國際慣例，實彈演習
至少需要提前24小時預告。解放軍選在
八月四日展開軍演，主要考慮是讓周邊
的船舶有充分時間撤離，以及將航線作
出調整，確保不傷及平民。但另一方
面，演訓期間出入台灣的海陸航線必定
受影響，台灣傳媒直指如今台島 「海空
大亂」 ，若 「鎖島」 持續，台灣將難以
撐過十天。
事實上， 「台獨」 必然導致台灣無
寧日，被綁在 「台獨戰車」 上的台灣老
百姓成為最大的受害者。據台媒統計，
大陸自2日起暫停進口逾百台灣商家共
2066項食品，比例高達台企登記總數的
64%。大陸亦停止向台灣出口天然砂，
這是製作芯片的重要原材料。另一方
面，大陸還制裁與 「台獨」 頑固分子有
關連的兩個基金，禁止其與大陸組織、
企業、個人合作，依法懲治為上述基金
提供資助和服務的組織、企業、個人，
禁止有關企業負責人進入大陸。一名涉
長期鼓吹 「台獨」 的台灣人在浙江被刑
事拘傳審查。一系列消息公布後，台灣
股市應聲下跌，人心惶惶，台灣民眾對

前途的憂慮從來沒有像今日這般強烈。
佩洛西為竄訪台灣而得意洋洋，四
處炫耀， 「台獨」 分子也以為只要抱住
美國的大腿就可以為所欲為，這是枉費
心機。事實已經並將不斷證明， 「以台
制華」 注定徒勞，挾洋自重沒有出路。
美台勾連挑釁只會將台灣推向災難深
淵，只會給廣大台灣同胞帶來深重禍
害。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14
億中國人民的堅定意志，中國實現完全
統一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對香港市民來說，美台勾連挑釁也
勾起了對2019年黑色暴亂、 「港獨」 喧
囂的沉重回憶。事實上， 「台獨」 和
「港獨」 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 「倚
美謀獨」 、推動 「去中國化」 。黑暴一
度令香港民不聊生，社會嚴重撕裂，港
人深受其害，但最終美國當局遭到了慘
敗，其在港政治代理人及 「港獨」 分子
逃的逃、躲的躲，有如喪家之犬，而香
港實現了由亂到治並邁向由治及興的新
階段，港人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堅實保
障。 「港獨」 是黃粱一夢， 「台獨」 同
樣是一條絕路，唯一的區別在於： 「台
獨」 的下場會更慘！



以台制華注定徒勞 挾洋自重死路一條

保障劏房戶需見實效
劏房戶是香港弱勢群體，亟
需政府的支持和保護。立法會年
前通過涉及水務及租務的兩項法
例，旨在打擊業主濫收劏房租戶
的水電費等無良行為。條例生效
半年多來，成效令人失望，劏房
戶被壓榨、被剝削的情況並沒有
得到改變。
法例成效不彰，與執法力度
有關。其一，截至今年6月30日，
差餉物業估價署識別了166宗有關
劏房業主涉違反新例規定的個
案，正調查其中的160宗個案，另
外6宗個案據說是因租客拒絕提供
進一步資料，估價署未能繼續跟
進。其實，業主違反新例亂收
費，劏房戶是直接受害者，為什
麼拒絕提供進一步資料？是否擔
心舉報後被斷約，或有其他難言
之隱？有關部門應該嚴肅跟進，
否則就是對違法者的縱容。
其二，今年6月1日，一名業主
因向劏房租戶濫收水費被法庭裁
定罪成，罰款5000元。新例實施一
年多只有一宗案例被判決，阻嚇

力有多大，不言自明。
其三，香港劏房租戶大約有11
萬個，而租約基本上是 「一年
生、一年死」 ，即一年後租約就
可以修改，少數是兩年換約。實
施新例後，理論上，每個月至少
有4000個租約要修訂，但實際上半
年來只有5000個新租約登記。有人
認為出現了不少 「口頭協議」 ，
在租方市場下，口頭協議有利業
主而不利租客。如果無良業主以
口頭協議來規避，新例如何能發
揮應有的作用？
施政重在實效，政府要確保
政策落到實處。保障劏房戶利益
必須實實在在，濫收費不可容
忍，有關部門必須加強抽查和執
法力度，才能鼓勵被欺壓的租戶
挺身舉報；只有加強檢控，讓違
法者得到教訓，才會彰顯法例的
尊嚴。新一屆特區政府強調施政
「以結果為目標」 ，就必須劍及
屨及，說到做到。

龍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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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醫院驚爆恩恤探訪群組

責任編輯：彭錦文
楊 石
美術編輯：鮑俊豪

五人染疫 專家料有隱形傳播鏈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嚴峻，單日新增確
診 自 月 日 以 來 首 次 再 破 5000
宗，錄得
宗 個 案 ， 包 括 4773
宗本地感染。黃大
5020
仙醫院胸肺科病房懷疑爆發 恩恤探訪群
組 ， 歲女患者病情危急，獲恩恤安排
一名家人探訪，兩人其後核酸檢測呈陽
性，同房三名女患者亦確診，院方正調查
感染源頭，醫院管理局稱暫不會停止恩恤
探訪。
有專家表示，醫院內可能存在隱形傳
播鏈，家屬陽性核酸報告令醫院群組曝
光，二者感染源頭可能不同，需待全基因
組測序分析確認。
大公報記者 李欣穎
﹂

嬰幼兒接種新冠疫苗Q&A

4

94

Q：應該接種幾多針？
A：現時3歲以下嬰幼兒只能接種科興疫苗，需要
打3針，首兩針間應相隔28天，第3針距第2針
應相隔90天。

2

Q：接種的新冠疫苗的成分和劑量和成人所接種的
有差異嗎？
A：科興疫苗每劑所接種的劑量和成分，均與成人
所接種的相同。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昨天到訪土瓜灣一間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呼籲家長盡
早為子女安排接種新冠疫苗，並和接種疫苗的小朋友及家長合照。

恩恤探訪暫不取消
劉家獻表示，恩恤探訪過程不可除口罩及餵食，暫時未
知感染源頭是否與恩恤探訪有關，現時不會取消恩恤探訪。
他又說，恩恤探訪是只限病人在情況危急下才批准，探訪者
未必趕及核酸檢測，故要求先做快測，其後兩天內補回核酸
檢測結果。即使探訪者染疫但快測結果陰性，亦反映其病毒
量未必太高，而早前醫管局已收緊其他探訪方式的檢測安
排。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大公報》訪問表示，黃
大仙醫院病房爆發感染有三個可能性：第一，探訪者傳入病
房，但由於探訪前快測結果呈陰性，說明攜帶病毒量不高，
短時間內傳染4名病人的可能性不高。第二，醫院存在疫
情，導致家人探訪後染疫，但因其探訪前快測陰性，兩天內
補交的核酸檢測卻為陽性，如此短時間 「由陰轉陽」 ，概率
較小。至於第三個可能，是醫院有隱形傳播鏈，該名家人也
攜帶病毒，家人補交核酸結果呈陽性促成院方追蹤個案，才
暴露感染群組。他認為第三個可能性較高，但需待全基因組
測序分析結果才能判斷。

消防處長確診 昨有上班

黃大仙醫院胸肺科女病人
▲
獲恩恤與家屬見面後全染
疫，同房三名病人亦中招。

「在查清情況前，不應該暫停恩恤安排。」 梁子超說，
恩恤安排的具體措施，需視疫情發展及醫院負荷能力而定，
他建議院方加強其他防疫安排，例如戴好口罩、探訪時不餵
食等，並要求探訪者要有48小時核酸檢測，探訪前亦要做快
測， 「不好依賴單一檢測安排。」
另外，消防處處長楊恩健昨日核酸檢測確診，正按衞生
防護中心指引進行隔離，他昨日有上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政治助理葉俊廉昨日初步確診，他本周二仍有上班。

嬰幼兒接種首日 219人打針

官涌體育館疫苗接種中心有
▼
多名家長帶嬰幼兒子女來打疫
苗。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該名94歲女患者已入院一段日子，昨日離世。她於本周
二（2日）因為自身疾病情況惡化，獲安排家人恩恤探訪，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獻表示，該名家人趕不及做核酸檢
測，快測結果呈陰性，允許探訪，家人其後補交的核酸檢測
結果呈陽性，94歲女患者的核酸檢測結果也呈陽性，經追蹤
發現與女患者同房的3名女病人亦確診。

【大公報訊】記者李欣穎報道：年
滿半歲至3歲嬰幼兒昨日起可接種新冠
疫苗，截至昨日傍晚6時，739人已預約
打針，219人已打第一針，部分嬰幼兒
是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打針。有兩歲幼
童在三月疫情高峰曾確診，媽媽眼見近
日疫情嚴重，立即帶孩子打針。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表示，父母絕對不
應拿孩子的生命去 「博一博」 ，呼籲盡
早帶子女接種。

網上預約反應非常好
大公報記者昨日在佐敦的官涌體育
館疫苗接種中心現場觀察，中心開門
前，已有10餘名家長帶着嬰幼兒子女在
門外等候。洪女士昨天一早在網上完成
預約，她說今年3月，一家四口有三人
中招，包括手抱着的幼稚園兩歲班孩
子，眼見近日學校疫情逐漸嚴重，非常
擔心，而她對科興疫苗很有信心，所以
立即帶孩子來打針。
張生張太也帶着兩名分別一歲半及

兩歲半的孩子到來，即場預約打針。他
們說打針是盡公民責任，為己為人，孩
子因為活動走動多，更需要保護。昨日
從預約到打針，全程順暢快捷，已為孩
子預約打第二針，並說 「因為對國家有
信心，所以對科興有信心。」
土瓜灣的美雅幼兒園昨日獲安排外
展隊到場為學生打針，校方聯絡了20名
學童，超過一半家長答允打針。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到現場視察打針情
況，她說網上預約反應非常好，系統開
放首半小時已有150人預約。

Q：打針後可能有什麼副作用？
A：可能會有針口痛、疲倦、微燒、腹瀉等。
Q：可以到哪裏打針？
A：•5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北角渣華道體育
館、佐敦官涌體育館、沙田源禾路體育館、
觀塘創紀之城5期、長沙灣香港紗廠）
•醫院管理局轄下的指定普通科門診診所
•參與接種計劃的私家診所
•衞生署轄下母嬰健康院（本月中起）
•幼稚園和幼兒中心可安排到校外展接種服
務，也可聯絡公務員事務局安排接送學生到
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疫苗
Q：如何預約接種疫苗？
A：透過政府的新冠疫苗接種計劃網頁內的預約系
統，可預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或普通科門診打
針；若選擇到參與接種計劃的私家醫生或診所
打針，需向相關醫生或診所預約。
Q：若曾確診，能否接種新冠疫苗？
A：根據聯合科學委員會建議，3歲以下幼童痊癒
一個月後，可接種科興疫苗。
Q：接種疫苗當天需帶哪些文件？
A：家長或監護人需親自陪同前往，出示幼童出生
證明書正本、已簽署的家長同意書。

30非洲抵港者染瘧疾 其一死亡
【大公報訊】記者邵穎報道：本港湧現瘧
疾確診個案，過去一個月，錄得30宗外地傳入
瘧疾個案，可能打破本港26年來單月呈報紀
錄。全部患者來自非洲，都有入住檢疫酒店，
其中一名52歲男患者於檢疫期間死亡。醫院管
理局啟動緊急應變指揮中心，昨日召開緊急會
議。有傳染病科專科醫生表示，短時間內出現
30宗瘧疾輸入個案，情況屬罕見，或屬群組輸
入，但相信本地傳播的機會極低。
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該30名患者均為
男性，年齡介乎25至57歲，於7月1日至8月1
日期間抵港。當中21人由非洲幾內亞抵港，其

餘9人分別來自加納、埃塞俄比亞、尼日利
亞、烏干達、科特迪瓦、剛果民主共和國、中
非共和國。
防護中心稱，該30名病人抵港後，均於指
定檢疫酒店進行檢疫，其中一名52歲男病人於
檢疫期間死亡，驗屍報告顯示他帶有瘧原蟲。
其餘29人送往公立醫院，目前，4人情況嚴
重，在深切治療部治療，15人情況穩定，10
人已出院。防護中心的流行病學調查仍在進
行，並正跟進患者的同行人士，進行醫學監
察，有病徵的人會被送院，無病徵的人將獲提
供血液測試，如發現陽性便送院治療。

翻查衞生防護中心紀錄，1997年曾經單月
呈報18宗瘧疾確診，對上一次全年超過30宗
確診，是在2011年錄得全年41宗確診的紀錄。
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緯遜回
覆《大公報》查詢表示，由於作為瘧疾病媒的
按蚊並非香港主流的蚊蟲，相信今次患者於香
港感染的幾率基本不存在，也較小機會導致進
一步傳播。
防護中心稱，瘧疾在本地傳播的風險非常
低，最近一宗本地個案發生於1998年。今次
由於在檢疫酒店發現輸入個案，當局會跟進相
關地點的蚊患情況，按需要加強滅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