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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接種助港走出疫境
率司局長帶頭打科興疫苗 籲及早打讓經濟民生復常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下午與多名司局長率

先接種由內地研發和生產的科興新冠疫苗。她

其後在會見傳媒時表示非常高興和興奮，形容

疫苗接種計劃為全世界包括香港開啟了一個走

出「疫」境的機會，並感謝令疫苗接種計劃可

以成功展開的團體和人士，包括各地的科學家

和中央人民政府等，又呼籲市民及早接種，護

己護人，保障香港社區的公共衞生，以助本地

經濟和民生稍後得以恢復正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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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接種科興新冠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約200萬名屬於優先接種組別的市民今日開始可在網上
預約接種科興疫苗。林鄭月娥昨日率先與一眾司局

長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科興
新冠疫苗。其中，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邱騰華和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因公務缺席。
林鄭月娥身穿白色短袖上衣及戴上銅芯抗疫口罩，神情
輕鬆地接種疫苗，整個過程歷時約3分鐘，並在接種後獲
發實體的針卡記錄。隨後，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律政司司
長鄭若驊和其他局長依次接種。

疫苗新研發 冀來源多元化
林鄭月娥在會見傳媒時表示非常高興和興奮，形容疫苗
接種計劃為全世界包括香港開啟了一個走出「疫」境的機
會，同時為奮鬥了一年的抗疫工作帶來曙光，希望她和多
名司局長一起帶頭接種疫苗能起示範作用，以行動鼓勵市
民從護己護人、愛社區、愛香港的角度積極參與新冠疫苗
接種計劃，保障香港社區的公共衞生，有助本地經濟和民
生稍後得以恢復正常。
她強調，接種疫苗是抗疫措施中的重中之重，在全球疫
苗供應緊張的情況下，政府致力為市民提供符合安全、效
能和質素要求的新冠疫苗，讓市民有序接種。
她續說，由於新冠疫苗是很新研發的疫苗，因此從特區政

府的角度是希望疫苗的來源比較多元，但強調都是經過非常
嚴格的審核才用，故認為市民不需要太介意它是來自什麼地
方。

優先群組今起可網上預約
被問及接種一個小時後的感覺，林鄭月娥笑言：「你看
我現在已經站了差不多半個小時不停地答問題，就應該感
覺到我的感覺是很好的，完全沒有什麼不良的效果。」
她表示對這個疫苗非常有信心，因為它本身經過非常嚴
格的試驗，已經在海外多個地區應用，以及本地有非常嚴
格的制度和大量數據資料支持。
林鄭月娥並特別感謝很多令香港疫苗接種計劃可以成功
展開的團體和人士，包括各地的科學家不眠不休地研發有
效的疫苗、中央人民政府促成科興疫苗能夠很順利快速地
在特區政府認可使用後馬上抵港，以及專家委員會等。
林鄭月娥其後在fb發帖，表示接種疫苗的過程快捷、便
利，完全沒有不舒服的感覺，與每年打流感疫苗針沒有分
別，但新冠疫情帶來的影響遠較季節性流感嚴峻，因此這
一針也特別值得重視。
她提醒屬於可優先接種疫苗的市民今日起可以在網上預
約打針，並提醒記得同時預約打第二針。「『護己』、
『護人』、『愛社區』、『愛香港』，我呼籲大家齊打疫
苗！」

特區政府本周五起，為優先組別市民
接種首批抵港的科興新冠疫苗，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與多名司局長昨日率先接
種。不過，昨日網上出現大量謠言，聲
稱官員接種的並非科興新冠疫苗，意圖

打擊市民對內地生產的疫苗的信心。特區政府昨日透過
facebook專頁「添馬台」發聲明，譴責惡意散播不實傳
言的行為。

民主黨葵青區議員尹兆堅、公民黨深水埗區議員劉家
衡、沙田區議員陳兆陽等攬炒派中人，以特首及司局長
昨日在接種時的疫苗裝在藥樽，有異於數月前的政府展
示科興時所採用的「預先裝填式」，更聲稱特首及各官
員「偷打」了BioNTech等其他品牌。

購入「藥樽式」疫苗 包裝不同先前
所謂「預先裝填式」，即疫苗藥液預先注入整支針

筒，「藥樽式」則為每個小樽內有一劑注射量，使用前
須以針筒抽取藥液。

特區政府強調，林鄭月娥與各司局長均是接種由內地
研發和生產的科興新冠疫苗，政府採購的另外兩款疫苗
BioNTech和阿斯利康仍未到港，並譴責惡意散播不實
訊息行為，呼籲市民不要誤信假消息。

聲明重申，接種疫苗是抗疫措施中的重中之重，在全
球疫苗供應緊張的情況下，政府致力為市民提供符合安
全、效能和質素要求的新冠疫苗，讓市民有序接種。

醫院藥劑師協會會長崔俊明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亦表
示，科興疫苗的包裝分成「藥樽式」和「預先裝填
式」，特區政府購入前者供市民接種，又證實網民所指
的BioNTech疫苗至今仍未供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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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會議成員
和立法會議員昨日下午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
科興新冠疫苗，多名立法會議員接種後表示感覺
良好，無不良反應，並笑言醫護人員講解疫苗注
意事項的時間較注射的過程長。他們又指，身為
立法會議員希望作出示範作用，帶起香港市民的
和應，並呼籲政府將可優先接種者放寬至其他群
組，及提供誘因吸引市民接種等。

葉太：打後無不適 盼踴躍參加
在特首及各司局長接種後，行政會議10名成員

依次接種疫苗。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在接
種前，醫管局人員已向她解釋整個程序，輪候期
間的秩序亦十分良好，服務周到。「注射疫苗時
一點都不痛，之後需休息三十分鐘，亦沒有感到
不適。」
她透露，自己昨日特地戴上智能手錶，以測量

在接種前後心率及壓力等指數有何改變。結果發
現接種完後並沒有改變，心率維持73，壓力指數
維持34。
葉劉淑儀相信，有部分巿民會對接種疫苗抱有

疑慮，所以她希望通過分享今次經驗，令大家對
接種計劃加強信心，踴躍參加，令本港的疫情盡
快受控。
其後，立法會議員開始接種疫苗。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在多名立法會議員接種前笑言，首批接種
疫苗的立法會議員是「義勇軍」和「白老鼠」，
能夠向市民證明疫苗是安全和值得安心信賴，並

呼籲市民為己為人和經濟復甦，早日登記接種疫
苗。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立法會議員率先

接種疫苗是支持國產疫苗，並非常感謝中央政府
短時間安排100萬劑疫苗，並呼籲市民網上登
記，又建議政府將可優先接種者放寬至其他群
組，讓更多市民盡快接種，早日達至群體免疫。

議員：打針如蚊咬 非常輕鬆
全體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昨日均完成疫苗接種。

陳克勤表示，很榮幸身為立法會議員作出示範作
用，希望帶起香港市民的和應接種疫苗，並強調
這不單是對健康的保障，亦是對身邊人的負責
任；蔣麗芸形容兩秒已經打完針，且完全不痛，
期望盡快打第二針。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表示沒有不良反應，

並透露自己一向怕痛，但今次接種「沒有想像中
痛，只是心理作用」，呼籲市民要盡早接種，又
建議政府可以考慮放寬防疫措施，提供誘因吸引
市民接種，以便盡早恢復兩地正常人流交往。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接種疫苗時非

常輕鬆，完全沒有感覺，又表示她本身有機會在
內地接種疫苗，但特意留待香港與市民一起接
種，希望為市民打氣，並表示對內地生產的疫苗
很有信心。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形容，接種時連被蚊

子咬的感覺都沒有，且資料顯示科興新冠疫苗的
副作用是最低，因此呼籲所有市民盡快接種。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率先接種科興新冠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行會成員及立法會議員依次接種。圖為葉劉淑儀打針一
刻。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接種科興新冠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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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
寶龍昨日就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發表重要講話。從鄧小平關於「愛國者治
港」的著名論斷，到習近平主席對新時代
「愛國者治港」原則的重要論述，夏主任
的講話結合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歷史
進程、經驗教訓和時代呼喚，高屋建瓴、
全面深入闡述了愛國者的三項客觀標準、
擔負管治責任者的四點要求、以及完善
「愛國者治港」制度安排的五項原則，抓
住了「愛國者治港」原則這個保證「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的「牛鼻子」，為未來完
善香港政治體制及選舉制度提供了清晰、
完整、到位的行動綱領。

「一國兩制」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就明確提
出，「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
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理香港。「一
國兩制」方針從形成之初就包含了「愛國者
治港」這一重要思想內涵。要實行「港人治
港」，就必須堅持「愛國者治港」；堅持
「愛國者治港」，「一國兩制」才能全面準
確貫徹落實。歷史清楚顯示，「愛國者治
港」並非今天突然出現的新鮮事物，而是關
乎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必然和必要
的條件，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應有之義。

不久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聽取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 2020 年度述職時指出，香港由亂
及治的重大轉折，再次昭示了一個深刻道
理：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
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這一重要論述
是對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經驗的
高度提煉，是對「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深
刻揭示，為推動「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
遠、保持香港長治久安指明了方向。

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不斷推
進，但也出現了一些不利於「一國兩制」順
利實施甚至有違「一國兩制」方針、挑戰
「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的現象和問題。夏主
任回顧「愛國者治港」的歷史淵源，闡述習
主席有關「愛國者治港」的重要論述，從歷
史和現實相結合的高度，向港人清晰地指
出，「愛國者治港」是推進「一國兩制」事
業的時代呼喚，堅持「愛國者治港」是關係
到「一國兩制」事業興衰成敗的重大原則問
題，容不得半點含糊。

夏主任指出，有少數從政者、公職人員利
用各種選舉平台散播「港獨」主張，抗拒中
央管治，煽動對內地的不滿情緒，肆意阻撓
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不惜讓
全香港社會付出沉重代價。這些反中亂港言
行變本加厲，其危害較之街頭暴力有過之而
無不及，其目的同樣是為了「攬炒」香港和

國家，是香港的亂源，也是國家的禍害。夏
主任就此特別指出，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
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興風作浪、坐大成
勢，眾多複雜原因中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
「愛國者治港」原則還沒有得到全面落實。
中央將「愛國者治港」提升到如此高度，正
是總結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得出
的重大結論。

夏主任講話不僅為香港把脈、找出亂源，
更清晰梳理出思想上和行動上撥亂反正的理
論思考和行動綱領。首先是為「愛國者」定
下三大客觀標準：一是愛國者必然真心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二是愛國者必
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
的憲制秩序；三是愛國者必然全力維護香港
的繁榮穩定。

夏主任特別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的領導者，是「一國兩制」的創立
者和領導者，一個人如果聲稱擁護「一國兩
制」，卻反對「一國兩制」的創立者和領導
者，那豈不是自相矛盾？這三大標準具有強
烈的現實針對性，而且劃出紅線：就是絕不
能允許損害國家的根本制度，不能損害中國
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反共的人不屬
於愛國者，不可能進入香港的建制架構。任
何人不認同國家主體和社會制度，不尊重和

維護香港的憲制秩序，就不在愛國者之列，
反中亂港者必定出局。

對掌握特區管治權力的人士，夏主任明確
提出了四點要求：一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
兩制」方針；二是堅持原則、敢於擔當；三
是胸懷「國之大者」；四是精誠團結。這是
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管治者從個人政治素
養、政治風骨、發展格局、團隊合作等方面
提出的明確要求和行動指引，也是寄望香港
管治者切實擔負起責任使命，把全社會的正
能量激發出來，形成愛國者治港的強大力
量。

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要完善相關制
度，特別是要抓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確保
通過選舉由堅定的愛國愛港者牢牢掌握香港
管治權。對此，夏主任提出了五項原則：一
是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二是必
須尊重中央的主導權；三是必須符合香港實
際情況；四是必須落實行政主導體制；五是
必須有健全的制度保障。這五項原則也就是
香港政治體制及選舉制度創立、完善和發展
的基本原則，也為香港即將展開、社會期待
已久的選舉制度改革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和
行動指南，讓港人更堅定全面準確落實「一
國兩制」、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信心和決
心。

夏主任講話抓住「愛國者治港」「牛鼻子」 為完善選舉制度提供清晰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