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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必泰下周一復打
30萬劑今抵港 第二針停打者獲預留時段 可自行網上改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德國藥廠BioNTech昨日向香

港特區政府提交中期調查報告，

表示早前出現包裝瑕疵的復必泰

疫苗批次並無品質安全問題。特區政府昨日指，在藥廠正式完成最終調

查報告前，會繼續封存相關批次。新一批約30萬劑、於另一廠房封裝

的復必泰疫苗今日會抵港，下周一起可恢復為巿民接種復必泰疫苗。特

區政府已為受暫停接種影響的第二劑接種人士預留一個接種時間，有關

市民可按政府預留時段接種疫苗，或自行到網上系統改期。

負責疫苗接種計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聶德權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新

一批30萬劑的復必泰疫苗今日抵港，政
府計劃下周一恢復為市民接種復必泰疫
苗，已預約當日或以後接種復必泰疫苗的
市民，可按照原定預約時間接種疫苗。

聶德權：增兩接種中心分流
至於在3月24日至4月4日暫停接種期間
受影響的18.3萬名已預約人士，政府已為
須接種第二劑的市民預留一個時間，接種首
劑者則會安排新的接種時段，政府今日起會
以電話短訊通知他們有關安排（見表）。
聶德權表示，政府新增兩個社區疫苗接
種中心，包括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及何文
田體育館兩地，部分重新預約人士會分流
到該兩個中心接種。若市民未能在預留時
段接種疫苗，則可於明日早上9時起在網
上取消預留時段，重新進行預約，又預計
重新接種初期預約會較踴躍，可能部分預
約要延至較後時間，呼籲市民盡可能按安
排時段接種。
他強調，疫苗接種計劃開始至今已接種
50.5萬劑新冠疫苗，其中約46萬人已接種
一劑疫苗，佔16歲或以上人口約7%，但
距離群體免疫仍有很遠距離。他強調，走
出疫境不會自然發生，市民要同心協力接
種疫苗，才能戰勝疫情。
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指出，根據BioN-

Tech提交的調查結果，復必泰疫苗（批
次210102）藥瓶封蓋包裝瑕疵，是因該
封裝程序中的金屬環壓接工序出現問題。
她解釋，每個藥瓶有膠塞，外有金屬
環，由於藥瓶在攝氏負70度超低溫環境
下儲存及運輸，影響膠塞彈性，若金屬環

未能抓緊藥瓶，或導致周邊空氣滲入，而
解凍時膠塞會回復彈性，或使藥瓶內氣壓
上升，因而發生個別藥瓶超壓及出現滲漏
情況。

瑕疵品續封存待最終報告
BioNTech調查報告指，無證據顯示有

關批次的疫苗有安全風險，因疫苗儲存於
超低溫環境，受細菌污染風險很低，但為
謹慎起見，該兩批次疫苗會在藥廠完成最
終調查報告前繼續封存，政府會按藥廠建
議處理封存有關批次的疫苗。
該問題同樣出現於在同一廠房封裝的

210104批次，但在其他廠房封裝的批次
則無相關問題。BioNTech並已停止該廠
房的封裝工作，今日及之後輸港的疫苗會
由另一廠房Baxter負責封裝程序。藥廠已
反覆測試藥瓶及氣體氣壓的情況，測試發
現沒有問題才將Baxter工廠包裝的疫苗運
送香港。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在記者會上則

表示，為提升接種疫苗誘因，會將已接種
兩劑疫苗再經過14日產生足夠免疫力的
情況，納入各種防疫政策，如接種
兩劑疫苗的飲食業員工，可
免除每14日定期檢測的要求。
至於與內地通關及推出「疫苗護照」讓
巿民出行，她則表示前提是本港疫情受
控，而接種疫苗會是與內地商討通關的條
件之一，但坦言接種疫苗不是個人的事，
還要看社會整體的接種程度。
在「疫苗護照」方面，她指要先有相關
證明，而政府已為接種疫苗人士提供的電
子及紙本針卡能否用於外地出行，則要再
與不同地方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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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安排
●已預約4月5日或以後接種疫苗：按原
定預約時間到所選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接種，毋須重新預約

●原預約4月4日或之前接種第二劑疫
苗：預約系統在4月5日至10日之間
預留一日給他們接種

●原預約3月24日至4月4日期間接種
第一劑疫苗：重新開放網上預約前，
系統為他們自動安排新的接種時間

註：政府會經電話短訊 (SMS) 通知之前預約的
受影響人士有關詳情

更改預約時間
●若未能按預留日期和時間接種疫苗，
可在4月3日上午9時後於預約系統
取消預留時段，再更改時間

新增接種中心
●部分重新安排預約接種人士，會分流
到以下兩間新增社區接種中心注射：
‧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
‧何文田體育館

資料來源：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BioNTech及輝瑞藥廠最新公布
的臨床研究顯示，12歲至15歲
人士接種復必泰疫苗的有效預防
率達100%，計劃向美國食品藥
品管理局（FDA）和歐洲藥

品管理局（EMA）
申請批准，將接種年

齡下限由現時16歲降至12歲。
香港特區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昨日
表示，若BioNTech向香港申請
疫苗用於青少年組別，會按程序
索取臨床數據以作出審批。
BioNTech及輝瑞前日公布，
其臨床研究在美國招募了2,260
名12歲至15歲青少年進行，半
數接種復必泰疫苗，半數則注射

安慰劑，結果安慰劑組別中有18
人感染新冠病毒，疫苗組別則無
人染疫。研究人員並未發現任何
安全隱憂，未來數周會向歐美申
請將疫苗接種範圍擴大到12歲
至15歲青少年。
陳漢儀昨日在記者會上被問及

有關研究時表示，知道不同藥廠
亦有展開不同組別，包括16歲
以下青少年及兒童的臨床研究，
並計劃向規管當局申請批核以降
低接種年齡下限，香港特區政府
一樣有審批程序，若政府收到有
關申請，會要求藥廠提交其臨床
數據，按程序作出處理。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

總監何栢良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表示，有關臨床研究數據未經
同行評審，但藥廠已在新聞稿
發表數據並向歐美當局提出申
請降低接種年齡下限至12歲，
證明藥廠有信心，估計最終成
事機會很大。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

日被問及會否進一步擴大疫苗
接種到30歲以下人士，他表示
會待復必泰疫苗恢復接種後觀
察一段時間再作決定，而現時
本港整體可接種的人數已有500
多萬人。

復必泰接種年齡下限
專家：很大機會降至12歲

●聶德權指，計劃下周一恢復為市民接種復必泰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在香港已有逾30萬人接
種最少一針的科興疫苗，與
同樣是中國研發的國藥疫
苗，兩款疫苗最快在今個月
獲世界衞生組織批出緊急使
用權。有參與相關工作的專
家表示，目前數據顯示接種
兩款疫苗不會對人體造成損
害。
世衞免疫戰略諮詢專家組主

席 克 拉 維 奧 托 （Alejandro
Cravioto）表示，科興及國藥
分別向世衞提交的數據均顯
示，兩款疫苗的保護效力符合

世衞的要求，即有效率約為
50%，最理想效用為接近或高
於70%。
克拉維奧托並引述資料，強

調現時未有數據顯示兩款疫苗
會對人體造成傷害。不過，專
家小組亦承認兩款疫苗在較年
長或與患有其他併發症族群的
資料稍顯不足。
國藥和科興的疫苗從世衞或

其認可的監管機構獲得緊急使
用授權後，免疫戰略諮詢專家
組將提出使用建議，克拉維奧
托預料整個過程最快可以在今
個月內完成。

●出現瑕疵批次疫苗會在藥廠完成最終
調查報告前繼續封存。 資料圖片

教育局公布接納包括中文、英
文、數學和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簡
稱「公社科」）為高中四個核心科
目 ， 於 2021/22 學 年 在 中 四 級 推
行。今次將通識科改革為「公社
科」，是在完善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的大背景下進行，
教育局和學校、教師均要思考如何
把課程改革落實到位，在切合本港
教學實際情況的前提下，致力為香
港培育更多有德有才的愛國愛港接
班人。

通識科自2009年設立起，就因為
走上「政治化」道路而一直為人詬
病，近年更逐漸成為部分「黃教
師」煽動極端言行、誤導學生的
「洗腦」平台，相關問題和嚴重後
果在前年的修例風波中暴露無遺。
今次將通識科正名為「公社科」，
透過課程教導學生正確認識內地、
香港及世界，全面正確了解「一國
兩制」 和香港發展的方向，是香港
教育撥亂反正的重要一步。

教育具有培育社會未來接班人的
重要功能，要在香港落實「愛國者
治港」，培育愛國、有志氣、有能
力的未來「治港者」，更是影響舉
足輕重的一環。認識此重要性，
「公社科」的課程設計、教材以及
師資，都必須因應本港民主選舉制
度的最新發展而作出設置安排，教
育局要做好「公社科」開展的指導
工作，包括培訓師資和制定合適的
教材。

「公社科」課程將設立「『一國
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
來的國家」和「互聯相依的當代世
界」三大主題。以往本港教育較少
涉及內地的內容，部分學生受個別
教師、媒體誤導，對國家持偏頗、
負面印象，今後新科目必須努力扭
轉這種扭曲的教育，讓學生認識到
了解、熱愛自己國家是公民應盡的
責任。很多家長關注「公社科」會
否被有心人利用，對此，教育局應
密切監察日常課堂與校本教材的質
素，避免通識教育荒腔走板的亂象
重演。

在教學形式上，過往通識科教學
中，個別教師以失實材料、借培育
批判性思維為名，向學生灌輸錯誤
的價值觀。新的「公社科」更注重
讓學生主動選擇感興趣的知識點再
去探索，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導
者；更強調實地考察。因此，學
校、教師要選用正當合適的教材，
積極組織學生身體力行到內地交流
考察，正向了解國家發展，培養愛
國情操。

如何做好「公社科」教學，教育
局有大量細緻的工作要做，包括提
供必要的培訓，令教師充分掌握新
課程的內容，有足夠的能力任教；
教育局還應鼓勵、資助學校、教師
運用新技術例如遊戲、影片等方
式，讓學生愉快地認識國家和社
會，讓「公社科」發揮出培育愛國
管治人才的應有功能。

落實通識科改革 培育治港接班人
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開啟香港實現良政善治

之路，對於包括建制派、傳統愛國組織和傳統「泛
民」在內的所有政治參與者都是重大挑戰和考驗，
都需要因應「賢能愛國者治港」的總體要求，在參
政目標、策略和政治論述上作出調整、提升乃至重
塑，以適應新選舉制度下成為管治者的全新要求。
建制派要提出更具大局視野的政治論述，拿出破解
深層次問題、建設更美好香港的創新方略；包括各
類社團在內的傳統愛國組織，需要提升從整體管治
上進行政治參與的能力；而傳統「泛民」需要從根
本上調整政治參與目標和策略， 以「忠誠反對派」
作為清晰定位。只有這樣，各方政治力量才能在新
的民主選舉制度中找準自己的政治參與的定位，更
好發揮政治參與作用。

政治制度的設計和重塑，最終目的要有利於一個
國家或地區更好發展。中央完善本港選舉制度，就
是為了在香港有效維護國家安全、保持政治社會穩
定的基礎上，盡快走出政治泥沼，讓全社會聚焦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從根本上
解決長期積累的深層次問題。重置的選舉制度之
下，各種政治力量的角色、作用，都有必要按照制
度設計的初心作出重新定位。

此次完善選舉制度，在選委會界別中增設了「基
層社團」「同鄉社團」「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等
界別分組。這些制度優化和調整，一方面反映了香
港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發展變化，體現了均衡參與
原則，保障了最廣大香港居民的民主權利；另一方
面，更意味着包括這些界別在內的所有建制力量，
主要角色將從以往香港管治權的保護者向建設者轉
變，成為謀劃、落實香港整體長遠利益的重要政治
力量，承擔起治理香港的更大責任。這必然對建制
力量的政治視野、行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建制力量未來的調整重心，應該是以真材實料、
真本事參與管治，與政府齊心協力解決長久以來香

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不到位的難題。近期，有建
制政團提出「新時代、新工運」的綱領，開宗明義
「打破資本壟斷、推動香港持續發展」，引起本港
社會關注和熱議。這種政治論述當然會受到各方不
同解讀和對待，但卻已顯示了一個建制政團努力塑
造未來定位的追求。至於「基層社團」「同鄉社
團」等傳統愛國力量，面對的挑戰更大，更需要突
破特定界別、地區的利益局限性，把界別、團體或
地區利益與香港整體利益和市民的根本利益結合起
來。所有建制力量應該有意識地加強對香港、國家
和世界問題的研究，為提升管治效能、突破治理難
題，提出令人眼前一亮、切實可行的創造性方略。

「愛國者治港」不是搞「清一色」，新的民主選舉
制度把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香港管治架構之外，並不
是排除包括傳統「泛民」在內所有反對派。香港作為
高度開放的國際城市，將繼續保持多元包容的政治文
化，相信從中央到本港的選委、選民都希望香港社會
有不同聲音，包括批評政府的聲音。反對派只要與反
中亂港分子「割席」，劃清界限，仍然可以依法參
選、依法當選。在新的民主選舉制度訂出清晰紅線
後，關鍵是反對派要破除患得患失的迷失和迷茫，首
先要接受新選舉制度，敢於公開承認自己愛國，追求
民主，但不將愛國與民主對立起來；其次，不再以空
洞的民主口號、激烈抗爭行為表達訴求、吸引支持，
更要摒棄癱瘓施政、犧牲市民利益的手段換取政治利
益。 在這樣的基礎上重新構建政治參與的目標、策略
和論述，何愁沒有參政空間？

反對派只要認真反省、糾正過往走偏的作為，以
愛國者的基本要求規範自己，拿出實事求是、有理
有據的治港建議，展示令人信服的參政治理能力，
真正做到是其是非其非，相信仍能得到選委和選民
的支持，何愁沒有參政出路和政治空間？是接受新
選舉制度，還是執迷不悟、自絕於管治架構之外，
反對派應作出明智抉擇。

各方政治力量都要找準政治參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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