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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默克爾通電話 習近平：中國發展是歐盟機遇

習近平：應以冬奧為契機擴交流
習近平指出，中德務實合作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及其他因素干擾，穩中有進，中國
連續 5 年成為德國全球最大貿易夥伴，體現了

中德合作的韌性和潛力。希望雙方本着相互
尊重、互利共贏精神，統籌推進中德各領域
合作，這有助於為中歐合作和重振世界經濟
增添信心和動力。中國正在積極構建新發展
格局，在依靠自身力量發展的同時堅持對外
開放，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合作。中方願同包
括德國企業在內的各國企業共享中國新一輪
開放發展帶來的機遇。希望德方保持開放，
為兩國企業擴大互利合作創造更多便利。雙
方應以明年中德建交 50 周年和北京冬奧會為
契機，推進科技、教育、文化、體育等領域
交流。
習近平強調，當前，中歐關係面臨新的發展契

機，也面臨着各種挑戰。關鍵是要從戰略高度牢
牢把握中歐關係發展大方向和主基調，相互尊
重，排除干擾。中國發展對歐盟是機遇，希望歐
盟獨立作出正確判斷，真正實現戰略自主。中方
願同歐方一道努力，協商辦好下階段一系列重要
政治議程，深化和拓展各領域務實合作，在氣候
變化等全球治理問題上加強溝通，共同踐行多邊
主義。
習近平指出，疫苗是用來防病救人的，中方反
對將疫苗政治化或搞「疫苗民族主義」，願同德
方在內的國際社會一道，促進疫苗公平合理分
配，支持和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獲取疫苗，為人
類共同早日戰勝疫情作出貢獻。

默克爾：重視華
「十四五」
規劃
默克爾表示，歐方在對外關係方面堅持自主。
當今世界面臨很多問題和挑戰，更加需要德中、
歐中合作應對。歐中加強對話合作，不僅符合雙
方利益，也對世界有利，德方願為此發揮積極作
用。德方重視中國「十四五」規劃，期待這將為
德中、歐中合作帶來新的重要機遇。德方願同中
方一道籌備好新一輪德中政府磋商，盡快恢復人
員往來，加強抗疫、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等領
域交流合作，希望就疫苗公平分配、相互認證
等問題同中方保持溝通。德方願為昆明生
物多樣性大會取得成功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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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
平 4 月 7 日應約同德國總理默克爾通電話。習近
平強調，去年我們多次溝通，為中德、中歐關係
發展發揮了重要引領作用。中德、中歐加強合
作，能夠辦成有意義的大事。希望德方、歐方同
中方一道作出積極努力，維護和推動中德、中歐
合作健康穩定發展，為這個多變的世界增添更多
確定性和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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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約20萬人打新冠疫苗 順義大興率先建免疫屏障


(

截至 4 月 6 日，北京累計報告接種新冠病毒
疫苗 1,729.09 萬劑次，累計接種 1,083.87
萬人。 按 當 前 北 京 2,153.6 萬常住人口計

到 4 月底，北京累計接種人數將約在 1,560

內



●北京有望於 4 月底達到接種比率 70
70%
%的群體
免疫屏障要求。
免疫屏障要求
。圖為 3 月底北京一處疫苗接種
點。
資料圖片

地區特別是發生過疫情的鎮街優先推
進接種。截至 4 月 6 日，順義、大興疫
苗接種率都超過 80%，率先建立免疫
屏障。另據北京市相關部門的負責人
透露，在今年 4 月底前，北京將完成核
心區東城區、西城區和機場所在區順
義區、大興區 18 歲及以上人群接種，
其他轄區 18 歲及以上人群接種將於 5
月底前結束。

逾 67 萬 60 歲以上長者接種
國家衞健委近日發布的《新冠病毒疫
苗接種技術指南（第一版）》建議：已
有 I/II 期臨床數據顯示 60 歲以上人群疫
苗接種安全性良好，疫苗會產生一定的

保護作用，建議接種。北京地壇醫院感
染中心副主任陳志海也表示，接種新冠
疫苗可大大降低新冠肺炎的發病率，尤
其是老年人及病情穩定的慢性病患者接
種新冠疫苗後，可大大降低重型/危重型
患者發生率，從而降低病死率。
進入 3 月中旬，北京在內地率先為部
分有接種需求且身體基礎狀況較好的 60
歲及以上老年人接種。目前已公開的數
據顯示，北京 60 歲及以上人群接種突破
67 萬人，其中 90 歲以上 551 人，最大年
齡接種者為100歲。

外籍人士可預約就近打針
北京日前已全面啟動在京外籍人士新冠

武漢解封一周年 春風吹來四方客

2020年，突如其來
的新冠肺炎疫情，讓
湖北武漢這座千萬人口的城市史無前例
地宣布「封城」。在全國支援下，武漢
挺了過來。2021 年 4 月 8 日零時，是武
漢解封一周年的節點。
「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繁花滿江
城。」近日逛完武漢植物園後，羅雯迪
在朋友圈裏這樣寫道。羅雯迪來自東
北，清明節假期，她和丈夫帶着外婆、
父母、兒子旅行，武漢成為全家人共同
的選擇。
羅雯迪說，前幾年曾來武漢出過差，
但只是「匆匆過客」。疫情之後再來武
● 武漢解封一年後
武漢解封一年後，
， 漸漸
重拾昔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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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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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接種疫苗會得病嗎？
答：疫苗造成疾病的情況非常罕見，一般是發生
在接種減毒活疫苗情況下，發生率控制在百
萬分之一以下，我們現在使用的新冠病毒疫
苗，沒有減毒的活疫苗，全部是滅活疫苗，
因此疫苗製劑本身不會造成疾病。

答：現有變異株只能部分降低疫苗的保護效率，
我們看到的保護效率下降一般是針對輕症病
例，疫苗對重症病例的保護效率還是比較高
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種後，會為接種者建立
新冠病毒的基礎免疫力，就算有一天病毒變
異出疫苗現有的控制範圍，之前的針也並不
白打。

高。香港文匯報根據近日接種數據測算，

地專家根據新冠病毒的基本傳播指
數推測，新冠疫苗接種率達到 70%
至 80%，能夠基本實現群體免疫。北京
目前日接種能力達到 40 萬劑以上，按照
「應接盡接」「應快盡快」的原則正加
速推進。從近一周北京連續發布的接種
數據來看，北京每天約新增 20 萬人接種
新冠疫苗，接種率單日約新增 1 個百分
點。香港文匯報測算，按照當前的接種
節奏，到 4 月 30 號，接種人數將約在
1,560 萬人左右，覆蓋 70%的常駐人口，
初步接近實現群體免疫屏障所需要的比
例。
今年初，北京順義、大興兩區發生
聚集性疫情，上述兩區對風險較高的

答：滅活疫苗已經使用上百年了，我們完全掌控
它的遠期副反應，遠期的安全性也是非常好
的，沒有必要顧慮這個。

問：病毒變異後，原來打的疫苗白打了嗎？

算，接種率已達到 50.32%，在內地為最

在機構或屬地社區預約報名就近接種。

問：疫苗問世時間短，會否有遠期副反應？

答：所謂半年保護期只是說一部分人半年後中和
抗體會下降，這部分人擁有低的中和抗體，
如果一旦被病毒感染，大量記憶細胞會被喚
醒，產生免疫力，這跟從來沒打過疫苗的人
的免疫力是不一樣的。

北京衞健委 4 月 7 日最新發布的統計顯示，

要求。對於在京外籍人士來說，可通過所

答*：疫苗副反應完全取決於工藝，採用傳統技
術路線滅活的疫苗的安全性是非常好的，
蛋白疫苗也是，包括病毒載體疫苗也使用
了不少年了，所以它的副反應完全是在安
全的、可接受的範圍之內，要不然國家藥
監局不會批准它進入使用。

問：疫苗的保護期只有半年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

萬人左右，達到 70%比例的群體免疫屏障

問：疫苗不良反應大不大？

漢，「打卡」了東湖、江灘、黃鶴樓，
也對這座城市有了更深認識，武漢「堅
韌不拔、頑強不屈」，令人印象深刻。
今年春天，湖北啟動「相約春天賞櫻
花」活動，以武漢為主、全域行動，推
出數百個賞花點、上百條賞花線路，舉
辦 200 餘場賞花文藝進景區演出，敞開
懷抱迎接海內外遊客。

清明客回升 達前年六成
春風吹來了八方遊客，也吹「熱」了
湖北文旅市場。數據顯示，今年 3 月 20
日至 21 日，武漢東湖櫻花園遊客量達
11.5 萬人次，約六成為外地遊客。清明
節 3 天假期，湖北共
接 待 遊 客 1,170.3 萬
人次，實現旅遊收入
56.65 億元人民幣，
分 別 恢 復 到 2019 年
清 明 節 的 60.01% 和
62.05%。
在賞花季的帶動
下，武漢萬松園美食
街人氣更旺了。熱乾
麵、牛肉麵、豆

皮……每天清晨，撲面而來的煙火氣和
「過早」的市民將這條老街喚醒；夜幕
降臨，萬松園依然燈火通明，「網紅」
店一座難求，食客們耐心地排起長隊。

久居生情愫 學子欲扎根
眼下，逢小龍蝦新鮮上市。在武漢上
大學的河南小伙謝齊睿呼朋喚友相約武
漢，賞花之餘，順便去「撮蝦子」。在
武漢學習、生活近 4 年，他對這座城市
有些不捨。「四年前的目標是畢業後能
去『北上廣』發展，但現在對武漢的感
情越來越深，武漢也正在飛速發展，正
考慮在這裏找工作。」他說。
「這次來武漢旅遊，一是想感受『英
雄之城』的魅力；二是打算報名將於今
年 10 月舉行的 2021 年武漢馬拉松，提
前來『踩點』。」49歲的江西遊客劉志
剛笑道。他是一名馬拉松愛好者，本打
算參加 2020 年武漢馬拉松，卻因疫情
影響沒有如願。
「如今的武漢，車流不息，人潮湧
動。」漫步在武漢長江大橋上，劉志剛
感嘆，「浴火重生的武漢，滿城芬
芳！」
●中新社

疫苗接種工作。香港文匯報了解
到，外籍人士在自願申請、知
情同意、自擔風險的前提下，
可以通過所在機構或屬地社區
預約報名，各區將結合本區實
際情況安排就近接種。在費
用上，已參加北京社保醫療
保險的外籍人士，現場出
示醫保參保憑證可免費接
種，未參加北京市社會
保障醫療保險的外籍人
士需個人自費接種，
目前每針劑價格為
93.5 元 人 民
幣。

問：不經常出門，是否可以不打疫苗？
答：本人很少出門，但不等於所有家庭成員都很
少出門，只要不是跟世界完全隔絕，現在社
會也不可能完全隔絕。疫苗的主要作用是建
立免疫屏障，從而阻斷傳染病的傳播。打疫
苗是利己又利民的事情，部分人群年紀太
大、病太重、免疫功能有缺陷，或者是很強
的過敏體質，這部分人不能打疫苗。其他能
打疫苗的人都打，籬笆才能紮牢。
*註：答問者為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
世衞組織疫苗研發委員會顧問邵一鳴
資料來源：《科技日報》

穗深珠等五市加快全民接種防輸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
東居民接種新冠肺炎疫苗需求旺，截至目前已
接種1,120多萬劑次，接種人數接近全省總人口
一成。由於疫苗供需存在一定矛盾，廣東開始
調整接種策略。據廣東省衞健委「廣東衞生在
線」7日的消息，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珠
海5市作為珠三角地區的重點口岸和省會城市，
外防輸入任務十分艱巨，為此，廣東結合疫苗
總體供應不足的現狀，將按照「區分梯次、板
塊輪動」的接種策略，將上述5市確定為疫苗重
點接種城市，優先推進轄區全人群接種。

廣東約 200 萬人完成二針接種
根據廣東省衞健委 7 日消息，全省現有接種
點 3,014 家，現有接種單元 11,927 個。目前，
廣東日接種能力達到 150 萬劑次以上。截至 4
月 5 日 24 時，全省累計接種 1,121.61 萬劑次，
901.48 萬人。這也意味着，目前約 200 萬人完
成了二針接種。
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發現，由於接種需求
大，不少接種點預約滿額，居民只能繼續等
待預約時間。香港文匯報記者 7 日登錄廣東
「預防接種服務」App平台看到，目前，廣州
各大醫院和社區衞生服務中心接種點已基本
無疫苗可預約。
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荔灣、番禺、天河等多

家社區衞生服務中心獲悉，無論是國藥還是科
興疫苗都暫時短缺，新一批疫苗或將在未來 1
天到2天內到貨。
根據最新的安排，廣東將國家對全省疫苗供應
量的絕大多數按接種權重分配給廣州、深圳、佛
山、東莞、珠海5個重點城市，推進轄區全人群
接種，而其餘地區以保障高風險人群補種和接種
第二劑次的人群為主。隨着國家對廣東疫苗供應
的增加，將逐步在其他地區擴大供應量。
據介紹，對於這5個重點城市地區及流動人口
眾多的地區，主要採取靈活動態在交通便利、
人口相對集中的區域，如體育館、會展中心等
公共場所設置大型臨時接種點，保障疫苗供
應，集中接種，快速提升單日接種量。對於其
他人口較少的地區，則多渠道開放預約途徑，
主要依靠固定接種點，方便重點人群接種。

●廣東全省已接種1,121.61萬劑次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