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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阿斯利康疫苗接種急設限
20 至 59 歲女性血栓風險高廿倍 專家：仍需再研究
歐人權法院裁定可強制兒童打針

歐 洲 藥 品 管 理 局 （EMA） 前
日表示，牛津／阿斯利康疫苗與
血栓情況「可能有關連」，但出
現這種副作用是「非常罕見」，
歐盟成員國衞生部長其後開會，
未能就調整接種計劃達成共識。
繼英國建議為 30 歲以下年輕人
接種其他品牌疫苗後，多個國家
亦調整接種阿斯利康疫苗的年齡
限制。

EMA表示，在詳細調查歐盟各
國合共 86 宗血栓個案後，

發現大部分患者都是60歲以下的女性。
不過EMA局長庫克強調，打針出現罕見
副作用致死的風險，遠低於疫歿風險。
世界衞生組織亦稱，疫苗與血栓之間
「可能存在關聯」，但暫未能證實。

意西暫緩 60 歲以下接種
在 EMA 作出上述公布後後，意大利
衞生部前日建議，只會為 60 歲以上人
士接種阿斯利康疫苗。不過已接種首劑
阿斯利康疫苗的人士，則可接種第二
劑。西班牙亦從昨日起暫停為 60 歲以
下人士接種該款疫苗，當局隨即會研究
是否允許已接種首劑者打第二針。

墨西哥巴西打針如常
菲律賓目前已接收 52.5 萬劑阿斯利康
疫苗，另有 260 萬劑將於下月運抵，衞
生部門昨日起暫停為 60 歲以下人士接
種該款疫苗，等待外地對血栓個案的調
查結果。菲律賓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局長
多明戈強調，此舉只屬審慎措施，菲國
暫未出現類似血栓個案，今次決定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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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疫苗不安全或無效。
疫情嚴峻的墨西哥和巴西前日均表
示，不會暫停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墨西
哥健康風險保護委員會稱，無意限制任
何年齡或群組接種。巴西衞生部長安維
薩強調，當地已接種逾 400 萬劑阿斯利
康疫苗，錄得 47 宗血栓個案，暫未證
明兩者有關連，會繼續建議民眾打針。
墨西哥總統奧布拉多爾昨日表示，他
將會接種阿斯利康疫苗，指出疫苗的好
處遠大於風險。
德國政府疫苗委員會成員博格丹指
出，把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後 4 至 16 天內

的血栓個案與正常情況比較，發現 20
歲至 59 歲女性的血栓風險高出 20 倍，
不過德國多名醫學專家強調，需進一步
研究，才能確認血栓形成原因。

德專家：避孕藥不加劇風險
德國格萊夫斯瓦爾德醫療中心輸血醫
學教授格賴納赫則表示，其團隊初步認
為阿斯利康疫苗或會產生某種抗體，導
致大腦出現血栓。他指出有接種者擔心
服用避孕藥或患有凝血因子變異，會誘
發血栓，但研究表明這些因素不會加劇
血栓風險。
●路透社/法新社

各國接種阿斯利康疫苗最新建議
澳洲
●停止為 50歲以下人士接種，但接
種首劑後未有不良反應的人，則可
打第二針。

比利時
●只限55歲以上人士接種。
加拿大
●已暫停為55歲以下人士接種。

意大利

德國

●僅建議 60 歲以上的人接種。60
歲以下若已接種首劑 ，則可打第二
針。

●只准 60 歲以上或高風險群組接
種 ， 60 歲 以 下 人 士 若 已 接 種 首
劑，第二劑應選擇其他品牌疫苗。

英國

巴西

●建議 30歲以下的年輕人改為接種
輝瑞或Moderna（莫德納）疫苗。

●衞生部建議繼續接種，認為現有
數據無法證實疫苗與血栓有關。

墨西哥
●無計劃限制接種。
韓國
●已暫停為60歲以下的人接種，將
於周末決定是否恢復打針。
西班牙
●暫停為60歲以下的人接種。

盡，在市內最大貧民窟達拉維，大
批民眾在一個政府營運的接種中心
外大排長龍，但中心主管表示庫存
僅夠為數百人接種，不清楚新一批
疫苗運抵時間。
衞生部長瓦德漢批評地方政府聲
稱疫苗不足，是試圖掩飾它們抗疫
不力，並引起民眾恐慌。他強調中
央政府向各地方政府提供疫苗供應
實時數據，指馬哈拉施特拉邦疫苗

英打疫苗進度加快
下周達群體免疫門檻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根據倫敦大
學學院的研究預測，英國已接種疫苗人士
連同曾染疫康復的人，將於下周一增至佔
全國人口 73.4%，意味擁有新冠病毒抗體的
人數，達到群體免疫門檻。另有研究發
現，隨着英國愈來愈多人接種疫苗，感染
率自 2 月以來下降達 2/3，而感染後住院或
死亡的比率亦有下降趨勢，顯示疫苗有助
減低重症和死亡率。
根據國家統計局（ONS）上周的抗體測
試報告，截至上月 14 日，英格蘭 54%人口
因自然感染新冠病毒或通過接種新冠疫苗
獲得抗體，加上之後再有 710 萬人接種首劑
疫苗，以及近 10 萬人確診，倫敦大學學院

●昨日起暫停為 60 歲以下人士接
種，以審視其他國家血栓個案的數
據。

短缺的說法「毫無根據」。疫苗生
產商印度血清研究所（SII）則表
示，現時產能非常緊張，促請政府
提供資助，強調當印度疫情緩和
後，SII 才能向其他國家恢復供應
疫苗。
印度總理莫迪昨日接種第二劑新
冠疫苗，他指打針是少數能擊敗病
毒的方法之一，呼籲民眾積極接
種。
●法新社

疫苗護長者
英 65 歲以上疫歿大跌逾九成
英格蘭及威爾斯所有 60 歲以上人士，現時
均獲提供至少一劑新冠疫苗，並有60%成年人
已經打針。國家統計署（ONS）最新統計顯
示，當地 60歲以上疫歿人數，較1月疫情高峰
期大幅減少，80歲以上長者病故人數更減少近
92%，顯示疫苗發揮效用。
ONS 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上月 26 日的一周
內，共有 379 名 80 歲以上長者疫歿，較 1 月疫
情最高峰的 5,354 人大幅減少。而在 75 歲至 79
歲、70 歲至 74 歲，以及 65 歲至 69 歲群組，疫
歿人數也下跌超過90%。
●綜合報道

紐 40 天零確診
「斷纜」輸入個案多 封關印度
新西蘭昨日新增 23 宗新冠肺炎
輸入病例，當中 17 人來自印度，
總理雅登昨日宣布從當地時間本月
11日下午4時起，禁止過去14天內
曾到訪印度的人士入境，包括新西
蘭公民和永久居民，措施將持續至
本月28日。
今次是新西蘭首次禁止本國公民
或永久居民入境，雅登表示，目

前，入境人士須提供出發前進行的
病毒檢測陰性證明，但近日大部分
輸入個案均來自印度， 因此需要
暫時對印度封關，當局會在這段期
間研究風險管理措施，以降低疫情
輸入風險。
本地個案方面，新西蘭維持約40
天的零確診於昨日「斷纜」，奧克
蘭一間供回國國民入住隔離的酒

● 西班牙暫停為
西班牙暫停為60
60歲以下人士接種該款疫苗
歲以下人士接種該款疫苗。
。

新華社

預計，擁有抗體人數將於下周一佔全國人
口73.4%，達到專家提出 70%人口擁有抗體
的群體免疫水平。
倫敦帝國學院的研究則發現，在疫苗接
種進度加快後，3 月份的整體檢測陽性比率
為 0.2%，較 2 月份的約 0.5%大降約 2/3，
65 歲以上人士感染率更跌至 0.1%，確診者
住院和死亡的比率亦下降。然而隨着政府
放寬防疫措施，包括上月 8 日起復課等，近
期確診病例下跌趨勢開始放緩，近日感染
病例主要屬於中小學生，65 歲或以上人士
因接種疫苗比例較高，確診個案為所有年
齡組別中最低。
●綜合報道

菲律賓

印逾 7 億人臨疫苗短缺 孟買醫院停打針
印度第二波新冠疫情愈演愈烈，
前日新增逾 12.6 萬宗確診個案，再
創單日新高。《印度時報》報道，
多達 10 個邦的疫苗庫存只夠使用 3
至4天，預計逾7億人受影響。
印度政府仍拒絕全國封城，但疫
情最嚴重的馬哈拉施特拉邦，已計
劃在周末實施封城措施。鑑於疫苗
短缺，孟買已有醫院暫停為民眾打
針，多個主要接種中心的庫存將耗

歐洲人權法院昨日裁定，強制兒童
接種疫苗並無牴觸《歐洲人權公
約》，建議各國可將兒童接種疫苗列
為「必要政策」。這是歐洲人權法院
首次就強制兒童打針作出裁決，法律
專家稱，裁決或鋪路各國推行強制接
種新冠疫苗的政策。
捷克部分家長因子女未有按規定打
針，遭罰款或被拒入讀幼稚園，於
2013 至 2015 年間控告捷克政府，指
強制接種疫苗法例侵犯人權。歐洲人
權法院指出，該法例旨在保障公眾健
康，接種疫苗不但保護接種者，亦可
保護因醫療原因無法打針的人，有助
遏止傳染病擴散。法院據此裁定，強
制接種疫苗法例未有違反《歐洲人權
公約》條文。由於裁決由歐洲人權法
院大法庭作出，原告不得上訴。
巴黎政治學院法律專家埃爾維厄指
出，今次裁決增加了各國要求部分人
強制接種疫苗的可能性。他指裁決支
持「社會團結原則」，為保護社會弱
勢群體，即使染疫風險較低的人也應
接種疫苗。
●路透社/法新社

店，一名保安員證實確診，當局表
示這名保安員未有接種疫苗，他並
無外遊史或與曾外遊人士接觸，在
酒店外亦只有與一名已打完兩針的
同事密切接觸。雅登強調奧克蘭暫
時無須再次封城，新西蘭與澳洲
的「旅遊氣泡」計劃亦不會
受影響。
●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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