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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率遜普通市民 拒打針須每周檢測

紐約強制公院醫護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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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新冠溯源聽證會

福奇怒斥參議員：說謊的是你

● 紐約將強制公立醫院醫
護接種疫苗。
護接種疫苗
。
網上圖片

美國紐約市政府前日宣布，將強制市內公立醫院所有醫

護人員接種新冠疫苗，否則須每周接受病毒檢測，指出這
是為了保障醫療系統安全運作。這是紐約首次要求市政府
員工接種。

約公共醫療系統約有 4.2 萬名員工，除了 11 間醫院外，還包括護
紐老院和診所，現時只有約
60%員工已接種疫苗，低於市內成年人

口的平均接種率。市長白思豪發言人表示，新指引將從下月起生效，醫
護需提供疫苗接種證明，未有計劃打針的員工，需要每周接受一次檢
測。現時未知市議會是否會將計劃擴大至警員、公立學校教職員和政府
文職人員。

專家：應增檢測次數

至於私人醫療系統，紐約長老會醫院上月已宣布，要求所有員工在 9
月前完成首劑疫苗接種，有需要員工可在下月前申請豁免，現已有超過
70%員工打針。另有醫院表示，會在新冠疫苗獲正式使用許可後，才會
強制員工接種。
白思豪此前一直未有強制民眾接種，但近日確診個案因最先在印度發
現的 Delta 變種病毒而持續上升，上周單日平均新增近 600 宗病例，較
上月底增加一倍以上，現時市內仍有 200 萬人尚未接種。紐約市立大學
流行病學教授納什表示，市政府要求未打針醫護每周檢測一次並不足
夠，應增加檢測次數，指出病毒仍會在未打針群體中傳播，並認為政府
應將其他公務員也納入強制接種組別。

白宮職員確診 已完成接種

另外，白宮發言人普薩基前日宣布，一名已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的白宮
職員確診，正在等待進一步檢測結果，但病徵輕微，總統拜登和其他職
員都不在其密切接觸者名單上。普薩基指出，此前亦有過白宮職員確診
的案例，但由於確診者並非拜登或白宮的委任官員，因此未有公布。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一名高級發言人亦證實確診，同樣已完成疫苗接
種，近期未曾與佩洛西接觸。該名發言人上周曾與到訪華盛頓的得州民
主黨州議員見面，後來該批議員當中有人確診。據指副總統哈里斯也曾
與確診的得州議員會面，但目前檢測結果呈陰性。
●綜合報道

近日河南鄭州出現罕見持續強降水天氣，全市普降大暴
雨、特大暴雨並引發洪災。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表達密切的關注，深信中國在全世界
動員能力最強，對戰勝天災有信心。各地消防緊急調派力

● 福奇強硬反駁保羅。

美聯社 ● 保羅（右）企圖令福奇「招供」。

美國國會前日再就新冠疫情溯源問題舉行聽證
會，肯塔基州共和黨參議員保羅席上炒作「美國
國家衞生研究院（NIH）資助武漢進行『功能獲
得研究』」言論，並對拜登政府的首席醫療顧問
福奇設下語言陷阱，暗指福奇此前關於「否認資
助研究的聲明」是在說謊。福奇對此強硬反擊，
在澄清相關研究並非「功能獲得」後再強硬斥責
保羅「撒謊」，「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
麼」。
保羅對「武漢實驗室洩毒論」炒作持續已久，
今年 5 月他還曾在國會聽證會宣稱武漢病毒研究
所與美國病毒學家合作研究「製造超級病毒」，
被福奇當場反駁。根據保羅的說法，所謂的「功
能獲得研究」，是指「對任何可合理預期為流
感、中東呼吸綜合症或 SARS 病毒賦予屬性，增
強其致病性或傳播性的研究項目」，試圖借此暗
示新冠病毒「可能來自中國實驗室」。

被設語言陷阱
保羅前日在聽證會上，繼續炒作這一說法，並
質問福奇：「你應該知道向國會撒謊是一種犯
罪，那麼你是否想要收回你在 5 月 11 日宣稱的從
未資助武漢的『功能獲得研究』的聲明？」
保羅的問題是個語言陷阱，如果福奇僅回答

美聯社

「收回」或「不收回」聲明，都可以被解讀為默
認自己向國會撒謊。福奇於是答道：「保羅參議
員，我從來沒有在國會面前撒過謊，我也不會收
回我的聲明。」福奇說道，「經過具有合格資質
的工作人員判斷，這項研究並不是『功能獲得研
究』。」

網民撐福奇實事求是
保羅頻頻打斷福奇的發言，更開始玩弄話術，
不僅把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的一項關於動物病毒
研究強行說成「功能獲得研究」，還用強勢語氣
聲稱福奇正在「回避問題」。福奇聞言反駁：
「保羅參議員，坦白地說，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
說什麼。我現在再正式說一遍，你根本不知道自
己在說什麼。」福奇對保羅斥責道：「我對你正
在宣揚的謊言極其反感。如果說這兒真有什麼人
在撒謊，那也是你，參議員先生。」
在不少美國民眾看來，操弄話術的保羅與實事
求是的福奇形成了鮮明對比，有網民直言「任何
觀察過福奇的人都應該能分辨出誰在說真話」。
《華盛頓郵報》分析稱，福奇和保羅的這番對話
屬於「通常不會在莊嚴的參議院使用的措辭」，
又指隨着保羅在國會聽證會上持續抨擊福奇，福
奇也在給出「愈來愈有力的辯護」。 ●綜合報道

遊埃菲爾鐵塔 須出示接種證明
法國昨日起規定在可容納超過 50 人的場所，必須使用
「健康通行證」，民眾須具新冠疫苗接種或檢測陰性證
明，才能進入戲院、博物館和體育館等場所，以及埃菲爾
鐵塔等旅遊景點，若遊客未能出示相關證明，要即場接受
快速檢測後才能登塔遊覽。
總統馬克龍為了鼓勵民眾接種和避免再次封城，推出
「健康通行證」政策，包括上周重開的埃菲爾鐵塔等多個
地點，昨日開始要求遊客出示「健康通行證」。目前要求
在景點出示「健康通行證」的規定是以行政命令方式執
行，馬克龍希望下月起將「健康通行證」的適用範圍，進
一步擴大至公共交通工具、餐廳和商場，國會昨日開始審 ● 保安人員在羅浮宮檢查遊客的「健康通行
議相關法案。
●美聯社/法新社 證」。
路透社

量，奔赴抗洪搶險一線！解放軍奔赴河南搶險救災， 「始終
把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放在第一位」 是中央最高指

日詢問入境者接種史 鋪路開關

示！各級領導幹部把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放在第一
位，身先士卒、靠前指揮，迅速組織力量防汛救災，妥善安
置受災群眾，嚴防次生災害。

日本政府據報已開始詢問海外入境人員的新冠疫
苗接種史，為未來放寬邊境口岸防疫管制做準備，
包括豁免已完成接種疫苗人士入境檢疫限制。
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稱，厚生勞動省月
初已經開始，向入境後在指定設施隔離檢疫的人
士，以自願方式進行疫苗接種史問卷調查。除了已
在日本獲批的輝瑞、Moderna（莫德納）和阿斯利
康疫苗外，問卷亦詢問入境人士是否曾接種中國、
俄羅斯和印度等國研發的疫苗，以及他們的接種次
數、接種後是否滿 14 天等，不過暫時並未要求他
們出示接種證明。
當局計劃今後對照疫苗效果等其他數據，判斷是
否放寬邊境口岸防疫措施，暫時未決定要承認哪些

疫苗。報道引述日本出入境部門消息透露，單是上
月便有 4.3 萬日本人從海外回國，外籍入境者也多
達 1.7 萬人，對於指定隔離設施已造成巨大負擔，
認為「無法持續要求所有入境旅客隔離」。

東京逾 1,800 宗 半年新高
日本各地疫情持續升溫，昨日全國再錄得 4,943
宗確診，當中東京新增 1,832 宗，創逾半年新高，
較上周三大增 683 宗。專家推算，傳染力更強的
Delta 變種病毒大約已佔東京都整體感染數約六
成。日本醫師會會長中川俊男認為，日本正處於第
5 波疫情，而且確診數可能超過至今為止最嚴重的
第3波疫情。
●綜合報道

（特刊）

願同胞平安、早日渡過難關！
為所有救援人員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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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巢湖 產業新城
安徽巢湖：我為群眾辦實事 全力推動黨史學習教育有質有效

安徽省巢湖市堅持把「我為群眾辦實事」實踐活動
貫穿黨史學習教育全過程，積極推行「一線工作
法」，黨員領導幹部牽頭抓、帶頭管，廣大黨員發揮
先鋒模範作用，圍繞重點項目建設、鄉村產業振興和
百姓急難愁盼等大事、實事，化解民憂、溫暖民心，
不斷增強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問需於民，建立「貼心化」清單。基層黨組織通過
實地走訪、調查問卷，「志願巢湖」APP線上點單等
方式，拓展與群眾面對面、鍵對鍵、心貼心的問需渠
道，收集民眾急難愁盼的問題，梳理「我為群眾辦實
事」實踐活動項目清單 13 類，制定切實可行的工作
措施，明確完成時限，確保取得實效。槐林鎮黨政班
子成員帶頭遍訪16個村（社區），收集問題282個，
目前已解決問題達96%，剩餘問題建立項目化清單，
包保落實。亞父街道黨工委將全域劃分為 44 個網
格，225 名黨員幹部進樓入戶、走訪調研，變「交
辦」為「幫辦」、「等辦」為「找辦」，解決群眾普
遍反映的停車難、充電難等30餘類問題。
真心為民，開展「多樣化」活動。全市各級黨組織
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組建黨員志願服務隊伍 1200 餘
支，結合黨史學習教育及群眾實際需求，廣泛開展文
明創建、政策宣傳、黨史教育等志願活動 418 場。巢

湖市住建局質監站與中鐵佰和佰樂健康養老產業黨支
部聯合開展「為群眾辦實事，安全黨課進現場」黨建
共建活動。蘇灣鎮打造黨性錘煉基地、初心堂等 2 處
紅色教育基地，組建黨員幹部、「五老」黨員、青年
團員和巾幗標兵 4 個宣講團，進村入戶、進企進校宣
講紅色故事、開展防溺水知識宣傳等。柘皋鎮有序組
織疫苗接種工作，為出行不便、工地務工人員安排專
車接送，組織 5 場夜間接種專場，集結 178 名黨員志
願者做好全程服務。
一線惠民，優化「家門口」服務。巢湖市創新推出
「一線工作法」，黨員幹部下沉網格，安排到村
（居）民組一線，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巢湖市圖
書館、愛巢社會工作服務社聯合舉辦「愛心暑託
班」，為 7-15 歲的中小學生提供公益性暑託服務，
解決家長暑期「看護難」問題。中垾鎮、烔煬鎮集中
代辦敬老公交卡，網格黨員將公交卡送至群眾手中。
巢湖市第八批鄉村振興工作隊進駐夏閣鎮柳南村後，
因地制宜，高標高質推進美麗鄉村建設，精細精準改
善農村人居環境。臥牛山街道健康西路社區網格黨員
全覆蓋走訪轄區企業和個體經營戶，了解用工難題，
統一發布用工需求，對接解決用工難題 10 餘件，架
起助企「連心橋」。
（文：錢蓉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