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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無人補貨 油站零售店關門

英防疫政策混亂

170萬人陷

● 英國國家
醫療服務（NHS）
的檢測追蹤
程式。
程式
。

隔離大流行
英國已解除英格蘭地區大部分防疫措施，象徵進一步邁向恢復

「Pingdemic」

正常生活，然而當地近日確診人數急升，以致愈來愈多人經政府

（隔離大流行）亂局

的追蹤應用程式收到通知，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自我隔離 10

173萬人接隔離通知

天，因人手不足，部分油站和零售店被迫暫時停止營業，有超市

Delta 變種近期在英國蔓延，在英
國於 7 月 19 日解除大部分防疫措
施前，當地確診病例增幅是全球
最高，每日錄得逾 5 萬宗確診，加
上近月防疫措施逐步解除，意味
人員流動增加，令接獲通知需隔
離的用戶急增，在 7 月 20 日，全
國 6,700 萬人中估計便有 173 萬人
正在隔離。

● 有油站關閉
有油站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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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不少超市缺乏員
工補貨。
工補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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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補充貨架上的物品，恐引發食物短缺問題，形成一場「隔離
大流行」。業界要求政府允許超市員工和貨車司機等前線工作
者，若已接種疫苗或檢測呈陰性，便可豁免隔離。政府表示目前

● 商店貼出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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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因員工隔離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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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豁免隔離行業名單，將按個別個案考慮，首相約翰遜則堅稱
隔離是抗疫重要措施。
● 逾 170 萬英人收到
隔離通知。 網上圖片
隔離通知。

追蹤app
「過敏」
英國現時部分檢測追蹤工作仍採
用人手，不過大部分已倚賴國家
醫療服務（NHS）的新冠應用程
式，利用藍牙技術，通知曾與確
診者近距離接觸的人士隔離。不
過經程式通知的隔離並非強制
性，同時程式被指太敏感，例如
鄰居亦被辨認為密切接觸者，又
或要求已打針人士隔離等，近日
便有數以千計用戶為免需要隔
離，選擇直接將程式刪除。

打擊商界營運
大量民眾接獲通知需要隔離，令
商界大受影響，英國連鎖酒吧集
團 Greene King 便因人手短缺，
上周需關閉 33 間分店，部分地區
的零售商則稱，最多有 20%人手
無法上班。

官方建議遵守隔離通知
由於衞生大臣賈偉德早前確診，
令首相約翰遜亦需隔離。約翰遜
承認要民眾自我隔離並不容易，
但這是遏制疫情的重要手段。現
時已打針的重要行業員工可申請
豁免隔離，不過政府仍建議大部
分人員接通知後接受隔離，內政
部亦正制訂豁免行業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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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兩成員工隔離 生產線停頓
英國現時約有 170 萬人因曾與確診者接觸，收到國家醫療服務（NHS）的檢測
追蹤程式通知，需在家隔離，情況逐漸造成社會混亂，英國媒體便將「ping」
（通知簡訊）一字與「pandemic」（疾病大流行）一字結合，將這場亂局稱之為
「pingdemic」。
多間連鎖超市和油站表示，在一個月內已有 20%員工收到隔離通知，由於人手
嚴重短缺，部分分店需暫時關閉或縮短營業時間，嚴重影響業務運作。
連鎖超市 Iceland 已有超過 1,000 名員工因隔離而無法工作，超市計劃額外聘請
2,000 名臨時員工以填補空缺。執行董事沃克表示，近日需隔離的員工按周增加
約50%，但事實上接隔離通知的員工，當中96%都沒有染疫，促請政府盡快調整
隔離政策。
Tesco 和 Co-op 等超市由於倉庫及分店員工短缺，多間分店的貨架在清空後，
已沒有員工及時補貨，冷凍食品、牛奶和雞蛋的貨架空空如也，部分生產線也因
人手不足而暫停運作，將影響食物供應。

多塞特郡失 1/3 警員
英國肉類加工協會（BMPA）指出，協會成員通報約有 5%至 10%員工無法工
作；英國石油公司（BP）亦表示，由於貨車司機短缺，導致出現燃油供應暫時短
缺。皇家郵政日前宣布，英格蘭 10 個地區的派件工作將會延遲；全國多個地區
的警員不足，多塞特郡的警方控制室多達 1/3 警員需隔離，其他警員需取消休
假，以盡量維持正常服務。
英國零售協會行政總裁迪金森表示，這些「不必要」的隔離令已對零售業造成
嚴重影響，指出若員工已完成接種疫苗，且病毒檢測呈陰性，應獲豁免隔離，以
維持行業正常運作。
●綜合報道

美5歲男童疫歿
專家：兒童恐成高風險組別
新冠變種毒株 Delta 持續在美國蔓延，據
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周二公布，
Delta 現已佔新增個案逾 83%，專家則憂慮
未接種新冠疫苗人士，包括原本重症及死
亡風險較低的兒童，會成為高風險感染組
別。在成年人接種率只有 40%的佐治亞
州，上周便有一名 5 歲男童確診後，因出
現嚴重併發症，最終不治去世。

染疫前身體一直健康
據 5 歲的懷亞特家人所指，他染疫前身
體一直健康，沒有其他疾病，最初發病時
只是食慾不振和嘔吐等，家人以為只是食
物中毒，但後來開始出現感冒症狀，便趕
忙送往醫院求診，被診斷為感染鏈球菌、
葡萄球菌，並確診新冠。新冠病毒最終引
發肺炎和中風，導致懷亞特在上周五去

世，他的父母、9個月大妹妹也同樣確診，
● 懷亞特
不過未知他的父母有否接種疫苗。
懷亞特的教母薩米形容，懷亞特是一名
「為所有事物帶來歡樂」的小男孩，現時
她在網上為懷亞特的家人發起眾籌，以作
支付醫藥費，截至周三已籌得逾 3 萬美元
（約23萬港元）。
兒童染疫死亡的個案不多，在佐治亞州
逾 1.8 萬名死者中，只有 11 名兒童，懷亞
特是其中一人；但隨 Delta 變種擴散，同時
部分州份接種率仍然偏低，尚未能打針的
兒童染疫風險也相對增加。佐治亞州過去
一周住院人數便增加 30%，當中 70%患者
感染 Delta 變種，在本月逾 480 名的入院患
者中，416人尚未打好兩針，進一步證明打
針的重要性。
●綜合報道 ● 美國小孩參加夏令營。
路透社

英超球員出賽
10 月起須先打針
英國政府早前更新防疫指引，自 10 月
起，所有入場觀看體育賽事的觀眾，都須
出示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種的證明，即使日
後需再次封城，體育賽事亦無須暫停。消
息指該規定同樣適用於運動員，意味下月
揭幕的新一季英超聯，所有球員在 10 月
前必須打針才可出賽。
新規定涵蓋所有進入比賽場館的人士，
等同強制球員和球隊工作人員打針，不能
再以每周檢測兩次代替。據英國體育媒體

《Sportsmail》 報 道 ， 在 20 支 英 超 球 隊
中，現時只有兩支球隊已為所有職員打
針。
雖然英超各球隊支持球迷須出示接種證
明、才能入場觀賽的措施，但由於政府規
定兩劑疫苗接種時間相隔 8 周，球隊擔心
能否在未來 8 周內，為所有職業球員打齊
兩針。英超賽會正與各球會合作，希望確
保球員盡快接種，因健康或宗教原因不能
打針的球員，則可申請豁免。 ●綜合報道

長者誤信疫苗假資訊
美護老院再現感染群組
美國部分地區的新冠疫苗接種速度明顯
放緩，原因之一是假訊息散播，影響民眾
接種意慾，在 Delta 變種病毒來襲下，許
多地區的病例數再呈「數倍」增長，護老
院傳出群組感染，恐再次出現去年長者大
規模病歿情況。
全美多地的確診數字激增，例如猶他州
過去一周新增病例數目，是 6 月中的 3
倍。佛羅里達州傑克森維爾醫療中心的染
疫住院人數，從 5 月中的 16 人升至現在的
134 人，感染預防科主任尼爾森表示，醫
院員工疲於奔命，更感到憤怒和挫折，認
為這些新增病例本來都可避免。

院舍員工接種率僅 59%
全國至今只有 56.2%民眾至少接種一劑
疫苗，造成接種瓶頸的原因，在於錯誤訊

息流竄。堪薩斯一名居民表示，他的 70
多歲母親到染疫時，還認為新冠病毒不存
在，她是被接種疫苗的人傳染的，幸好她
最終康復。但許多護老中心的長者卻沒有
這麼幸運；科羅拉多州梅薩縣、印第安納
州霍華德縣都傳出護老院群組感染，已有
超過 10 人疫歿，引起公共衞生專家擔
憂。
目前美國護老院員工的接種率只有
59%，霍華德縣的護老院更低至 44%；雖
然全國護老院的長者接種率已達到 80%，
但是年紀愈大，抗體也就愈難形成。霍華
德縣衞生官員貝克表示，護老院人員接種
率無法擴大，可能是因誇大疫苗副作用的
消息流竄所致，但她憂慮若實施強制接
種，或會引致離職潮。
●綜合報道

拜登：料8月底開放12歲以下兒童打針

面對美國新冠疫情持續加劇，總統拜登
前日參加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在
俄亥俄州辛辛那提舉辦的市民大會時表
示，在 8 月底或 9 月初可能開放 12 歲或以
下兒童接種疫苗，他同時要求仍對疫苗持
懷疑態度的人盡快接種，以遏止新一波疫
情。
拜登預計目前尚無法接種疫苗的 12 歲
以下孩童，或很快就能獲得緊急授權接
種，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亦很
可能發出指引，建議未接種疫苗的學童，
暑假結束返校後佩戴口罩。
目前美國只批出疫苗緊急使用授權，許

多醫學專家都力促正式核准疫苗，稱有助
增加取得疫苗數量。拜登稱，他沒有介入
政府科學家的決策，但預計食品及藥物管
理局（FDA）很快會正式批准疫苗上市，
「也許在這個學年，約 8 月底或 9、10 月
初，FDA就會正式核准疫苗上市。」
目前因最先在印度發現的 Delta 變種病
毒擴散，導致美國疫情升溫，過去一周，
全美平均每日新增確診約 4.13 萬宗，較兩
周前增加超過一倍；疫歿人數也增加
42%，過去一周平均每日有 249 人死亡，
在一些疫苗接種率偏低的州份，確診數字
急速上升。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