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和集團與華人置業加推觀塘

凱滙一房單位作為「谷針」抽獎之

用，前提是本月底前達至全港累計

有500萬人接種最少一劑新冠疫苗

的目標，但近期接種人數呈下跌趨

勢，迄今約442萬人已接種至少一

劑疫苗。市民二度抽樓之夢幾近幻

滅之際，主辦單位昨日公布喜訊，

決定將500萬人打針目標限期延至

11月30日，並額外捐出200份每

份價值1萬元的預付卡簽賬額或信

用卡免找數簽賬額，透過抽獎活動

送予70歲及以上已接種疫苗的香

港居民。統計顯示，昨日僅5,420

人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是4月初

以來的新低；若要於11月底前有

500萬人接種，未來每天平均要有

約8,400人打第一針。有專家提

出，特區政府可考慮提供餐券優惠

等打針誘因，以及將注射復必泰疫

苗的安排擴展至安老院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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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再抽樓 登記限期延長
11月30日前滿500萬人打針即可 長者加抽萬元簽賬額

●只要夠500
萬人打疫苗，
信和再送價
值逾千萬的凱
滙單位作二度
抽獎。

資料圖片

信和集團旗下黃廷方慈善基金與華人置
業昨日表示，樂見社會各界攜手向全

港逾500萬以上人口接種疫苗的目標邁
進。為繼續響應政府的新冠疫苗接種計
劃，宣布延後第二輪抽獎活動終極大獎的
截止登記日期至11月30日。若於當日或之
前，全港有500萬或以上人口已接種至少
一劑新冠疫苗，凡年滿18歲並已接種疫苗
的香港永久居民均再有機會贏得位於觀塘
的凱滙一房住宅單位，該單位樓面面積約
468平方呎，價值約1,200萬元。

萬元簽賬額 200份益「老友」
黃廷方慈善基金董事黃永光表示，提高

疫苗接種率可減低病毒對大眾的影響，亦
是控制疫情，並讓社會回復常態，「8月的
疫苗接種數字令人鼓舞，因此我們希望延
長第二輪抽獎終極大獎的登記時間，讓尚
未接種疫苗的人，尤其是長者，有更多時
間諮詢醫生的專業意見。」
主辦單位同時宣布，將額外捐出200份

每份價值1萬元的預付卡簽賬額或信用卡

免找數簽賬額，以抽獎方式送予70歲及以
上已接種疫苗，並於11月30日或之前登記
的香港居民。
有關抽獎與香港疫苗接種率沒有關聯，

凡於11月30 日或之前已於香港接種至少
一劑新冠疫苗而年滿70歲的人士，並持有
有效香港身份證的人士均符合資格參加；
於此抽獎活動公布前已接種一劑或兩劑疫
苗的人士亦包括在內，詳情稍後將於活動
網站﹙www.vaccinationluckydraw.hk﹚公
布。

專家倡政府派餐券「谷針」
另外，為鼓勵市民接種疫苗，特區政府

亦將疫苗接種中心的「即日籌」安排由今
天起擴展至所有合資格人士。醫學會傳染
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昨日在電台
節目上表示，擴大「即日籌」安排尤其對
不懂電腦預約的長者及中年人士有幫助，
可提高他們的接種意慾，將接種疫苗推展
至不同層面。
不過他指出，近日接種疫苗的人數呈下

降趨勢，相信仍未接種者是基於心理關
口、對疫苗理解仍然不足等，建議政府可
投放更多資源，鼓勵及方便長者接種，或
提供餐券優惠等打針誘因，另可考慮將注
射復必泰疫苗的安排擴展至安老院舍，相
信有助提升整體接種率。

負責營運將軍澳體育館社區疫苗接種中
心的康健國際醫療集團營運總監梁國齡表
示，近期預約接種疫苗人數下滑，其中心
每天約1,000人預約，預料「即日籌」擴展
至所有合資格人士後，可能再多數百人打
針，期望有更多長者接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詹漢基）著名理論物理
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明年將迎來100歲誕
辰，香港中文大學今日起舉辦「楊振寧教授百年
華誕：物理巨擘 中大摯友」展覽，免費展出他
的畢業證書、親筆手稿等珍貴文件。在前日進行
的傳媒預展中，中大率先介紹了57年前（1964
年）楊振寧首次到港舉行物理講座的珍貴錄音，
配上全面的解說圖像與畫面，讓錄音得以「重見
天日」，方便公眾重溫高能物理學的發展。
楊振寧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他
在1954年與美國物理學家米爾斯合作創立的
「楊米理論」，成為了現代粒子物理標準模型
的基礎。及後，他與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在
1956年提出「宇稱不守恒」，翌年榮獲諾貝爾
物理學獎。楊振寧對物理學的貢獻與成就影響
深遠，上述論文更成為了現代物理學其中兩篇
最重要的文章。
中大今日起舉行連串活動，包括學術研討會及
講座，中大圖書館大學展覽廳亦舉辦「物理巨
擘 中大摯友」展覽，即日起至明年1月28日，

公眾預先登記可免費入場參觀。中大亦開設網上
專頁「跨世紀物理泰斗—甲子中大情誼」，以慶
祝其100歲壽辰。在60多件實體展品中，有楊振
寧獲得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獎章複製品、「楊米理

論」及「宇稱不守恒」的學術論文、他在國立西
南聯合大學就讀時的成績表、畢業證書、親筆手
稿等珍貴材料正本，還有一段半世紀前的演講錄
音，展示了他與中大數十年的淵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闊別
香港22年的海洋公園水上樂園昨日中
秋節正式開放，雖非公眾假期，仍有
不少市民提早半小時在樂園外排隊輪
候進場。因應疫情，樂園要求市民除
下水外，其餘時間需戴上口罩，有市
民擔心下水濕身，自備十幾個口罩替
換；亦有遊客認為樂園應該安排口罩
放置處，以免口罩沾濕。傳染病專家
指出，口罩沾濕便喪失隔絕病毒的效
能，強烈建議下水的遊客打針買多重
保障。
海洋公園主席劉鳴煒表示，昨日水
上樂園首日開放，雖然是非公眾假
期，市民要上班、上課，但仍有不少
遊客帶同小童前往，未來一段時間的
周末和公眾假期門票亦已售罄，認為
銷售符合預期。他強調，海洋公園防
疫措施依據政府規定，所有遊客玩完
設施後需要即時戴上口罩，公園內貼
有相關告示並會有員工提醒，但暫無
強制要求員工及入場人士打針。
不少遊客入園後即衝去水滑梯體
驗，但僅一個項目後，隨身攜帶的口
罩便濕透，不少市民自備口罩替換。
讀小學的周同學說：「口罩好快濕
晒，姨姨幫我帶咗十個，家要換一
個再去玩。」

泳客：應安排口罩放置處
市民葉先生一家前往樂園慶祝兒子
10歲生日，一家人作好濕身準備，但
苦於口罩「無處安放」，葉太說：
「如果能安排口罩放置處會方便好

多。」吳女士亦帶備防水袋及6個後
備口罩，她認為樂園門票與儲物櫃的
定價都偏高，「入場票已經400元，
儲物櫃仲要收多120元，如果平少少
會比較合理。」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市面普遍的口罩
綁帶較鬆，口罩面濕透後阻力增加，
市民呼吸時有機會從側邊漏氣，若口

罩表面污染，病毒亦有機會滲入口罩
接觸口鼻，起不到隔絕病毒作用，因
此若口罩打濕，應該盡快更換。
他建議市民在落水前將口罩妥善放

置在乾燥處，待出水後再盡快戴上，
園方亦可安排口罩放置處便利市民。
他同時建議市民，參與此類與人有接
觸的活動前，最好接種疫苗，保護自
己更保護他人。

香港文匯報訊 曾任新
界鄉議局和區域市政局主
席等公職的張人龍9月19
日去世，享年103歲。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
哀悼，代表特區政府向其
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林鄭月娥表示，張人龍

長時間投入公共服務，不
遺餘力推動新界發展，在
鄉民間德高望重，深受愛
戴，對他的離世深感哀
痛。

林鄭月娥及徐英偉哀悼
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昨日下午在鄉議局會議上宣布，該局
前主席張人龍於9月19日離世，鄉議局對此表示哀悼。劉
業強帶領全體執行委員起立，並默哀一分鐘。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昨日也對張人龍去世表示哀悼，

指張人龍多年來致力擔當政府與新界居民之間的溝通橋
樑，推進新界鄉事和地方行政發展，並為新界居民福祉工
作，特區政府感謝他的重大貢獻。
張人龍上世紀曾任新界鄉議局主席、區域市政局主席、

立法局和區議會議員，以及香港特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
會委員等不同重要公職。隨着年事漸高，他在1991年和
1994年先後退出立法局和區議會，並於1995年卸任區局
主席，從此淡出政壇。
張人龍可謂是上水石湖墟的締造者，在上世紀五十年代

石湖墟兩次大火後，他帶領坊眾重建墟市，更擔任了石湖
墟商會主席一職達19年之久。上水龍琛路亦以他及當地
鄉紳廖潤琛命名，以誌他們對上水的貢獻。
張人龍有三房妻子，有十多名子女。其中第八子張德熙

現為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有「金王」之稱；已故第十子
傅聲（本名張景賢）為武打影星，是歌星甄妮的丈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
政府新冠疫苗外展隊將於明日起一
連3天於石籬社區會堂提供新冠疫
苗接種服務，讓街坊尤其是長者即
場接種科興疫苗，具體服務時間為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及下午2時至
6時。
昨日適逢中秋佳節，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聶德權到石籬商場派發宣傳
單張，並到石籬（二）邨的獨居長
者家中探訪，呼籲他們踴躍參與接
種。他強調，走進社區、聚焦長者
是現時疫苗接種計劃的重點策略，
政府正積極推動地區外展接種，進
一步便利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道）公屋聯會代表
昨早到政府總部請願，表達對施政報告的房屋政
策期望，他們建議特區政府將「業主樓換樓計
劃」擴展至房委會、重設「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
員會」、進一步檢討收緊居屋轉售限制等。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表示，截至今年6月

底，公屋平均輪候時間上升至5.8年，是22年以
來的新高，距離政府「三年上樓」的承諾目標越
來越遠。
他指出，基層市民的住屋狀況正處於水深火熱
當中，認為政府應加快覓地建屋，增加公營房屋
供應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不過，他承認覓地需時甚久，故認為政府應該
檢討及善用現有房屋政策促進公屋單位流轉；建
議政府應改變公屋住戶資助政策目標，提供更多
誘因購買資助房屋；推動房委會推售更多「租置
計劃回收單位」；鼓勵「一屋兩約」的公屋租戶
交回其中單位，並優化天倫樂合戶計劃。除此以
外，政府亦應優化現金津貼試行計劃；進一步檢
討收緊居屋轉售限制；重設「長遠房屋策略督導
委員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日前透露，下周一（27日）將有首間學
校可以全校恢復全日面授課堂。位於屯門的嗇
色園主辦可藝中學昨日向家長發通告，確認全
校學生的接種疫苗數字已達到教育局的要求，
已向局方申請下周一起全校回復全日面授課
堂。通告指出，課堂安排會按照全日課的面授
時間表授課，由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10
分，中午時段將恢復初中學生在校午膳安排。

朝八晚四上課 初中生留校午膳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昨日發通告指，校內已

接種兩劑疫苗並超過14天的成年學生，及至少
接種1劑疫苗並超過14天的12歲至17歲學生，
達到全校學生人數七成；而包括教學及非教學

人員在內的直接僱用教職員，亦已有七成人接
種兩劑疫苗並超過14天。因此，校方已向教育
局申請於9月27日起全校回復全日面授課堂。
為了讓學生在清潔和安全的環境下學習，通

告提醒家長應留意子女的健康狀況，如出現病
徵，尤其發燒，切勿上學，並立即求醫；每天
上課前為子女量度體溫，並每天在手冊內填寫
體溫記錄，簽署後由學生帶回本校；學生每天
上學時必須全程戴上口罩，並帶備紙巾。
通告又指，如有學生仍在強制隔離的14天
內，切勿回校上課。恢復面授課堂後，家長一
經證實學生染上2019冠狀病毒病，或被衞生署
界定為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
者」，應即時致電學校，以便校方採取應變措
施及通知教育局。

聶德權訪獨居長者 籲踴躍接種

港首間學校下周一全校恢復面授

水上樂園泳客帶定十幾個口罩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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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中表示，公眾可以透過掃描展覽
中的二維碼，重溫楊振寧講座的精彩內
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圖中為楊振寧（左）與母親（右）在
中大的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聶德權（左二）到石籬商場派發宣傳單張，呼籲街坊踴躍參
與外展疫苗接種服務，護己護人。

▲遊客入園後即衝去水滑
梯體驗，僅一個項目後，
隨身攜帶的口罩便濕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海洋公園水上樂園正式
開放予公眾。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