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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路正常通關 港將推過關碼

香港昨日並無新增本地及輸入的新

冠肺炎確診個案，是過去18天內第二

度「雙零確診」，亦是連續47天本地

「清零」，不少巿民均期待早日與內

地免檢通關。早前有份出席內地與香

港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議的香港特區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

教授許樹昌昨日透露，香港特區政府

創新及科技局將推出「過關碼」，實

名記錄使用人士的檢測陰性結果、疫

苗接種及過去21天行蹤，作為免檢通

關條件，而國家衞健委提出本港須收

緊豁免檢疫政策和患者出院準則，確

保病毒不會流入內地。他表示，內地

專家稍後或來港視察，但預計可能仍

需時4個月至5個月才能免檢通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
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於昨日發表
的網誌指，食衞局因應新冠疫情，已聯
同醫療衞生研究基金於去年4月至今年9
月，先後分三輪撥出共5.13億元款項，
支持本地大學進行67項針對新冠病毒的
醫學研究，以協助制訂抗疫政策，包括
病毒的傳播及傳染性、有效檢測、監
控、預防策略、研發疫苗和治療方法
等，當中28個項目的部分成果已在國際
知名科學期刊刊登，下月將公布相關研
究的中期結果。

重視科研 控疫實證為本
陳肇始表示，特區政府一直重視科

學研究，以實證為本控制新冠肺炎在
港蔓延，而食衞局和醫療衞生研究基
金支持的有關醫學研究項目，通過應
用新科技進行基礎以至臨床和社區層
面的研究，部分研究可提供早期結
果，有助制訂抗疫政策，並提供適切
的臨床管理和治療方法，應用流行病
學監測提升防疫措施。
有關項目包括血清流行病學研究，推

斷無徵狀染疫市民數目、監測群體產生
免疫力的出現、確定免疫反應的持續時
間，以及建立病毒的傳播模組，而由於
社區已無病毒傳播，項目團隊預計未來
數月的無徵狀感染率不變，反映特區政
府的抗疫措施已有效遏制病毒在社區傳
播。

港大噴鼻疫苗完成一期臨床試驗
另外，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與內地

合作研發鼻噴式疫苗「衞活苗TM一
號」，現已有30名自願參與者完成一期

臨床試驗，團隊現正審視下一階段的臨
床試驗，評估更廣泛的免疫反應，有關
研究結果將有助推進研發疫苗的能力及
評估進行更大型二期臨床試驗。
其他研究項目則包括開發污水監測方

法，以檢視社區隱形傳播鏈；另有一系
列疫苗相關研究，包括疫苗引發免疫反
應的強度、覆蓋性和持久性，以及就不
同疫苗接種組合進行臨床試驗；另有項
目是為變種病毒進行基因組測序，以及
偵測康復者出現新發慢性病和長期神經
精神後遺症情況等。

陳肇始：撥逾5億元挺大學研新冠毒

近兩年未能正常通關，與內地關係密
切的港漂和跨境家庭苦不堪言，眼見農
曆年、五一、中秋、國慶等假日一個個
來臨，卻又一一錯過，始終無法過關與
內地家人團聚。有單親媽媽昨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其父罹患癌症，原本盡孝時日已經
不多，卻因檢疫措施阻隔，憑空遺失許多時光。亦有港漂一
年多未能返鄉，只能透過視像與家人隔空對話，原本在家鄉
的戀人亦因無法承受遠距離戀愛而分手。
上月中旬特區政府放寬「來港易」及「回港易」計劃，
惟在有關計劃下，旅客仍面臨「回去難」，因入境內地須
接受至少14天隔離檢疫，令兩地無法恢復正常往來。單親
媽媽廖女士表示，她已一年半多未返鄉，「我父親於去年5
月突然被驗出晚期肺癌，預計時日無多，原本已是見一面
少一面，卻因疫情阻隔至今無法相見。」廖女士表示，雖
然很想返鄉陪伴家人，但一方面要照顧兒子讀書，同時工
作亦不能允許她長期離崗，令她感到既內疚又無奈。

年多未返鄉 小戀人分手
港漂謝小姐來自浙江，她指入職新工作近一年，其間一直

未有返鄉，現時進入年底，每每與父母視像通話時，對方都
催促她過年回家團聚，惟她認為公司業務繁忙，難以向上司
啟齒請長假返鄉。她續說，自己原本在老家有一名感情尚可的
男友，但一年多不見面，感情已轉淡分手，令她大感遺憾。
疫情對有跨境學童家庭亦造成影響。以往每日往返過關

的跨境學童，在疫下只能長居香港，一般由父母一方放棄
在深圳的工作來港照顧孩子，造成夫妻分離。香港跨境家
庭協會會長鄭奕強日前表示，上述情況至少涉及逾6,000
個跨境家庭，部分家庭成員因此產生情緒問題，對學童亦
造成較大心理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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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美國
默沙東藥廠（Merck，MSD）早前宣
布，其研發的口服新藥「Molnupira-
vir」能大幅降低新冠肺炎患者的重症住
院或死亡風險。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
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昨日在電視節
目上表示，有關藥物主要針對輕微及中
等病情患者，服用療程為5天，目前數
據顯示可將住院率減低50%，但費用較
昂貴，每次療程約700元美金，折合約

5,500港元，醫管局正考慮引進該藥。

科委會將開會商引入事宜
許樹昌表示，新研發的新冠口服藥服

用療程為5天，患者須早晚各服用一
次，在出現病徵5天內服用效果最好，
文獻指並無患者因服藥死亡，副作用情
況亦不常見，主要包括肚瀉等。新藥主
要針對輕微及中等病情患者，適合高危
人士服用，可減少併發症及減低入院

率，惟藥價昂貴，每次療程約5,500港
元。對於醫管局是否將引進該藥，許樹
昌指科學委員會將開會討論相關引入事
宜，相信探討時主要圍繞成本考慮，並
視乎本港是否有大量引進的需求。
至於中大正進行的疫苗「溝針」臨

床研究，他指預計本月第三周會有參
與的80名市民打第三針後首一個月的
抗體水平研究結果，團隊將檢視沿用
原先疫苗或溝針哪個較好。

許樹昌昨日在一個電視節目上表示，創科局
籌備推出類似健康碼的「過關碼」，也是

免檢通關的必然條件之一，「要提供核酸檢測陰
性報告、新冠疫苗接種記錄，且要表明並非緊密
接觸者、沒有在曾爆發的大廈逗留，以及過去三
個星期到過什麼地方等。」他指出，使用「過關
碼」人士須實名登記，若然虛報資料會有後果。

薛永恒：是時候準備正常通關
當日亦到深圳與國家衞健委開會的創新及科技
局局長薛永恒，昨日出席公開場合時表示，本港
已逾一個月沒有本地確診個案，是時候準備與內
地重新恢復正常通關，「去年7月至8月已完成
過關的香港健康碼，方便市民在粵港澳三地往
來，包括『回港易』或『來港易』都有這個健康
碼。」他指特區政府會全面檢視防疫抗疫工作，
包括檢視用於過關的「香港健康碼」，希望令粵
港澳三地聯防聯控機制做得更好。
許樹昌並指出，國家衞健委專家強調需以「持
續清零」為原則，正常通關後不能將額外風險帶
到內地，但對本港豁免檢疫措施存在憂慮及保
留，怕有「走漏」個案，故列出多項條件，包括
收緊機組人員、海員及外交人員的豁免檢疫政
策，並加密醫護、檢疫酒店及機場員工等與入境
人士接觸的高危群的檢測次數，由現時3天至7
天一檢改為隔日一檢，且不接受抗原快速測試。
他並引述衞健委專家認為香港確診者的出院條
件太寬鬆，提出要收緊出院準則，「內地覺得是
要跟世衞的定義，就是兩個樣本陰性才可離開醫
院，但不能馬上回家，要去指定地方再觀察14
天，證明真的安全，沒有病毒才可回家。」他認
為可使用竹篙灣檢疫中心作為後期14天監測的
中轉地方。
他表示，國家衞健委將向本港提供書面建議，
之後可能派員來港實地考察。由於澳門與內地從
首次討論「開關」至全面正常通關需時4個月至
5個月，他估計本港如防疫措施貼近內地標準，
加上本地個案持續「清零」，相信四五個月內恢
復正常通關機會高。

聶德權：要讓內地對港有信心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出席公開場合時亦
強調，最重要是讓內地對香港抗疫有信心，但若
疫苗接種率也不高或長者群組接種率低，會令人
對抗疫信心打折扣。現時70歲以上長者接種率
僅30%，政府重點是推動更多長者打針，如正安
排其他公立醫院設接種站，並研究流動接種車的
可行性。
另一方面，澳門早前出現疫情，令珠海收緊防
疫措施，澳門入境須隔離14天，隨着澳門未再
有新增本地個案，珠海政府昨日通知澳門，今日
中午起由澳門入境持48小時內檢測陰性證明，
並出示至少一劑疫苗記錄，便可豁免隔離檢疫，
但澳門紅碼區、黃碼區人員、隔離酒店高風險崗
位人員、定點收治醫院工作人員則暫禁止入境珠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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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樹昌：新冠口服藥有效但偏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由全
港社區抗疫連線發起的「接種有
福」長者健康計劃昨日舉行啟動
禮，希望透過在全港18區舉行多場
由專業醫護講解的長者健康講座，
釋除長者對疫苗的猶豫和疑慮，從
而提高他們的疫苗接種率。連線總
召集人陳振彬在啟動禮上表示，雖
然直至9月本港仍未能達成70%接種

率的階段性目標，但其實香港距離
目標非常近，期望在「全港社區抗
疫連線」參與和動員下，鼓勵更多
市民盡快接種疫苗，讓社會各界盡
快摘下口罩，香港亦能早日恢復與
內地通關。
已完成打兩針的 85 歲的李婆婆

說：「我們四個打麻雀的都 80幾
歲，打完針之後有得打麻雀！」她續

說，雖然有糖尿病及高血壓，但打針
前不覺得害怕，打了後也沒事，且在
自己的動員下，身邊有很多街坊朋友
都選擇接種。
68歲的曾先生表示，接種前曾經猶

豫，但眼見受影響人士大多為長期病
患者，為保障自己及身邊家人朋友，
他也接種了疫苗，並冀望打針後可盡
快通關回鄉下探親。

「抗疫連線」多場講座釋長者疑慮

香港外傭人
數由高峰的 40
萬人下降至目
前 不 足 36 萬
人，外傭短缺
數以萬計。香

港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
光於昨日發表網誌表示，在處理從
疫情高風險的地區輸入外傭方面，
必須小心翼翼。他指出，8月30日
至9月24日期間，共有606名菲律
賓外傭到港，截至本月1日已有26
人確診，確診比例為4.3%，「這
個確診比例一點都唔簡單，若仍然
有人認為我們需要增加每天來港的
外傭人數，我都無話可說。」
他表示，特區政府會每天檢視

外傭來源地的疫情、外傭到港後的
確診情況、以及指定檢疫設施的運
作及預訂情況；並繼續探討增加指
定檢疫設施的可行性。

到港菲傭確診率高達4.3%
羅致光指出，單以4月20日開
始陸續禁止各外傭來源地的航機到
港，至8月9日調整外防輸入的一
段時間估算，已累積8,000名外傭
人數未能到港。但他強調，在處理
從疫情高風險的地區輸入外傭方
面，必須小心翼翼，而8月30日至
9月24日期間到港菲傭的確診率高
達4.3%，「若以全世界確診人數

最多的美國計算，便相等於33天內的平均
每天有43萬人確診，而美國在過往21個
月，確診人數最高峰期的33天內平均數，
都『只是』每天約有23萬人確診。」
不過他亦指出，該606名菲傭來港前都全

部已完成疫苗接種，及於上機前72小時內
獲得核酸病毒測試陰性結果，並於到港後全
部單獨隔離，應不會在此期間互相感染。他
續說，過往一個月平均每天只有大約40名
外傭能完成多項登機前的要求「成功」到
港，雖然不能滿足香港家庭的需要，但政府
仍需盡量外防病毒輸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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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港社區
抗疫連線發起
的「接種有
福」長者健康
計劃昨日舉行
啟動禮。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薛永恒表
示，是時候準
備與內地重新
恢復正常通
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由於澳門與內地從首次討論「開關」至全面正常通關需時4個月至5個月，許樹昌估計本港四五
個月內恢復正常通關機會高。圖為正常通關後的珠澳口岸。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