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界促抗疫基金加快審批「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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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

疫情未受控，衞生署形容疫情

發展仍處於「火山口」邊緣，

故原定本月20日屆滿的晚市禁堂食、受規限處所停業等社交距離

措施，將延長14天至下月3日農曆大年初三，意味市民將繼去年

後，再次未能與親朋在晚上到食肆共晉團年飯。香港特區政府昨

日預告，如疫情持續好轉，將逐步放寬措施，並最快提早在下月4

日（農曆年初四）實施「疫苗氣泡」，進入相關處所人士需打

針。是次防疫措施延長令不少需宴請親朋的準新人措手不及，有

婚禮顧問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這段時間是婚嫁黃金

期，加上禁晚市限期橫跨兩個婚嫁「好日」，形容這是最壞的時

間發生，受影響準新人需即時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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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年宵花市取消 花農盼有限度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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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科興控股生物技術
昨日公布一項研究結果發現，95%已接種3劑科興
疫苗的人士都能產生中和抗體對抗Omicron新冠變
異病毒株，抗體血清轉化率較兩劑接種者高近28
倍，相關研究結果已在生物醫學研究預印本網站
bioRxiv刊登。

科興控股生物技術針對接種科興疫苗後的免疫反
應進行研究，在內地有120人參與，發現他們接種

第三針科興疫苗後，對抗Omicron變異株的中和抗
體血清轉化率，從接種兩劑的3.3%，升至95%。

較mRNA疫苗T細胞反應更強
科興發言人劉沛誠表示，研究結果證實3劑免疫

方案可為對抗新冠病毒提供更好的保護效力，與世
界衞生組織和全球各地衞生部門對各類型新冠疫苗
所給予的建議一致。

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醫學院早前的研究亦發現，
在接種第二劑疫苗一個月後，科興疫苗比mRNA疫
苗能誘發出更顯著的T細胞反應，有助降低嚴重疾
病、住院和死亡風險。

兒童心肌炎風險較低
香港特區政府早前已批准科興疫苗的接種年齡下

限降至5歲。兒科醫生許家驊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指出，不少家長擔心子女接種後會出現心肌炎和其
他副作用，建議家長選擇為子女接種採用滅活技術
的科興疫苗，針後心肌炎的風險較低，「過去不少
供兒童接種的疫苗都是用這技術，相信可減少憂
慮。」
他強調，兒童和長者都屬於高危群組，外國情況

反映他們的接種率較低，英美近日兒童感染比例都
急速上升，建議家長讓子女盡早接種新冠疫苗。

95%接種3劑科興者 有中和抗體對抗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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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文森）香港
昨日雖然只新增

9宗新冠肺炎確診
個案，其中3宗屬

本地感染，是自上月
28日以來首次回落至

個位數字，而初步確診
個案亦少於10宗。但食肆

爆疫風險未減，且個案追蹤
難，例如日前出現確診個案

的銅鑼灣火鍋店牛気，與患者
同時段用膳的44名食客至今只

找到十名，換言之仍有34名潛在
患者在社區遊走播疫。早前望月樓
群組源頭、國泰空少更在屯門造成
兩代傳播鏈，故食肆防疫措施日後
即使獲放寬，也必須配合「疫苗氣泡」
為基礎。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昨日在疫情

簡報會上指出，香港截至昨日累計有327
宗Omicron個案，其中295宗屬輸入病

例，32宗為本地感染，還有約60宗為高度
疑似Omicron的本地個案，均來自兩大群組，

每日有關群組仍有新個案出現，證明仍存在傳
播。除58歲超巿理貨員未確定傳播途徑外，其他
個案找到關連乃屬好事，要繼續檢測及追蹤工作。
對確診數字回落，他強調現時認為疫情受控是言

之尚早，「相信社區尤其某些地區，不排除仍有隱
性傳播鏈，例如多宗個案曾在屯門生活，患者帶病
毒時去過不少地方，傳播風險絕對存在。」他以屯
門愛定商場東亞大藥房東主的個案為例，其女兒率
先確診，之後才發現父親更早發病，追查下發現父
親被國泰空少感染，「我們發現時已有兩代傳播存
在，其間會否有其他傳播鏈，需要找出來。」

事實上，日前確診的20歲香港大學男生便是在銅鑼灣牛
気打邊爐時染疫。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
表示，基因排序確認，他與同場女患者的病毒基因吻合，
機電署檢查該食肆風向，發現該名女患者的座位是吸風
位，港大男生的位置是出風位，疑病毒因風向傳播。
當日同場另有44名食客，但除11名食肆員工已送往檢疫

外，暫只找到10名食客送檢，即有34名有感染風險的食客
仍在社區遊走，張竹君表示會繼續按他們使用的信用卡資
料追蹤，並再呼籲另3枱用現金支付的食客與中心聯絡。
衞生署署長林文健昨日在防疫抗疫基金記者會上指出，

過去一周每日新增5宗至8宗本地或與輸入個案相關病例，
而第四波疫情爆發前，同樣曾有十多日每天新增零星本地
個案，故不能掉以輕心，且這一波疫情涉及群組傳播，呼
籲巿民農曆新年避免跨家庭聚會，及使用「安心出行」和
盡快接種疫苗，有不適要盡快求診和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眾政黨、政團及商會認為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可
為受影響行業及人士帶來「及時雨」，但部分行業和人士未能受惠，希望特區政府稍
後「補漏拾遺」，又呼籲特區政府加快審批程序，讓各界盡快受惠。

議員籲「補漏拾遺」涵其他行業
民建聯認為，在農曆年前再次爆發新一輪疫情，令餐飲零售等各類服務業以及花農
的經營再次大受影響，估計會對本港就業市場構成重大壓力，期望特區政府在現有支
援補貼措施下，稍後「補漏拾遺」，為基金5.0未有涵蓋的受影響行業及從業員實施資
助。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歡迎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的推出，但對措施仍未能直接協助

大部分受影響工友表示失望及遺憾，建議向受影響行業的從業員發放一次性1萬
元的津貼，同時向受影響的僱員發放原有收入一半、每月上限9,000元，為期半
年的緊急失業/停工津貼，讓前線員工更直接受惠。
經民聯表示，歡迎及支持特區政府推出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並促請特區
政府加碼推出更多支援措施，及盡快發放「救命錢」，以緩解業界和從業
者的燃眉之急。經民聯強調，兩地恢復正常通關才是「重中之重」，特區
政府應在疫情受控情況下，立刻與內地商討，爭取在農曆新年前盡快分
階段讓已完成接種三劑新冠疫苗、有足夠抗體的人士免檢通關。
中華總商會發表聲明，表示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為受收緊社交距

離措施影響的處所和人士帶來「及時雨」，向處於「冰封狀態」
的行業提供更多支援，又樂見特區政府能夠加快審批程序，讓各
界能盡快受惠。

商會冀推「消費券2.0」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指出，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固然

有助紓緩企業的燃眉之急，但只有讓受影響的行業盡早
復業才是解決業界困境的治本之道，故建議政府考慮
引入「香港健康碼」結合「疫苗氣泡」的方式，讓
企業提早恢復營業或延長服務時間，又建議政府
推行「消費券計劃2.0」，同時探索引入具傾斜
性的「定向消費券」等創新形式，重點協助受
第五波疫情重創的行業。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

總會會長姚志勝表示，特區政府在短時間內
推出新一輪基金，讓受影響商戶和從業員
得到及時援助，受到市民歡迎。他指出，
香港已具備恢復與內地正常通關條件，
政府爭取與內地及早落實相關措施，讓
已打三針、符合防疫要求的市民免隔
離通關，為香港經濟帶來源源活
水，讓香港經濟更快復元。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
記者會上表示，香港抗疫兩年，

均能化險為夷，就算疫情進入第五
波，本地感染個案不算多，而本月7日
起社交距離措施收緊，市面人流下降
30%，已收到預期效果。惟據最新評
估，由於連續有兩幢大廈或出現垂直
傳播，感染群組有不止一名超級傳播
者，加上仍有不少市民未打針，均令
特區政府擔憂，仍有疫情爆發風險，
故疫情已受控之說是「言之尚早」。

疫情「火山口」邊緣 嚴陣以待
衞生署署長林文健表示，疫情發展

仍不容樂觀，形容現時正處於「火山
口」邊緣，因為每日仍有新增確診個
案，且Omicron傳播力強，只要存在
隱形傳播鏈，當有超級傳播者，就可
導致個案急劇上升，必須小心應對。
在分析32宗本地或與輸入相關感染個
案後，發現近80%個案的病毒量高，
約30%患者並無病徵，在不為意下，
可於社區造成傳播。
就此，林鄭月娥宣布，原訂由本月7

日至20日適用的一系列社交距離措
施，將延長多兩星期至下月3日，即
農曆大年初三。所有這段時間的大型
活動均取消。林鄭月娥表示，明白措
施會令很多人失望，因為橫跨農曆新
年，大家本期望會有溫馨、愉快的聚
會，但今年恐怕難以做到。同時，特
區政府會繼續採取外防輸入措施，原
訂本月8日至21日向8個國家實施的
地區性航空熔斷機制，將相應延長多
14日至下月4日。
不過，特首預告當第二個14日的社
交距離措施結束後，即在農曆年初

四，除非疫情出現明顯逆轉或社區爆
發，否則政府將逐步放寬受規限的處
所營業，例如美容業，屆時需以「疫
苗氣泡」為運作基礎，即進入這些處
所人士均需打針。
婚禮顧問歐惠芳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前年疫情多次爆發，
政府不時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取
消晚市堂食、限制宴會人數等，令準
備成家立室的準新人大減，直至去年
措施陸續放寬，結婚人數才逐漸回復
至疫情前，但因第五波疫情爆發，社
交距離措施再次收緊，受影響準新人
又再增加。
她直言，農曆新年前一直是婚嫁黃

金檔期，加上禁晚市期間橫跨本月8
日及16日兩個「好日」，故不少準新
人受影響，需即時變陣，包括改期；
改時間，即於早上11時起至中午及下
午茶時間宴請親朋；也有新人在完成
儀式後，將晚宴的食品以禮盒形式贈
予親友回家享用，無法一起堂食。

飲食業料失百億生意
飲食業界相信，今輪措施將損失

100億元生意，即使有政府補貼都要裁
減兩成人手。餐務管理協會會長楊位
醒表示，新春前後酒樓會主力做盆菜
外賣，他說：「這個階段最多社團擺
聯歡宴，取消陸續不斷，在這數天，
所以今次損失而言，由7日開始停到
現在，過年後到初三，我估計接近100
億元，轉為日間吃飯都補償不到。」
他經營的酒樓接近一萬呎，即使獲

政府補助，也只夠交租金，他考慮關
閉部分生意低迷的分店、要求員工放
大假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
Omicron變種病毒疫情仍未平息，多
項農曆新年大型活動將會取消，包括
年宵花市、農墟及美食嘉年華等，特
區政府會向受影響參展商退回攤位租
金，並額外提供相當於租金50%的補
償。香港文匯報昨日訪問多名年宵花
市展商，他們雖然理解政府重視防
疫，但推出的補償不足以彌補他們的
損失，並建議政府可參照去年做法，
將花市規模減半及限制入場人數，讓
花農有限度開檔。
林鄭月娥昨日宣布，取消全港15個

年宵花市以及多個大型活動，政府將會
全額退還年宵參展攤位租金予商戶，並
額外給予租金額的50%作為補償。

指補償不足以彌補損失
桃花經銷商郭鎮雲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他長年做維園年宵
生意，政府的決定令他一時間難以找
到散貨渠道，「花墟應該都滿晒啦，
唔知去邊度賣。」他數個月前花費約
10萬元訂貨，年宵攤位費約兩萬，加
上一半賠償金，可獲3萬元，但仍無法
全額覆蓋貨款。
他建議特區政府可至少保留維園的
年宵市場，參照去年做法，將攤位數
減半，同時限制入場人數。「據我所
知，好多花商都會投兩三個攤位，多
個攤位的就至少畀返一個位，只有一
個攤位的也都畀佢賣，咁至少有個銷
售的地方，如果讓市民都湧去旺角花
墟也會構成防疫風險。」
「蘭花大王」千葉園董事長楊小龍
表示，理解特區政府重視防疫，作為
花商只能「睇開啲」，好在他在元朗
八鄉花場設有舖位，仍有渠道售賣，

期望市民多多前來支持本地花農。早
前，他花費過百萬元進貨100棵貴價蘭
花，擔心少了年宵渠道會出現滯銷。
香港鮮花盆栽批發商會主席賴榮春

表示，業界對取消年宵「多多少少有
心理準備」，昨日該會亦與食環署等
部門開會，商討新春前如何保證旺角
花墟的防疫安全等。
被問及今年的市道，賴榮春說，香

港年花十多年來價格穩定，主要根據
花卉品種和大小定價，小型蘭花、桃
花等一般在百元左右，大型蘭花則可
能上萬元，料今年售價亦與往年相
若，但擔心銷情，部分市民可能由於
取消年宵市場、經濟低迷等，消費意
願降低，「有啲人屋企大、往年買開
嘅，就會繼續買，有啲唔係特別在
乎，可能就買少幾棵」，估計花農收
入會減少一兩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