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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駁回企業接種令
美政治操弄草菅人命
僅允醫護強制打針恐加劇疫情 民眾斥「腐敗
腐敗」
」
美國總統拜登去年 9 月頒令，要求全美擁有 100 名以上僱員的企業，須要求員工接種新冠疫苗，又或
每周接受病毒檢測，但卻遭到法律挑戰。由右翼保守派主導的最高法院前日以 6 票贊成、3 票反對，駁
回華府針對企業員工的強制接種令，僅允許當局繼續要求醫護強制打針。醫生和專家擔憂若無接種令配合，美
國疫情恐更難受控，形容裁決阻礙挽救生命。部分美國網民更形容裁決草菅人命，斥責最高法院「腐敗」。

德單日逾 8 萬宗確診
擬為 12 至 17 歲打加強針
德國前日新增逾 8.1 萬宗新冠確診病
例，是疫情爆發以來的單日新高，為遏
止疫情，德國疫苗接種委員會建議為12
歲至17歲人士接種疫苗加強劑。
疫苗接種委員會表示，由於Omicron
變種蔓延，導致確診病例急增，也擔
心國內醫療系統負荷問題，目前情況
看來有必要擴大疫苗接種範圍。委
員會的聲明指出，對 12 歲至 17 歲
群體接種追加劑疫苗的效力與安
全性，雖然相關資料有限，但
引發嚴重副作用的
風險估計非
常低，

◆拜登對裁決
感到失望，呼籲企
業繼續自行制定疫苗
接種要求。圖為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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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個共和黨主政州份對私企及醫護強制接種令均提出法律挑戰。最
高法院法官前日聽取理據，3 名自由派大法官明確表示贊成當局規定。
不過佔多數的 6 名保守派大法官認為，國會雖已通過應對新冠疫情的法
案，但並未通過類似強制接種規定，亦沒有賦予OSHA頒布此類命令的
權力，為此駁回私企接種令。

拜登籲僱主要求員工打針
3 名自由派大法官聯名提出異議，強調是最高法院越權，利用法院裁
決取代衞生專家的判斷，「最高法院在能力範圍外且缺乏法律基礎情況
下作出裁決，取代了負責應對工作場所衞生緊急狀態的政府官員所作判
斷。」至於醫護強制接種令則以 5 票對 4 票過關，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羅
伯茨及大法官卡瓦諾均投下贊成票。
拜登前日發聲明對裁決表示失望，相信疫苗接種令屬合理要求。拜登
指出，接種令作為一項緊急規定，能讓僱主要求員工打針或接受定期檢
測，並在工作期間戴口罩，是「完全基於科學和法律的適度要求」。他
強調裁決不會阻止他以總統身份，呼籲僱主要求員工打針，保護美國經
濟發展及民眾健康。
美國現時約有62%人口完成接種新冠疫苗，多名公共衞生專家擔心最
高法院今次裁決，恐令美國更難實現疫苗接種率目標，難以控制疫情。
哈佛醫學院主要教學醫院之一、波士頓布里格姆婦女醫院急症室醫生福
斯特便批評稱，最高法院的裁決將導致更多人死去。

政治意識形態凌駕公眾安全
衞生部轄下公共衞生局局長穆爾蒂也指出，強制大型企業員工接種疫
苗，是保持工作場所衞生安全的重要規定。他擔憂未來數周美國或繼續
錄得大量確診病例，多地醫療系統亦會持續超出負荷。
有評論指出，美國黨派之爭和政治操弄，已令許多在其他國家證實有
效的防疫措施，無法在美國順利推行，一些右翼保守派一直認為自由和
經濟比保護人命更重要，因此極力反對採取防疫限制措施，反對接種疫
苗甚至反對戴口罩，今次由右翼保守派把持的最高法院駁回企業接種
令，是將政治意識形態凌駕公眾安全，做法極不負責任。 ◆綜合報道

在Omicron新冠變種病毒加速傳播下，美國的
疫情愈演愈烈，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數據，累計
確診病例達 6,352 萬宗，本月 10 日單日新增病例
數達到破紀錄的 148.3 萬，26 個州份的日均新增
病例均錄得新高。
目前美國新冠死亡率較高的地區包括印第安納
州、肯塔基州及紐約市等地。肯塔基州州長貝希
爾前日表示，當地新冠病毒檢測陽性率較以往任
何時候都高，目前該州深切治療部（ICU）剩餘
床位已不足10%，他不得不動用國民警衛軍，以
幫助當地醫院應對日益增長的壓力。
由於確診人數激增，全美 24 個州份至少八成
的醫院床位均已被使用，在其中 18 個州份，至
少 85%成年人 ICU 床位亦正使用，重災區為亞
拉巴馬州、新墨西哥州和得州。

美 州日均新增病例錄新高

去年透過勞工部下轄機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華府（OSHA），頒布大型企業員工接種疫苗新規，覆蓋約
8,000 萬

26

拜登：Omicron 重症病例破紀錄

總統拜登前日在白宮宣布新防疫措施，他表示
除繼續疫苗接種工作外，加強病毒檢測和佩戴口
罩同樣重要，聯邦政府因此將增購 5 億份新冠快
速檢測試劑，以滿足未來的檢測需求，並於下周
公布為美國民眾免費提供高品質 N95 口罩的計
劃。拜登又表示，將向疫情嚴重的密歇根和新澤
西等 6 個州份，增派合共逾 120 人的軍方醫療
隊，以緩解當地醫療機構壓力。
拜登表示，Omicron 毒株已在美國感染數百萬
人，並導致破紀錄的重症病例，稱美國仍處於新
冠病毒大流行之中。目前美國已有近 2.1 億人口
完成接種疫苗，佔總人口約 62.7%，其中 7,710
萬人接種了加強針，但他強調只要還有數千萬人
不接種疫苗，美國就仍會有人滿為患的醫院和不
必要的死亡。
◆綜合報道

前日相海部俊樹去世 曾向南京人民致歉
據日本媒
體 昨 日 報
道，日本前
首相海部俊
樹於本月 9 日
去世，終年
91歲。
◆海部俊樹
網上圖片
海部俊樹在
1931年出生於名古屋市，1989年8月至1991
年11月出任日本首相，並從1960年起擔任
日本國會眾議員長達48年。此外，海部俊樹
還是北京大學名譽教授、深圳大學名譽教

授。

曾多次訪華 主張中日友好
在擔任首相期間，海部俊樹重視發展與
中國關係，卸任首相後也曾多次訪華，主
張中日友好。在 2000 年，時任眾議院議員
的海部俊樹在南京參觀了侵華日軍南京大
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他當時說，歷史絕
不能再重演，日中兩國人民應攜起手來，
共同為亞洲和平而努力。
2010 年 4 月，海部俊樹在南京市參加活
動時表示，日本曾經對南京人民犯下不可

原諒的錯誤，「我作為一名政治家，要向
南京人民表示深深的道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昨日表示，
海部俊樹在任首相期間，曾為推動中日
關係改善作出積極貢獻，卸任首相後也
關心支持中日友好事業，中方對海部先
生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屬表示
誠摯的慰問。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昨
日在社交媒體上表達哀悼之情，表示海
部俊樹作為中國的老朋友、好朋友，為
維護和發展中日友好合作作出了巨大貢
獻。
◆綜合報道

因此建議為這群體接種輝瑞疫苗作為加
強針，且與第二劑接種時間至少相隔 3
個月。
由於目前歐盟藥品管理局尚未核准對
此年齡層接種追加劑，因此德國將負起
相關責任。歐盟藥管局日前表示，正審
核是否批准對 16 歲及 17 歲青少年接種
輝瑞加強劑，並預料藥廠也會就 12 歲
至15歲年齡層接種提出申請。

西班牙為高風險者打第四針
西班牙衞生部前日宣布，因應Omicron
變種蔓延，政府已批准為免疫系統缺陷
人士在內的高風險群體，提供第四劑新
冠疫苗，涉及癌症患者、移植患者、透
析患者或接受免疫抑制治療的人，並稱
第四針將在他們接種第三劑 5 個月後進
行。
◆綜合報道

憂農曆新年疫情惡化
韓社交距離規定延長三周
韓國官員昨日表示，由於 Omicron 新
冠變種病毒傳染性強，尤其農曆新年假
期即將到來，憂慮韓國出現新一波疫
情，因此決定將民眾嚴格保持社交距離
的規定延長三周，直至下月 6 日，其間
餐廳、咖啡店和酒吧需於晚上 9 時關
門，但對完成接種疫苗者的私人聚會，
人數上限將從4人放寬至6人。
韓國衞健部門官員指出，農曆新年是
韓國一個主要節假日，通常民眾會前往
全國各地與家人團聚，令新冠病毒傳染
風險增加。當局若不執行更嚴格的保持
社交距離措施，Omicron 在兩周內將大

幅蔓延，該國下月單日新增病例可能達
到 2 萬宗，3 月份更可能升至每日 3 萬
宗。
韓國政府早前因應「與病毒共存」策
略，曾放寬防疫限制措施六周，但確診
病例隨即急升，加上重症感染者增加，
導致醫療系統不堪重負，當局為此恢復
要求保持社交距離的防疫措施。在韓國
5,200 萬人口中，已有近 95%成人完成
接種疫苗，逾 50%成人接種了加強針。
韓國還推出嚴格的疫苗通行證制度，未
接種疫苗者只能獨自外出用餐或使用外
賣送餐服務。
◆綜合報道

◆韓國決定將民眾嚴格保持社交距離的規定延長三周。

法新社

與美談判陷僵局 俄或在古巴委內瑞拉部署軍力
俄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前日表示，
俄羅斯與美國就烏克蘭安全局勢進行的
談判陷入僵局，他暗示若俄美之間的分
歧無法解決，俄國可能在委內瑞拉和古
巴部署軍力。
里亞布科夫接受俄媒訪問時稱，如果
俄美緊張關係持續加劇，俄方不排除在
委內瑞拉或古巴部署「軍事基礎設
施」，「我不會排除任何可能，這取決
於美方的行動。」他認為若近日的數輪
談判對化解烏克蘭危機沒有取得進展，
便沒有迫切理由與美國進行新的談判。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未有直接回
應里亞布科夫的言論，但強調若俄羅斯
朝這方向發展，美方將果斷應對。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早前提出法
案，針對俄國連接德國的「北溪 2 號」
天然氣管道項目實施制裁，參院前日進
行表決，結果以 55 票贊成及 44 票反
對 ，不 足 60 票支 持 的 門 檻 而 未 能 通
過。不少民主黨議員指法案過於激進，
恐於美國未來與俄羅斯進行政治博弈
時，阻礙美國與歐洲盟友建立統一戰
線。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