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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專家以身試藥 證疫苗安全有效

晚上7時啟動清晨六時解封 汲取佐敦封區經驗秩序井然

從研發到上市歷 330 天
國藥疫苗主要關鍵節點

突擊夜封碧街 通宵檢測居民

●從啟動科技攻關到獲批臨床試驗

98 天

中國生物董事長楊曉明：9個月抽了60管血 接種後無異常

●從進入臨床到武漢、北京兩個所先後

做完一期/二期臨床試驗，用了 78天

●再從三期臨床試驗入組啟動，到附
件上市獲批，用了 168 天

“主要負責人參加，做敢給自己打的疫苗”
香港特區政府周末

A

約 6 時結束，解除封鎖。圍封期間，約
330 名居民接受檢測，其中發現一個確
“團隊加班加點，把一天當作幾天用”
診個案，有關確診人士和其密切接觸

作為疫苗研發第一梯隊，短時間內拿出疫苗，靠的是什麼？
者Q
已被分
別送往醫院及檢疫中心跟

進。此外，政府亦進行了共 306 戶家

A

Q
A

碧街19號：8
碧街21號：3
碧街23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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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街/東安街
“受限區域”
疫情

=




碧街27號：1

“佐敦指定區域”涵蓋地方擴大，東至彌
敦道及北至甘肅街的劃界不變，南面則由
佐敦道伸延至柯士甸道，西面至渡船街、

文昌街、文匯街及廣東道，即渡船角被稱
.
“八文樓”的文華新村 8 幢樓宇納入範圍
內。另外，政府劃出“油麻地/旺角指定區
域”，範圍是東至彌敦道、南至眾坊街、
西至渡船街、北至登打士街；另一新增的
“紅磡指定區域”，範圍東北至差館里、
東南至船澳街及寶來街、西南至溫思勞街
及紅磡南道、西北至漆咸道北。
.

香港文匯報記者 26 日晚全程直擊政府整個突擊圍
封行動。晚上 7 時許，一批警員迅速到場，在多個出入
碧街13號
口“拉閘封路”及由警員駐守，東安街封鎖範圍數輛
確診宗數(宗)：3
違泊汽車，即時被工程車拖走。另一邊廂，政府租用
的貨車吊運流動廁所，迅速安裝廁所後，另一批工
作人員運來大批食品等物資。
這邊準備就緒之際，那邊的幾個檢測帳幕
註：過去14天
馬上搭成。之後各人兵分幾路上樓為居民登
記，由抵達現場到有居民落樓接受檢測，過
程不消兩小時。
至晚上 9 時許，工作人員已開始為區內居
民進行快速檢測。完成後，居民可獲發午餐肉、吞拿
魚罐頭、豆豉鯪魚、即食湯包和杯麵等物資返家。因
應該處有不少少數族裔居民，部分人宗教戒律不准食
某些食物，故現場也提供清真、穆斯林人士的食物
包，十分貼心。香港文匯報記者觀察，工作人員經過
早前佐敦封區的經驗，檢測流程大致暢順，並將對市
民影響減至最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廣濟）油尖旺
區屬香港新冠肺炎疫情重災區，毗連的深水埗區亦
盼僱主酌情勿扣員工薪金
難倖免。特區政府 25 日深夜刊憲，“深水埗指定
現場所見，由於正值下班時間，不斷有封鎖區內
區域”有 18 幢大廈被納入強制檢測，包括鴨寮街
的居民從外回來，他們全都需要先進行個人資料登記
南昌閣、長沙灣道長樂大廈、北河街新北河大樓在
才能回家。圍封期間仍未返家的居民王先生，26 日看
內共 16 幢大廈的污水樣本持續呈陽性，即使沒發
新聞始知自己居所被封，馬上與女友買好外賣晚餐進
現確診者，也需強制檢測。這些“疫廈”集中在鴨
入“受限區域”，只需登記個人資料便可回家等候檢
寮街及長沙灣道兩條街，部分更是門牌相連的大
測。他表示，政府今次“話封就封”，但認為為安全
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26 日預告，下個被封的目
起見，也屬好事。
標，未必是一個社區，而可能只封一條街或多人確
政府發言人表示，明白今次安排會為市民帶來不
診的大廈。有深水埗檔販表示已有“封街”的心理
便，故已安排在晚上大部市民下班後，盡快為“受限
準備，又謂：“要做就快！”
區域”內所有受檢人士進行檢測，並爭取今晨約 6 時完
區內16廈污水樣本呈陽性
成行動，以期市民可如常上班。若有僱員因此而未能
上班，政府希望僱主能酌情處理，不要扣減員工的薪
港府上周二劃出“深水埗指定區域”（即西北
金和福利。
至欽州街，東北至大埔道，東南至楓樹街，西南至
發言人並強調，明白區內居民因近日確診個案
荔枝角道），要求區內的大廈，如過去 14 天內有
增加，感到非常不安和徬徨，希望短暫的不便能徹
一個單位出現一宗或以上的確診個案，或即使未有
底截斷區內的傳播鏈，釋除居民的憂慮和恐懼，恢
確診個案但其污水樣本檢測持續呈陽性，均需接受
復社會和商業活動的生氣，讓生活能回復正常。
強制檢測。

疫情蔓延 擴大指定區域

特

“對於疫苗的安全性，接種者不用擔心”




■ 港府 26 日夜封碧街
日夜封碧街，
，年以
從全球經驗看，過去一種疫苗從研發到上市，一般需要
10
居民檢測、
居民檢測
、領取食品等物
上，投入 10 個億以上。速度快一些的，也需要 5 年到 6 年時間。所
資時秩序井然。
資時秩序井然
。
人應門。
以，新冠疫苗■香港文匯報記者
330 多天能夠上市，我們可以說是一個奇跡。這次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冠滅活疫苗的研發速度之所以能夠這麼快，關鍵在於依靠國家強大
聶曉輝、 蕭景源、廣濟
的制度優勢。整個疫苗的研發過程得到了國家很多部委的大力支持，包括科
區政府早前已就碧街 15 號-27 號和東安街 3 號發出強制檢測公
技部、衞健委、藥監局、工信部等。各部門採取應急狀態的研發和審批程
告，惟小區內感染情況持續嚴峻。由本月 11 日至 25 日期間，上
序，很多技術路線並行開展，各疫苗研發審評機構將審評程序由“串聯”變
述地點共錄得逾 40 宗確診個案，涉及 3 幢大廈，香港生防護中心早
“並聯”，使得疫苗研發、審批時間最大限度縮短。
前已在“受限區域”撤離部分碧街的居民到檢疫中心。
同時，中國生物在內部推行了最激烈的競爭。武漢生物所和北京生物所
承接研發課題後，在同一個賽場的兩條賽道上展開競賽，這個新機制上的改
速拉閘封街 上樓為民登記
革，最大限度激發了科研人員的競爭動力，也為疫苗研發“雙保險”打下了
政府發言人表示，留意到“受限區域”內的樓宇樓齡較舊、
基礎。
日久失修，多屬“三無”大廈，劏房情況普遍，社區感染風險甚
以小鼠的動物試驗來說，為了更快找到合適的注射劑量，我們一改通常
高，相關樓宇的污水樣本檢測亦呈陽性，顯示可能存在感染風
的試驗方式，改為三組不同劑量的試驗同時進行。這就需要研究團隊加班加
險，經過風險評估後，認為有需要就“受限區域”作
點，把一天當作幾天用。
出限制與檢測宣告，截斷區內的傳播鏈。

訪，其中有約 93 戶在過程中沒有任何

.

圍封下一站：深水？

4

對於林鄭月娥 26 日表示下次封區可能
會封相連幾幢、多人中招的大廈，鴨寮
街、長沙灣是否很高危？在鴨寮街擺檔的
明姐表明：“放馬過來！”明姐表示：
“不要一拖再拖，浪費時間，浪費大家時
間。現在很多居民都很害怕，根本做唔到
生意，情願快快封，快快回復正常生
活。”
香港食物及生局發言人表示，政府
會嚴肅跟進受檢人士遵守強制檢測公告的
情況，同時按疫情發展，持續檢視有關指
定區域的強制檢測安排。

長 沙 灣 道 254-258
號亞洲大廈（1宗）



7

商販：情願早封早復正常

欽州街96號（1宗）

4

其後，該指定區域的疫情持續升溫，由最初涉
及六幢“疫廈”，而且比較分散；之後增加七幢
“疫廈”，位置仍然不集中。直至25日，除了增加
兩幢大廈有人確診被要求強檢外，還有16幢大廈的
污水樣本呈陽性，位置十分集中，7 幢位於長沙灣
道，另有8幢位於鴨寮街。

鴨寮街241號（3宗）

*

/

4

南 昌 街 81-95 號
南昌中心（3宗）

深水埗指定區域疫情

.



是的，我是去年 3 月 23 日最早接種我們研發疫苗的人，作為最
居民“走佬”逃避強制
早一批“以身試藥”者，接種新冠滅活疫苗後沒有任何異常情況，
檢測的責任。特區政府
就是打針的地方稍微疼一點。因為接種後要定期檢測抗體，我在
9
個月時間裏已經被抽了約
60
管血，因為要定期觀察的血液指標比較
汲取經驗，26 日晚 7 時以
多。打第一針後的第二個星期就能檢測到抗體，打第二針後 2 周左右就能檢
迅雷不及掩耳的姿態，
測出較高的抗體水平。
首次突擊圍封過去兩周
一百年來，中國生物製品工作者的獻身精神不斷傳承延續。其中，“以
身試藥”就是一個傳統。新冠滅活疫苗臨床試驗中，累計有幾萬名入組受試
累積 40 宗確診個案的油
者接種疫苗，其中很多是生物製品人。
麻地碧街及東安街一
為助力新冠病毒滅活疫苗早日上市，中國生物在2020年3月底啟動了志願
帶。政府人員十分有默契，到場一小
接種，包括國藥集團四級企業黨政主要負責人在內的數十名志願者擼起袖子，
自願參加了人體預測試。中國生物人有句話：做敢給自己家人打的疫苗。這是
時已搭成檢測帳幕，當晚 9 時已開始為
我們的追求，也是我們的自信。
居民進行檢測，行動如期在 27 日上午

7

.



惟因消息提早外洩，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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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在
的諸多技術
中，中國生
什麼最終選
活這一技
線，楊曉明指出，中國生物
滅活疫苗具有技術安全性、
有效性、人群普適性、儲運
性和產能可及性等特點，安
非常好，有效性數據超過了
研究預設的目標，冷鏈儲運
符合全球大多數國家的國情
■大人帶同小朋友領取物資並獲配識別手帶。 能充足，能夠滿足大範圍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使用。
▲ 去年
去年4
4 月，第一位志願者在河南省焦作市武陟
楊曉明並表示，有別於
■警員耐心向少數族裔
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接種由國藥集團研製的新
的滅活疫苗生產技術，中國
人士講解封區情況。
人士講解封區情況
。
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
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採用先進的細胞培養技術、
工藝技術及質量控制方法，
◀ 中國生物董事長楊曉明去年 3 月 23 日就接種了
效率高，質量控制指標完全
國藥中生研發的新冠疫苗。圖為去年 9 月楊曉明出
國際先進水平。
席 2020 中關村論壇全球科學與生命健康論壇。
“2020 年 7 月中國生物
資料圖片
疫苗獲批緊急使用以來，
願、知情、同意的前提下，
風險暴露人群累計完成數百
次的新冠疫苗緊急接種工作
近期，英國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備受關注，新冠疫苗對變異後的病毒
中 7 萬多人赴海外一百多個國
是否有效？
發病的疫區工作，在同一工
從我們目前收集到的數據看，全球不同地方分離出來的病毒，我們
活環境下，接種疫苗者中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疫
滅活疫苗產生的抗體全部可以覆蓋。
例報告。”楊曉明說。
國家藥監局審評通過的分析數據顯示疫苗保護效力為 79.34%，高情擴散，香港食局副局長徐德義26日表
此外，他指出，疫苗的
於世界衞生組織50%的指標。一般來說，多數疫苗有效率超過70%即可示為進一步切斷社區傳播鏈，當日開始擴
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參考指標
大“指定區域”的數目至 4 個，包括新增
在中國上市。在呼吸道疾病疫苗普遍保護率相對較低的情況下，我們的新冠疫
可及性方面，滅活疫苗有着
油麻地至旺角，以及紅磡兩處指定區域，
苗屬於“優等生”。
的儲運便捷性優勢，儲運條
而之前劃定的佐敦指定區域則向南面及西
2020 年底，國家藥監局批准中國生物的滅活新冠疫苗附條件上市。“附條
2℃－8℃，這與中國以及許
面擴大範圍，深水埗指定區域則維持不
順豐大廈
件上市”相當於給企業留了“家庭作業”，主要是持續監測觀察抗體的持久性
家現有的疫苗儲存條件和運
變。有關區域只要有大廈出現一宗確診個
確診宗數(宗)：2
等。對於疫苗的安全性，接種者不用擔心。2021 年 1 月 13 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案或污水樣本呈陽性，也要全棟大廈居民
件一致，不需要重構冷鏈體
機制發布會介紹，中國已累計開展重點人群新冠病毒滅活疫苗接種超1,000萬劑
碧街15號：6
強制檢測。
施，可大規模降低成本。
次，證明新冠病毒滅活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徐德義26日在疫情簡報會公布，原有
■新華每日
碧街17號：8

萬多人接種後赴海外疫區 錄零染病報告

首次在佐敦“受限區

疫苗研發從來不是簡單的事，而是以命相搏。這次新冠疫苗研發也
域”實施“禁足令”，
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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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議員潘懷宗涉貪 200萬元交保
（中央社）台北市議員潘懷宗涉嫌詐領
公費助理薪資至少 300 萬元。案經檢察官聲請
羈押禁見，士院認為，潘懷宗涉貪嫌疑重大
但無羈押必要，今天裁定 200 萬元交保，並限
制出境、出海。
潘懷宗晚間辦保完畢離開法院，未發一
語；潘的親友則與現場記者爆發推擠，現場
混亂。
士林地方法院裁定指出，潘懷宗及陳姓
辦公室主任涉犯貪污治罪條例利用職務機會
詐取財物、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疑
重大，有事實足認有偽造證據、勾串共犯之
虞，且有相當理由認有逃亡之虞，但無羈押
必要，裁定各以 200 萬元、150 萬元交保。

士林地檢署表示，去年接獲法務部調查
局台北市調查處函報，指稱台北市議員潘懷
宗及其陳姓辦公室主任疑似詐領助理費即立
案偵辦。
經長期蒐證後，士檢主任檢察官陳銘鋒
、檢察官林士淳昨天指揮台北市調查處及檢
察事務官，執行搜索 6 處，扣押行動電話、存
摺等相關證據，並通知潘懷宗等 7 名被告及 4
名證人到案說明，訊後聲押禁見潘懷宗及陳
姓辦公室主任。
檢調初步調查發現，潘懷宗及陳姓辦公
室主任於民國 97 年至 109 年間，以人頭詐領
公費助理薪資後挪作私用，初估詐領金額至
少約 300 萬元。

男子居家隔離遭強押離開住處被罰 罰鍰獲撤銷
（中央社）陳男去年 10 月從香港回台灣
，依法進行居家隔離，但陳男因離開住處被
開罰，案件移送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執行，
陳男澄清是因為被人強押才離開處所，彰化
分署今天表示撤銷裁罰。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發出新聞稿
指出，家住南投市的陳男去年 10 月從香港入
境，依法須接受居家隔離 14 天，陳男借住在
友人位於南投水里的住所，但陳男友人因積
欠債務，討債集團去年 11 月 1 日晚上前往陳
男友人住處討債，將陳男打傷後押到他位於
南投市的住處。

陳男父親見狀報警，警方獲報趕到現場
，才發現陳男仍在接受居家隔離，於是通報
南投縣衛生局處理，陳男當時雖澄清是被討
債集團強押出門，但還是被裁罰新台幣 10 萬
元，案件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執
行。
彰化分署指出，陳男澄清是被討債集團
逼債強押離開檢疫處所，經詢問陳男家人以
及調查各項證據後，確認陳男確實是被人強
押才違反隔離規定，因此通報警方，安排陳
男完成報案程序，再轉請南投縣衛生局撤回
案件，今天撤銷對陳男的裁罰。

涉詐領經費逾百萬新北市議員曾煥嘉收押禁見
（中央社）國民黨籍新北市議員曾煥嘉涉嫌詐領助理費，初
估金額超過百萬元。新北地檢署昨天搜索並傳喚曾煥嘉等 22 人
到案，今天向法院聲押禁見曾煥嘉獲准。
新北地方法院表示，曾姓被告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疑重
大，且所犯為最輕本刑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與共犯、證人
勾串之虞，並有羈押之必要，裁定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檢調調查，曾煥嘉自民國 105 年起，先後以蔣姓、林姓、徐
姓 3 名人頭助理，向新北市議會申報公費助理薪資，待議會出納
人員撥款後，再指示 3 人提領再繳回，藉此將助理費用挪作私用
，初估詐領金額超過新台幣百萬元。

廣告

徐耀昌挺桃園捐贈抗菌噴霧
苗栗縣長徐耀昌（右 3）27 日到桃園捐贈抗菌噴霧
苗栗縣長徐耀昌（
日到桃園捐贈抗菌噴霧，
，與桃園市長鄭文燦
與桃園市長鄭文燦（
（左 3）擊拳力挺桃園
，表達對防疫的支持
表達對防疫的支持。
。

民眾布條指摘法官亂判涉侮辱高院將移檢察官偵辦
（中央社）台灣高等法院今天表示，昨天有
人以 「抗議法官許永煌被喬灌人頭都更改判無罪
」 布條，在高院刑庭前抗議，因涉及侮辱合議庭
，高院將待搜集資料後，將涉嫌人移請檢察官偵
辦。
高院發布新聞稿指出，合議庭是依證據認定
事實、適用法律所為審判，並非因特定辯護人受
委任，致影響審判長而改判無罪。外界憑空揣測
，與事實不符，為免社會大眾受誤導，特予聲明
，以正視聽；本案判決已上傳司法院官網，可供

新北地檢署黑金專組
檢察官許宏緯昨天上午指
揮廉政署廉政官，兵分 8
路前往板橋區等地搜索，
並調取助理聘用書、異動
表及薪資清冊等相關物證
，傳喚曾煥嘉等 22 人到案。
檢方複訊後認為曾煥嘉涉犯貪污治罪條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詐取財物罪等罪嫌重大，且有勾串共犯及證人之虞，今天向新北
地方法院聲請羈押禁見，法院下午 5 時許裁准。

社會大眾閱讀以受公評。
高院指出，刑事第 23 庭審判長許永煌，與本
案被告黃裕霖的選任辯護人葉建廷，雖是司法官
訓練所同期同學，但逾 5 年未曾聯繫，昨天有人
以 「抗議法官許永煌被喬灌人頭都更改判無罪」
布條，在高院刑事庭大廈門口抗議，意指合議庭
法官受他人影響而未依法審判，涉及侮辱合議庭
，高院待搜集資料後，將涉嫌人移請檢察官偵辦
。

另蔣姓、林姓助理諭令各以新台幣 5 萬元交保、徐姓助理以
10 萬元交保，其餘人請回。
45 歲曾煥嘉出生政治世家，其父曾文振過去曾任 5 屆台北縣
議員。曾煥嘉子承父業先後擔任板橋市市民代表會主席，升格後
，曾煥嘉當選連任 3 屆新北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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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譚秋晴擔任斯塔福Stafford副市長
在 20 日 Stafford 斯塔福市政會議中，由
市長 Cecil Willis 推選並市議會投票全數通過
，華裔市議員譚秋晴 ALICE CHEN 為 Mayor
pro tem 。
什麽是 Mayor pro tem ？ 就是副市長，
一些城市沒有副市長的職位，而是在沒有實
際市長的情況下，從市議會任命一個人擔任
臨時市長（職務）。
譚秋晴（Alice C. Chen），註冊會計師
，MBA，LUTCF，AIG 金融總監，定額收益

專家財務顧問。
譚秋晴（Alice）在 2008 年被《休斯頓女
性 雜 誌 》 （Houston Women's Magazine）
評為休斯頓 50 位最具影響力的女性，並在
2009 年獲得了基督教青年會（YMCA）頒發
的少數族裔成就獎。她還被公認為 2012 年休
斯頓 25 大女性之一。她是全美保險與金融顧
問協會和休斯頓 CPA 協會的會員。她還獲得
了“百萬美元圓桌會議”會員資格。
譚秋晴（Alice C. Chen）自 2019 年擔任

市議員以來，以她的會計金融專金融專業背
景以及人脈關係為市政建設提供多項財務解
決方案，為市高中樂團募款七萬美元參加全
國賽場演出（Stafford High Mighty Spartan
Marching Band's），為推廣市政學區明星學
校招生，在華裔資優生家長群組和校方職員
做對接橋樑，讓更多優秀華裔子女享有入學
機會，在疫情期間更是不顧自己高危險風險
，為防疫募集樂捐等活動奔走。

德州駕照過期將不再繼續延期

美疾控中心：逐步死亡病例下月或超50萬
當地時間 27 日，美國拜登政府新冠狀病
毒應對小組首先首次新聞發布會。美國疾病
控制與預防中心主任羅謝爾·瓦倫斯基在發布
會上表示，根據模型預測，預計到 2 個月 20
日，美國逐漸新冠狀動脈炎死亡案例數或將
突破 50 萬。
此外，瓦倫斯基還確認已在美國境內發
現首例巴西發現的新冠狀病毒變異株感染病
例。
羅謝爾·瓦倫斯基表示，根據美國疾控中

心的模型預測，預計到 2 月 20 日，美國累積
新冠狀肺炎死亡病例數將在 47.9 萬至 51.4 萬
例之間，極有可能突破 50 萬大關。
此外，瓦倫斯基還發現，美國境內已有
英國發現的新冠狀病毒變異株，還在明尼蘇
達州發現了首例在巴西發現的新冠狀病毒變
異株感染病例，但尚無報告有南非發現的新
冠狀病毒瓦倫斯基表示，新冠狀病毒變異株
看起來更容易傳播，這將導緻美國境內單日
進一步確診病例數上升。

德州的駕駛人請注意，如果您一直在補充更新駕駛
執照，那麼現在是時間來關註一下這個問題了。
州長格雷格·阿伯特（Greg Abbott）暫停了德克薩
斯州駕駛員在大流行初期更新駕照的要求，因為之前經
濟困難打擊了數百萬德克薩斯人，德州採取了延期的規
定 。導致疫情轉好，此豁免即將終止。
最初豁免適用於在 2020 年 3 月 13 日或之後過期的
大多數駕駛執照。但是，到 4 月 14 日，德州將再次要求
這些駕駛執照更新其駕駛執照。
得克薩斯州公共安全局將延長處理時間，整個德克
薩斯州（包括在休斯敦）延長營業時間的服務。現在這
些時間是早上 7 點到晚上 7 點。週一至週四，下午 5:30
休息星期五
為了更新你的駕照，你需要在網上安排預約。

瓦倫斯基透析美國民眾繼續採取安全措
施，保持社交距離，及時洗手並插入口罩，
避免非必要的旅行，並在適當時機注射疫苗
。
白宮顧問：大部分人需等待數月植入疫
苗
拜登政府新冠狀病毒應對小組高級顧問
安迪·斯拉維特表示，由於新冠狀疫苗劑量不
足，以及疫苗生產和管理方式不完善，美國
大部分民眾將需要等待數月才能接種疫苗。

休城畫頁

拜登稅法改革方向將實施加惠於窮人 加稅於富人方針
稅改個人所得稅從 37%提高至 39.6% 增加年薪超過 40 萬的工資稅

拜登增稅所取得之稅收，可遏抑分配不均
拜登增稅所取得之稅收，
的問題進一步失控，
的問題進一步失控
，避免美國民主制度走
進毀滅的死胡同。
進毀滅的死胡同
。拜登將注重救濟貧困人
士，尤其在疫情當下更是如此
尤其在疫情當下更是如此。
。

拜登的稅法改革方向將與川普時代相反，實施
拜登的稅法改革方向將與川普時代相反，
「加惠於窮人
加惠於窮人、
、加稅於富人
加稅於富人」
」方針
方針。
。年收入超
過 40 萬元以上家庭
萬元以上家庭、
、年收入低於 15 萬元以下
且有子女的家庭最有感。
且有子女的家庭最有感
。

拜登稅改主張提高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
拜登稅改主張提高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
，從
37%提高至 39
37%
39..6%；增加年薪超過 40 萬收入
的工資；
的工資
；年薪超過 40 萬的納稅人
萬的納稅人，
，逐項扣除
額上限為收入的 28
28%
%。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拜登的稅收計劃可能意味著更高的收入和
投資稅，
投資稅
，但這可能不會像許多人所想的那
樣對市場造成太大影響。
樣對市場造成太大影響
。自大選日以來
自大選日以來，
，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和標準普爾 500 指數
分別上漲了 16
16％
％。

全世界疫苗對新變種病毒能力競賽 英美藥稱產品有效
美國輝瑞和莫德納疫苗在測試有效抵抗英國變種病毒

莫德納（Moderna
莫德納（
Moderna）
）研發的新冠肺炎疫
苗在對抗迄今發現的新型變種病毒株，
苗在對抗迄今發現的新型變種病毒株
，
需施打兩劑的莫德納 COVIDCOVID-19
19 疫苗可
望出現防護力功效。
望出現防護力功效
。

美國生技公司莫德納 (Moderna) 表示
表示，
，由該
公司研發的 2019 年冠狀病毒疾病在實驗室進
行對抗英國與南非新型變種病毒的測試時，
行對抗英國與南非新型變種病毒的測試時
，
產生病毒中和性抗體(virus-neutralizing
產生病毒中和性抗體
(virus-neutralizing
antibodies)。
antibodies)
。

美國輝瑞疫苗公司正在測試他們的新型冠狀
病毒疫苗是否能抵抗英國病毒變種，
病毒疫苗是否能抵抗英國病毒變種
，預計兩
周內有結果。
周內有結果
。

英國製藥商阿斯利康（
英國製藥商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Plc）12 月 22 日表示
Plc）
日表示，
，其 COVIDCOVID-19
19 疫
苗應對新的冠狀病毒變種有效，
苗應對新的冠狀病毒變種有效
，並全
面探究該變種。
面探究該變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