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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子民：等到頸都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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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
22
日讯）疫情重 

灾区的雪州确诊和死亡率 
频上升，尤其5月的单曰新 
增病例几乎占了全国超过 
25%,完全与另边厢不超过 
5%的接种率不成正比，许多 
民众叹道“等接种等到颈项 
都长了” ！ 

新冠肺炎病例持续走高， 
疫情红区雪州更是返回单曰 

“千千声”的日子，已多曰 
被列为全国单日新增病例最 
高的仲丨®。 

根据雪丨州行政议员西蒂玛 
莉亚所说，截至本月19曰， 
雪州仅约20万TOTl人（包括 

长者、官员、前线人员等） 
已接种，占总数的3.6%,疫 
苗接种率低于5%，远低于吉 
隆坡、纳闽和彭亨州。 

文轉C4 
•许多乐龄人士仍等待预约接种通知。 

王詩棋促踴躍登記接種 

尤 ; 
拉港州议员王诗棋指 
I出，雪州仍有超过 

一半的人尚未登记接种疫 
苗，加上目前的疫情已非 
常不乐观，大家应踊跃登 
记而不要根据自己的判断 
选择疫苗！ 

她指出，雪州的确诊人 
数已很多，若要分配更多 
的疫苗就应踊跃登记，至 
少有数据的需求向中央增 
加疫苗配额。 

“大家真的不要好像专 
家般选择疫苗，我不了解 
大家是根据什么知识去判 
断，现在真的不乐观， 
千万不要再人云亦云和添 

5 L ” 

k也强调，大家为何要 
害怕接种疫苗，另一方面 
却连标准作业程序都无法 
遵守，这样冠病确诊率当 
然会飙升。 

她指出，据其了解，乌 
冷县获得的疫苗配额不 
多，可是前线人员蛮多， 
即使市议员的接种也比其 
他地方慢了整个月。 

她说，其服务中心的10 
个人，尚有3个人还未接 
种，第二阶段的接种速度 
非常慢，其州选区也有许 
多老人家，可是截至目前 
是甚少听到有谁已接种。 

“雪州的确诊数字如此 
高，因我们也在许多选 
区举办了免费筛检，这 
也是其他州属没做的，所 
以也希望其他州属向雪州 
看齐，找出更多隐形患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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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率>25% 接種率<5%不成正比！ • 

冀增加疫苗配額給雪州 
•文接C1 《中国报》针对 

雪州疫苗接种情况 
抽样电访数名雪 

州议员时，他们都一致认同雪州的疫 
苗接种速度非常慢，甚至是处於“慢 
到离谱”的情况，尤其被列为第二阶 
段接种的乐龄人士不断询问何时可接 
种，同时有经济群体反问可否亲自前 
去接种中心等待“希望”。 

他们指出，随著州政府在多区举办 
大型筛检活动，雪州确诊人数非常 
多，可是接种速度却很慢而无法追上 
确诊率，一些地方甚至被列为前线领 
域的县市议员都还未接种，更何况乐 
龄人士呢！ 

他们说，很多人不断询问何时可接 
种，更有者欲在接种中心等候，若有 
人缺席可顶上。 

沒顧慮老人交通問題 

“政府的接种安排没顾虑到老人家 
面对的交通问题，尤其一些从住家前 
往接种中心需要至少30分钟的车程， 
老人家因没交通而被逼取消预约。” 

他们指出，雪州人口密集，也是经 
济活跃的地区，所以确诊冠病的人数 
明显多，希望中央政府可基於这些因 
素，增加疫苗配额给雪州，让更多人 
早曰免疫。 •雪州人口密集，而在接种效率方面仍显慢。 

蔡偉傑：社區走動群體應先接種 
万 

挠州议员蔡伟杰抨击政府处事矛盾， 
因在开放经济的前提下，应让主要在 

社区跑动的经济领域和年轻人接种！ 

他认为，在政府优先给老人家率先接种 
的情况下，是否也必须考虑另一个方向， 
即是有限让工作群体接种，因目前的经济 
领域继续跑动，在社区走动的就是这群 
体。 

他强调，数据也显示目前的感染群都是 
年轻一群，甚至是无症状的病患，所以政 
府理应让他们免疫，才可有效继续开放经 

济。 
“政府这方要开放经济，另一方却不让 

工作群体接种，这是非常矛盾的，甚至有 
者因接种速度很慢而询问是否可亲自去排 

歐陽捍華冀全面開放購疫苗 

队。” 

他指出，雪州人口 
密集，是经济活跃的区 
域，确诊数据也极高，奈 
何接种率却很低，同 
时也不明政府是如 
何分配接种配额。 

他指出，也有老•蔡伟杰 
人家向他反映，居住 
在万挠、轰埠和煤炭山的乐龄人士都必须 
前去马来西亚森林研究院（FRIM)接种， 
可是很多老人家都没有交通而必须取消接 
种预约。 

“整个接种就存在很多技术问题尚未探 
i t o “ 

梁德志：接種速度太離譜慢 
‘‘老人家一直问，到底何时 

可接种，接种速度其实真 
的慢到离谱！ ” 

班达马兰州议员梁德志指 
出，雪州毕竟是人口最多的州 
属，在接种速度方面是绝对不 
能和其他州属相提并论，卫生 
部必须加快脚步。 

他指出，雪州目前的确诊和 
接种率完全不成病例，雪州的 
第二阶段接种其实已推迟一周 
进行，已不能继续缦下去。 

他指出，巴生一带已开始有 
老人家接种，可是也有很多人 
还未接种而非常紧张。 

“我们目前的接种率远远落 
後在其他州属，政府应考虑给 
大医院协助接种疫苗。” 

梁德志指出，因等不及确实 
有人即使还未获得预约，也特 
地前去接种中心排队，不过近 
期的出席率都很高，可见大家 
都深知疫情的严重而於接种确 
保自己免疫。 

r f=t里肯邦安州议员 

欧阳捍华希望政 
府可全面开放给私人 
医院和工商界，以向 
外国厂商购买卫生部 
批准的疫苗，大家互 
相帮忙加快疫苗接 
种！ 

他指出，雪州政 
府购买疫苗也是要帮 
助中央政府加速疫苗 
接种的速度，因此希 
望中央政府不要垄断 
疫苗的市场，并开放 
给私人医院和工商界 
购买，前提是要购买 
卫生部批准的疫苗种 

°他指出，据其所了 

解，其选区很多人都 

还在等待接种，因速 
度真的太慢了，加上 
疫情的严重，大家都 
很紧张。 

他指出，自从印度 
疫情大爆发後，很多 
人的态度已改变，不 
再是抱著不登记也无 
所谓的心态，大家 
都担心我国疫情失 
控而急著要接种。 

他指出，该区 
选民料安排前往双 
威接种，然而该接种 
中心每日的接种人数 
是1000人，是显得不 
足。 

“70岁以上的都 
还未安排接种，可 
见40至60岁的就会更 

慢。” 
°欧阳捍华指出，若60 

岁以上的民众急著接 
种，可在23日开始预约 
登记阿斯利康疫苗。 

他也劝请大家不要被 
许多误导性的新闻误 
导，继而误信一些疫苗 
不安全。 

黎濰捐：確診率接種率不成比例 

莲 

•梁德志 

花苑州议员黎潍福指出，部长 
：声称会加速接种工作，并可在 

今年尾接种完毕，可是目前的进展 
也让他不知真伪。 

他指出，目前的确诊率和接种速 
度不成病例，为此希望政府说到做 
到而不是“车大炮”。 

他指出，有些市议员都还未接 

种，许多老人家的安排也会受影 
响。 

他指出，接种的安排也很奇怪， 
父亲居住在皇冠城却被安排去到安 
邦接种。 

他说，雪州人口有约656万9000 
人口，但根据政府所宣布已接种的 
仅有3 .8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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