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日前表示，會不斷評

估疫情對立法會換屆選舉的影響，並制訂

各種預案。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

家驊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行政長官若有

事實根據支持，可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四十四條規定押後投票日，亦能引用俗稱

「緊急法」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更改選舉日期和安排，惟

動用「緊急法」易受法律挑戰和引起爭議。他並指，特區政府

現時準備各種預案是正確取態，除了押後選舉外，亦可仿效外

國實施境外投票、網上投票及延長投票時間等。

湯家驊：立會選舉可依法押後
指「14天限期」可續延 倡仿效外國推境外網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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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現身處英國的前「香港眾
志」常委羅冠聰，昨日透過其facebook發文及上載相片（上
圖），聲稱與到訪倫敦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單獨會面，並抹黑
香港謂中央政府正「密謀巧立名目」取消攬炒分子參選立法會
的資格，要求一旦出現取消資格時，國際社會應採取強硬立場
回應。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羅冠聰挾
外國勢力，干涉香港選舉事務，完全是漢奸所為。
羅冠聰稱是次逾20分鐘會面罕有地以「一對一」形式進行，
當中討論了香港國安法及有「61萬人」參與所謂「初選」投
票，但中國正「密謀」取消攬炒分子的參選資格，甚至想「取
消」立法會選舉，呼籲國際社會必須密切關注未來兩個月的局
勢發展。他又稱DQ是嚴重的「選舉舞弊」，嚴重挑戰「民主
價值」，呼籲國際社會若有DQ情況應採取強硬立場回應。

盧文端：完全是漢奸所為
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

端批評，羅冠聰言論完全歪曲事實，只是在配合以英美為首的
外國勢力圍堵中國。羅冠聰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前避走海外，證
明他心知肚明自己的行為是在危害國家安全、損害國家及香港
的利益，作為中國人卻依從外國主子的指揮棒，在海外說三道
四，完全是漢奸所為。

高佩璇：必被中國人唾罵
全國政協委員高佩璇表示，羅冠聰在香港國安法落實前逃離
香港，逃避法律責任，現更公然呼籲國際社會向中央和特區政
府施壓，干預中國內政，明顯是勾結外國勢力、破壞「一國兩
制」，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她批評，羅冠聰對香港並無建
設，在外國勢力的庇蔭下發表反華言論，其意見絕對不代表港
人，只是假借自由民主之名，撈取政治紅利，做英美反華勢力
的棋子，其所作所為必定為全中國人民所唾罵。

陳鑑林：與其逃亡不如自首
原全國政協委員陳鑑林表示，羅冠聰在香港長大，卻一直推

動「港獨」，搞「顏色革命」，損害國家、香港，當日口說與
「手足」「齊上齊落」，現就自私地逃到海外，聽從西方主子
指揮歪曲事實，甘當配合外國勢力反華的馬前卒。他奉勸羅冠
聰與其過逃亡生活，不如洗心革面，返港自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民建聯噚日
喺facebook公布咗名為「攬炒派騎劫議席，市民
無啖好食」嘅立法會選舉宣傳短片（左圖）。短
片長約一分鐘，模擬咗攬炒派攬炒立法會兩年之
後，失業率飆升嘅情境，年輕人甚至要喺灣仔嘅
熟食中心排隊食「二手飯」甚至「三手飯」，非
常絕望同無奈，不由要諗到下一個會唔會係自
己。

宣傳短片並無對白，喺嘈雜嘅環境中，聽到
民建聯社區幹事劉天正把聲話：「立法會由
2020年尾停擺至今，失業率已經第二年錄得雙
位數嘅升幅，最新失業率上升至38%。」
社區幹事張嘉恩同陳凱榮飾演要食「二手

飯」嘅年輕人，佢哋只能企喺食客隔籬，仲要受
人白眼，但為咗生存冇可能計較咁多，上一手食
客一走，即刻坐低扒飯，甚至唔理碟中甚至有頭

髮等污物，仲會飲埋上一手杯嘢。
西裝骨骨、好似收入不菲嘅社區幹事張偉

楠，更坐低開始飲「三手嘢」，不時四處張望，
好似好驚撞到熟人。
這種絕望情境，無論邊個都唔想睇到，民建

聯亦喺facebook呼籲，唔想見到咁樣，全靠選民
手中兩張票，一定要支持民建聯團隊，反對攬炒
派騎劫議會，「反攬炒、救香港！」

民記短片：攬炒致爆失業潮 青年等食二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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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昨日在香港電台節目表
示，《立法會條例》第四十四

條規定，行政長官若押後選舉，不得
遲於該項選舉、投票或點票原定日期
的14日，但他認為14天的規定理論
上可「無窮使用」，即在延遲14天
後按疫情狀況，決定是否須再延遲14
天。被問到會否擔心特區政府濫用條
例，他認為疫情總會完結，不存在條
例被周而復始地引用的情況。
至於引用「緊急法」修改選舉日期
及安排，湯家驊坦言是有利有弊，因
條例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緊
急情況下訂立、修改任何現有法則，
但前提是須有充足法律授權，不然容
易受法律挑戰，並引發政治爭議。

法例無限定投票日只有一日
對如何減輕疫情對選舉的影響和
讓因疫情未能回港人士行使其投票
權，湯家驊指延遲選舉應是最後選
項，政府可仿效外國做法，在專家
評估可行性後實行境外投票、網上
投票、延長投票時間及按年齡分組
投票等。他續解釋，法例上並無限
定投票日只能定於一日，因為《釋
義及通則條例》訂明「凡指單數的
字及詞句亦指眾數」，故投票日多
於一日是有一定法理依據，至於是
否適用於立法會選舉安排，則須留
待法院判決。

被問到如何解決因延遲投票而令
立法會出現的「真空期」，湯家驊
指《立法會條例》第十一條規定，
於立法會任期完結或解散後及換屆
選舉的日期前，行政長官有權按需
要，要求立法會主席召開緊急會
議，屆時上屆議員均是合法議員，
其決定在法理上權力不變。

譚耀宗：防疫同時選舉有矛盾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昨日在另一場

合亦表示，選舉僅餘一個半月，疫情
明顯難以在短期內受控，且行政會議
昨日推出的部分防疫措施有效期至今
年底，證明政府亦預期疫情持續，故
政府必須避免疫情因選舉再度爆發，
令市民健康和經濟受更大打擊。
被問到是否可無限押後投票，譚

耀宗指需由政府決定，但他認為政
府必須及早作預備方案，包括考慮
是否因疫情押後選舉，若政府一邊
實施各種防疫措施，同時又叫人投
票，難免有所矛盾。

梁君彥：選舉安排由政府決定
對於立法會選舉應否需要因應疫

情而押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
示，選舉何時及如何進行需由政府
決定，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不同情
況，相信政府應基於香港現時情況
妥善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本港連續多日錄得逾百宗
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不少人都
認為應押後立法會選舉，惟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陳淑莊
昨日聲稱，建制派要求押後選
舉是因選情嚴峻而非疫情嚴
重，認為投票日前未能返港的
人不符選民資格。有政界人士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攬炒派為政治私利罔顧市
民健康，一再搞遊行、「初
選」聚眾，令疫情再度爆發，
內地入境檢疫令因此再度延
長，導致需往返兩地工作的港
人繼續滯留，可見攬炒派是一
邊擴散疫情、一邊剝奪港人選
舉權的罪人。

顏寶鈴：可在外地設票站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指
出，攬炒派上月底起遊行聚
眾，令一度受控的香港疫情又
再「遍地開花」，更令原定本
月7日解封的內地入境檢疫令
一再延長，豈料攬炒派仍繼續
罔顧市民健康，堅持舉行近日
的「初選」和在日前集會，足

見攬炒派才是剝削身在內地港
人的投票權和播疫的罪人。顏
寶鈴又指，若按攬炒派所言參
考外國做法，就應在香港以外
地區設立票站，讓無法回港的
選民行使投票權，因這是美國
慣常的投票形式。

吳秋北：疫情損投票意願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

表示，疫情已經影響市民投票
意願，新加坡大選後也經歷疫
情爆發，香港一定要以市民健
康為依歸，而且如今選舉公平
問題沒有改善，政府必須正
視。

梁志祥：應助在內地投票
新社聯會長梁志祥表示，不
少需往內地工作的港人因入境
檢疫令而決定暫時留在內地，
但不等於他們非經常在港居
住，亦不影響其選民資格，現
時應考慮如何確保在保障公眾
健康的情況下，協助在內地港
人行使其選舉權，確保選舉公
正，希望攬炒派勿再「政治抹
黑」及罔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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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指出，行政長官可根據《立法會條例》押後投票日期。
圖為上屆立法會選舉投票情況。 資料圖片

陳淑莊指離港無得投
政界批剝奪投票權

美國對華全方位圍堵攻擊發展到瘋狂
地步，21日突然要求中方72小時內關閉
駐休斯敦總領館。 美國單方面對中國發
起政治挑釁，等如驅逐中國的外交機
構，完全違反國際法、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和雙邊外交協定。美國無底線作惡，
企圖以超限施壓令中國屈服，但中國絕
不會放棄原則，不可能跟隨美國的指揮
棒來處理內政外交。為避免兩國關係進
一步惡化到不可收拾地步，對中美關係
及世界和平造成巨大傷害，美國必須立
即停止狂妄無理的惡行。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是中美建交
後中國在美國開設的第一個總領事館。
外交機構的設置是雙方磋商的結果，美
國單方面限時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
館，嚴重違反中美領事條約有關規定，
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美國為掩飾其單方面關閉中國駐休斯敦
總領館的蠻橫無理，狡辯稱是為了保護
美國的知識產權和美國的私人資料；網
上還有人散布虛假消息，指有大量美國
外交官需要回到中國，但因疫情原因遭
到中方拒絕，美方才採取關閉中國駐休斯
敦總領館，作為報復。事實真相是，中國
並沒有阻止美國外交官正常返回中國，對
他們如何回到駐華使領館工作，雙方有協
議，而且在順利執行，中國也從未對美國
駐華使領館運轉設置任何障礙。驢唇不對
馬嘴的理由、無中生有的傳聞謠言，都暴
露美國的某些領導人已經喪心病狂。

美國近年對華外交侵權事件不斷上

演。去年10月和今年6月，美國兩次對
中國駐美外交人員無端設限，多次私自
拆開中方的外交郵件，查扣中方公務用
品。由於美方肆意污名化和煽動仇恨，
中國駐美使館近期多次收到針對中國駐
美外交機構和人員的炸彈和死亡威脅。
美國無端攻擊中國的社會制度，刁難中
國駐美外交領事人員，對中國在美留學
人員進行恐嚇、盤查，沒收個人電子設
備，甚至無端拘押，嚴重損害中方人員
的合法權益，造成極其惡劣的國際影
響。

近期以來，隨美國疫情持續失控，
大選日益臨近，美國當局對中國的污名
化、挑動敵視、戰略圍堵不斷升級。美
國刻意借新冠疫情攻擊中國，宣布對台
新軍售，干涉台灣、新疆、香港問題，
作為遏制中國的棋子；美軍頻繁派遣軍
機、船艦開赴南海演習，對中國進行軍
事威脅；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更發表挑釁
性的南海聲明，企圖發動東盟國家挑起
南海爭端；蓬佩奧近日訪問英國，更將
中國議題作為主軸，讚揚英國決定禁止
華為參與當地 5G 建設，鼓勵英國繼續
干預香港事務，更向英國威逼利誘，力
促其加入對抗中國的國際聯盟。 美國對
中國的一系列超限施壓，目的是要中國
對美國俯首稱臣，但這根本是行不通
的，中國必將強力反制。為中美關係穩
健發展，維護世界和平大局，也為了保
障美國自己的利益，美國應恢復理性，
停止對中國的蠻橫施壓。

美國必須停止喪失理智的超限施壓
本港昨日新增 113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其中

105 宗屬本地個案，都是單日新高。疫情持續惡
化，檢測、公立醫院病床、人手更加捉襟見肘，
疫情失控的危機迫在眉睫。政府需當機立斷，多
管齊下增加防疫抗疫必需的醫療資源，其中最可
立竿見影的辦法，是特事特辦，勇於突破粵港邊
境區分和兩地制度藩籬，在粵港聯防聯控機制
下，多元化利用大灣區的醫療資源支援本港抗
疫，緩解本港抗疫壓力，讓港人生命安全健康有
更多保障。

疫情持續爆發之下，本港醫療體系面臨前所未
有的嚴峻考驗。醫療設施十分緊張，醫管局已開
啟1,200多張負壓隔離病床、650間負壓病房，使
用率均超過7成。同時，由於需要照顧愈來愈多的
確診者，不少在普通病房工作的醫護人員要抽調
到第一線抗疫，不少普通病房需關閉；因確診者
大幅增加，醫護人員遇到有家人、朋友或同事成
為確診者的機會大增，近日醫管局出現多個感染
群組，包括伊利沙伯醫院及新近的屯門眼科中
心，令醫護人員也需接受隔離，人手更趨緊張。

為本港公共醫療系統減壓、提升防疫抗疫能
力，確實已經刻不容緩。醫管局將重啟500張二線
隔離病床，政府亦會啟用鯉魚門和竹篙灣檢疫單
位，安置病情轉輕的患者以騰出醫院資源。但有
分析指出，按照本港目前的疫情發展，這些設施
很快又會告滿，政府仍需徵用酒店、改造社區服
務中心和室內運動場作為「方艙醫院」，以多種
途徑確保有足夠的隔離設施，應付抗疫持久戰。

一方面本港面對疫情失控的危機，另一方面本港
難以在短期內突破醫療資源緊絀的瓶頸。增加隔離
病床、建設「方艙醫院」，不太可能在很短時間內
完成，需時至少以月乃至數月計；而且，就算建成

「方艙醫院」，也完全不可能在短期內大幅增加醫
護人手。因此，政府有必要以破格思維尋求解決之
道。背靠內地本就是本港最大優勢，請求中央施以
援手，尋求利用一河之隔的深圳的醫療資源支援抗
疫，本港的問題將可迎刃而解。

深圳有58家機構可進行核酸檢測，平均檢測費
用不到200元人民幣，足以做到「應檢盡檢」；深
圳專責新冠肺炎的醫院，共有2,100張病床的收治
能力，包括800張負壓病床，醫護人員數以千計，
富有抗疫經驗的主任醫師、專家超過百名。目
前，深圳已連續83日新冠肺炎「零新增」，這些
檢測、設施和醫護人員的優質資源，完全可以騰
出來支援本港抗疫。

前日，廣東省委書記李希到深圳了解深港兩地
聯防聯控工作情況，表示要按照中央部署，不斷
完善粵港澳聯防聯控機制，全力支持港澳疫情防
控工作，「服務好香港疫情防控和粵港聯防聯控
需要」。食衞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在記者會亦指
出，中央非常關心本港疫情，詢問需否提供協
助，港府與廣東省衞健委在聯防聯控機制下，也
一直密切溝通。中央關心支持香港一以貫之，深
圳支援香港抗疫有充足條件，關鍵是香港能否打
破框框，以解抗疫的燃眉之急。

儘管本港和內地的醫療制度、醫護專業資格認
證不同，但是防疫是當前頭等大事，制度差異不
應成為本港防疫不可跨越的障礙，不能因為一條
邊境線令本港和深圳的疫情處置判若雲泥。本港
距離深圳近在咫尺，從新界到深圳市區的車程在
一小時之內，為拯救市民、控制疫情的大局着
想，也為避免本港公共醫療體系崩潰、疫情失
控，政府和社會各界都應以非常時期、非常辦法
的態度，主動積極做好抗疫合作。

突破制度藩籬 尋求內地支援本港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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