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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爆發了第三波疫情，單日確診病例超過百例，創新冠疫情爆發以來
的新高，一時間香港市民人心惶惶，擔心疫情徹底失控。對此，特區政府
進一步加強疫情管控措施，希望能在短時間內取得成效。
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香港共經歷了三波疫情，第一波來自於內地，通

過嚴格關口控制，疫情得到了有效的管控。第二波來自於香港境外，每天
都有一定數量境外確診病例，並嚴重佔用了香港本就稀少的醫療資源。第
三波就是本土病例爆發，第三波病例與第二波病例管控不嚴有莫大關係，
不少境外病例潛伏於本土，加之香港反對派借反香港國安法鼓吹街頭抗
爭，加劇了第三波疫情的爆發。
面對來勢洶洶的第三波疫情，特區政府該如何應對，顯得十分關鍵。
首先，香港防疫抗疫要有「一盤棋」大局觀念。這個「一盤棋」就是全

國一盤棋，香港是中國的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因此時刻要堅持貫
徹「一國兩制」原則。
針對新冠病毒這類涉及面廣的疫情，香港政府不能也無法獨善其身，必

須要與中央政府以及其他臨近省份保持積極有效溝通，要確保把香港疫情
放在中國疫情的全域範圍內來看，絕不能讓香港疫情成為漏洞和短板。
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龍頭，不能因為疫情原因把大灣區建設規劃割

裂、打亂，這既不利於香港自身發展，也不利於國家經濟整體發展。香港
至少需要建立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疫情聯動機制。
其次，香港防疫抗疫要堅持「一國」資源分享原則。香港是一個國際化

大都市，但歸根到底還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在香港疫情肆虐時，香港政
府可以向中央政府請求協助，在各類資源上都可以協助香港抗疫防疫。香
港有必要請求中央政府提供援助，比如，防疫抗疫物資保障、醫療資源保
障、專家醫療組，尤其是新冠病毒試劑檢測能力保障，甚至在疫情嚴重
時，可以協助香港建立方艙醫院或與深圳等城市協同救治病患。只要香港
提出實際需求，中央政府都會不遺餘力協助香港政府和市民渡過難關。
第三，香港防疫抗疫要做到「截堵增量、挖掘存量、提升效率」。
一是在疫情比較嚴重時期，香港政府一定要嚴格限制境外病例輸入，絕

不能再居家隔離，甚至可以減少或取消來自疫區國的航班，將本就不足的
醫療資源優先服務於本土疫情控制。
二是香港政府要下大力氣動員社區基層力量，一個區一個區嚴格快速拉

網檢測，一個群組一個群組定點排查檢測，並要求香港市民減少沒必要的
外出。

三是香港政府要提升防疫抗疫效率，杜絕檢測壟斷，積極引入效率高、
速度快的內地檢測機構和醫療救助機構，協助香港做好上述工作。

第四，香港防疫抗疫要結合香港國安法和相關法律實施。疫情被少數反
對派政治化，一意孤行要「攬炒香港」，目的就是要奪權亂港，這本身就
嚴重違反了香港國安法和相關法律，特區政府要用香港國安法和相關法律
嚴懲這些亂港之徒。

由戴耀廷、區諾軒和趙家賢牽頭的反對派立法會「初選」機制，可謂是
照搬了政府舉辦的立法會選舉機制，幾可亂真。
兩者都有以下的共性：1、參選人要提交100名選民提名；2、參選人要

繳納選舉保證金；3、參選人要事先簽署確認書/協議；4、有報名期；5、
有對外公布最終入選的候選人名單；6、有競選拉票期；7、有投票日；
8、有投票站給選民投票；9、有選票供選民投票；10、有票站工作人員核
實選民的資格；11、有對外公布選舉結果。

所謂「初選」的選民是與政府舉辦的立法會選舉的選民一樣的，已經在
香港特區政府選舉事務處登記的「正式選民」。所謂「初選」的工作人員
等同政府立法會選舉的工作人員一樣有核實選民身份的過程，避免重複投
票。
凡有意參與反對派立法會「初選」的人都要先簽署一份協議或稱確認

書，承諾共同的追求和對選舉結果的尊重，正如政府要求每一位立法會參
選人在參選前要簽署選舉確認書一樣，都要共同遵守選舉規則。

7月13日，操控「初選」的戴耀廷出席電台節目時更威脅若有參選人背
棄初選協議，落敗後在9月立法會中出選，是「政治自殺」。他稱：「我
相信個認受性、約束力相當之強，就算有人係要背離協議，其實佢自己要
負上極大政治風險，甚至乎可以講係政治自殺。」
7月14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透過推特發表聲明，熱烈祝賀香港反對派

舉辦的「初選」成功。蓬佩奧對香港反對派「初選」的強力加持，增強了
選舉結果的阻嚇力，誰敢不從？誰敢不服？誰想「政治自殺」？同日，民
主黨現任立法會議員黃碧雲因為在九龍西「初選」9張名單排第7，召開
記者會承認落敗，宣告絕不會報名9月份的立法會選舉。陪同出席的民主
黨成員都神情凝重，看似百般滋味在心頭，明明今年民主黨在九龍西有強
勁的樁腳力量，卻無緣競逐九龍西的立法會議席。

操控「初選」的戴耀廷透過電台發出背棄「初選」協議是「政治自
殺」、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公開聲明祝賀「初選」成功、民主黨黃碧雲
召開記者會承認落敗不再參選，明眼人都清楚這擺明干擾了香港的立法會
選舉，干擾香港選民的選舉權。此舉無疑是起了殺雞儆猴的脅迫作用，參
與所謂「初選」落敗的人一定會乖乖就範，誰敢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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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錦鉉 城市智庫召集人

必須嚴正依法追究「初選」的刑責
違法「佔中」首犯戴耀廷等人無

視特區政府警告，舉行「攬炒」陣

營「初選」，特區政府、中聯辦、

港澳辦接連發聲明，嚴厲譴責「初

選」非法操控選舉，公然挑戰基本

法和香港國安法。特區政府必須嚴

正依法追究「初選」的刑責，廣大

選民更應看清「初選」禍港殃民的

反民主本質，凝聚強大民意遏止

「攬炒」香港。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初選」結果顯示，傳統反對派在是次「初選」
中不敵激進攬炒派，「激進抗爭派」全面勝出。美
國國務卿蓬佩奧高調祝賀香港反對派「初選成
功」，充分暴露外國勢力借助在港的政治代理人，
操控香港選舉，企圖實現其政治圖謀。

再三操控破壞選舉的公平公正
近年來每次選舉，戴耀廷和壹傳媒老闆黎智英，

都會搞選舉協調，而且愈搞愈具規模，成為反對派
的選舉大台。他們的選舉協調，表面上用投票、民
調等方法，看似客觀科學，實際上在他們的操控
下，整個反對派陣營就只剩下愈來愈激進的反中亂
港路線。
戴耀廷一而再、再而三操控破壞公平公正的選舉，

可謂劣跡斑斑。在上屆立法會選舉中，他推動所謂
「雷動計劃」，明目張膽呼籲選民「棄保」，通過大
規模「配票」方式，扶植反中亂港的「新貴」上

台；戴耀廷為反對派布局2019年區議會選舉又獻
「造王」計，提出「風雲計劃」，目的是要在去年區
議會選舉中，將反對派的議席由約100席大幅增加至
300席以上，藉此搶佔相關的117個選委席位，為下
一屆特首選舉「造王」作準備，由於黑暴「攬炒」興
風作浪，戴耀廷的「風雲計劃」竟然得逞。
戴耀廷從非法「佔中」、「修例風波」，到發起

「雷動2.0」、「35+計劃」，目標是奪取香港的管
治權，妄想上演港版「顏色革命」。現在戴耀廷又
策動黃營「初選」，意圖通過對9月立法會選舉的
操控，以獲得「大殺傷憲制武器」去癱瘓特區政府
和「攬炒」香港，實現徹底的「奪權」。

戴耀廷必須受到國安法嚴懲
特別值得警惕的是，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參

與「初選」的反對派人士居然簽署「共同綱領」，
並肆無忌憚地揚言，協調反對派參選立法會的目標

就是要控制立法會、否決財政預算案、癱瘓特區政
府、全面「攬炒」香港、顛覆國家政權，露骨觸犯
香港國安法以及香港本地選舉法律。
今年4月，戴耀廷在《蘋果日報》以《真攬炒十

步這是香港宿命》為題撰文，內容中的一系列沙盤
推演，包括「街頭抗爭」、「血腥鎮壓」、「香港
社會陷入停頓」，最後以「西方對華政治經濟制
裁」點題，圖窮匕見褪去了所謂「攬炒」的虛偽外
衣，也暴露了戴耀廷策動「初選」，是企圖推翻特
區政府，最終目的是顛覆中央政府。香港國安法有
兩條涉及對戴耀廷的指控，其中第22條規定「嚴重
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
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第29
條規定「勾結外地對香港特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
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即屬違法」。戴耀廷必須受
到國安法嚴懲。

戴耀廷早已揚言，要以獲得「大殺傷憲制武器」

去達到阻撓政府施政、「攬炒」香港的目的。戴耀
廷去年被判囚16個月，結果僅服刑4個月便獲准保
釋等候上訴。一位有案在身的人還能繼續興風作
浪，通過非法「初選」，煽動一些支持者和年輕人
對抗香港國安法，危害國家安全，是可忍，孰不可
忍？
此次戴耀廷發起「民主派35+公民投票計劃」眾

籌並捲入「黑金案」，暴露他是黎智英「黑金政
治」鏈條上的棋子，而黎智英背後另有來自外國的
「超級金主」。「黑金」問題揭示出外國大金主、
黎智英、戴耀廷、鍾庭耀等在「黑金鏈」上的關
係，此次戴耀廷等發起的「眾籌」，與「黑金鏈」
的關係昭然若揭。
香港國安法言必行行必果，對外國反華勢力干預

香港事務是強力警告，對鋌而走險觸犯國安法的首
惡分子是利劍高懸。戴耀廷操控破壞選舉，必受國
安法嚴懲！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近期本港疫情告急，單日
本地確診個案創下過百宗的

新高，不明源頭的感染個案越來越多，不
少專家已建議政府採取禁足令。在疫情高
危、短期內難以控制的形勢下，以保障市
民安全健康為首要考慮，特區政府應果斷
決定押後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減少人群聚
集、擴散病毒的風險。
世界各國各地不少地方都有因防疫需要而

推遲選舉的安排，這是對民眾負責任、有擔
當的表現，特區政府也應當機立斷。本港近
期確診個案每日都近百宗，已經出現第三波
亦是最嚴峻的一波疫情。新冠疫情在本港再
度亮起紅燈，市民盡可能減少外出、避免社
交接觸是防疫的最基本要求。
另一方面，本港即將在9月進行立法會

選舉，距今不足兩個月時間，而且立法會

選舉提名期已展開，各政黨、參選人的拉
票活動開始活躍，難免會在街頭、社區展
開宣傳造勢活動，盡最大可能廣泛接觸選
民，吸引選民支持，這勢必造成大規模散
播病毒巨大危機，而且吸引市民聚集隨時
違反「限聚令」。

有媒體分析，本港此波疫情，與反對派
處心積慮策劃的非法集會和「初選」有密
切關係。事實反映，本港疫情惡化，很大
程度是因為反對派搞的非法選舉所導致
的。反對派為了政治利益，犧牲市民的健
康安全，特區政府必須抵制這種自私冷
血、不負責任的行為。在疫情最危急的時
候，首要考慮是防疫和市民健康，其他政
治考慮都應暫時放下。
據國際組織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IDEA）統計，自2020年2月21日至7
月15日，全球至少有67個國家或地區，
因新冠肺炎疫情決定推遲全國或地方選
舉，其中至少23個國家和地區決定推遲全
國大選和公投。原定今年5月舉行的英格
蘭地方選舉，推遲一年至明年5月舉行；
法國政府3月17日起封城，卻在15日堅持
組織了今年的首輪市鎮選舉，結果多名市
長、鎮長在選舉中感染病毒而去世，因
此，法國地方選舉的第二輪投票，原定今
年3月舉行，因疫情推遲至6月28日。
汲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教訓，特區

政府絕不能對疫情心存僥倖，以為可在短
期控制疫情，9月份可照常選舉，更要頂
住反對派的無理攻擊，必須以市民健康安
全為重，負責任地推遲選舉，相信會獲得
大多數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以市民安全為重 果斷推遲立會選舉
徐 莉 九龍社團聯會常務副理事長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
情況，特區政府早前宣布對

餐飲業一系列被稱為「史上最嚴格防疫
令」的多項舉措。香港從來都是一座不夜
城，不論國際金融公司的運作，或是市井
百姓的夜生活，甚至衆多街區商場食肆林
立，燈紅酒綠，常開到深夜。所以特區政
府出台的最新防控措施，在短期內必定會
對餐飲界造成極大甚至致命的影響，但是否
有效最重要的還在於市民大衆的盡力配合。

香港的環境比較密集，每個人自己的空
間也比較小。但幸好港人有戴口罩的習
慣，並且個人衞生做得較好，否則這波疫
情有可能更嚴重。個人認為，若以歐美標
準，香港做得不算差，只是感染個案再次
增加且部分源頭不明，令整個防疫抗疫工
作面對新一輪挑戰。暑假原是傳統的消費
旺季，加上市民因疫情未能外遊而留港消
費，本應有望刺激本地零售餐飲等行業的

生意，反覆的疫情無疑令經濟邁向復甦的
過程變得不明朗。
疫情能否控制住，主要在於特區政府能

不能將隔離和篩查做得更到位。正如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形容，無論是防疫抗疫的工
作，抑或是推動經濟復甦的工作，都是一
場耐力賽。
作為工商界的代表，我們樂於見到特區

政府早前出台的紓困穩崗措施，雖然杯水
車薪，但是我們看到了政府的誠意，長期
而言，我們希望有關部門能夠找到社區感
染的源頭，盡快平復疫情，這樣餐飲界甚
至整體經濟才有望逐漸恢復。
雖然減少不必要的出行重要，但若長期

持續地停止大部分經濟和民生活動，反而
會削弱長期防疫的能力。因此，做好防疫
和保持部分經濟活動，滿足民生需要，同
樣重要。
本會成員均是深愛香港的商界人士，定

會同心合力保持最高度的防疫意識，避免
鬆懈，盡量減少外出，保持社交距離，對
自己負責同時也對他人負責，並致力呼籲
市民盡量避免前往人多聚集的地方、佩戴
口罩並勤洗手、大型企業的員工盡可能居
家辦公等，積極配合防疫，以緩解疫情的
進一步擴散。
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民生聯繫緊密，長

遠而言，疫情可能還有多波爆發，我們期
望國家調派內地醫護人員來港幫忙做檢
測，甚至參考北京新發地的控制疫情做
法，例如特定區域人員須檢測病毒且呈陰
性才可離開，同時在嚴重出現的地方及為
有關聯的人士開展大規模核酸測試，嚴格
執行聚集、聚會及聚餐的命令及宣傳，同
時從外地入港人士不要家居隔離而應集中
隔離，努力把香港疫情控制下來，讓灣區
能夠做到抗疫一體化，以解決關口開不了
的問題。

齊心完成防疫抗疫與經濟復甦耐力賽
盧錦欽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

全港市民在最近兩星期都忙於如何做
好抗疫工作的時候，戴耀廷日前透過反
政府媒體，刊登一篇名為《初選就是抗
爭》的文章，大吹大擂他所策劃「民主派
初選」如何取得空前成功，如何得到廣泛
「市民」支持。然而，對於全港市民來
說，整篇文章最惹人憤怒的是，戴氏偷
換「民主」、「抗爭」概念，將違反基
本法的原則，變為「合法化」和「合理
化」。
戴氏在文中列出眾多不同程度與「抗

爭」相近的「專有名詞」，由輕至重，由
淺入深，由「非暴力」至「暴力」，目的
就是鼓動他人，以不同程度「抗爭」手
段，來推翻現有的政府！最令人可恥的
是，戴氏將「抗爭」重新「包裝」過來，
將「抗爭」與「暴力」、「戰鬥」掛鈎，
慫恿眾多支持者繼續以非法手段，達到
「抗爭」的目的，與戴氏經常掛在嘴邊的
「違法達義」都是一路貨色。

諷刺的是，戴氏經常將「當權者打壓市
民」掛在口邊，試問香港曾幾何時發生言
論、集會自由被打壓情況？筆者認為，由
去年6月開始，黑色暴力不斷擴散的時
候，普遍市民的自由真真正正地遭受打
壓。而打壓者不是特區政府，而是縱暴
派！普通市民不能在街上作出支持政府的
言行，否則被視為「異見人士」，遭縱暴
派毒打，甚至「私了」，試問這是踏上
「抗爭之路」的「必要手段」？

最為人側目的是，戴氏在文中將「抗
爭」下了一個清晰的定義，就是「個人
或群體向當權者提出改變社會現狀的訴
求，遭拒絕而採取的行動，目標是要促成
想要達成的改變」。大家未必能了解這段
文字所表達意思，筆者嘗試以戴氏的一
貫手法，讓讀者明白戴氏的所謂「抗
爭」概念。在學校，學生如果不滿老師
所給予的功課，是否就可以毒打老師，
佔據校長室，挾持校長將老師炒掉？在

公司，僱員如果不滿老闆加薪幅度，是
否就可以挾持老闆解散董事會？以上統
統都不會存在文明的社會上。戴氏所提
出「抗爭」的定義，就是希望各位重回
蠻夷時代，如果有人不滿意現狀，就可
以用武力來對付當權者。戴氏的「抗
爭」概念無疑就是將「抗爭」變得「合
理化」。
最後，戴耀廷認為這次「初選」有着深

遠的意義，為香港政治文化帶來深遠影
響。筆者絕對「同意」戴氏的講法。首
先，這次「初選」讓廣大市民認清偽民主
派所舉行「初選」的背後動機，目的是違
法收集個人資料，在真正選舉當日，作操
控選舉，配票之用。其次，本港原在6月
下旬，已將疫情穩定下來，社會慢慢恢復
過來。但是，經過今次的「初選」，眾多
「選民」聚集多個「票站」，將病毒傳播
出去，出現社區大爆發，導致情況一發不
可收拾！

戴耀廷「抗爭」的詭辯
潘偉傑 時事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