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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誠可貴 生命價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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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誠可貴，生命價更高！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形勢之嚴

區政府有責任也有法律賦予的權力，因應疫情風險依法果

峻前所未有，對市民生命安全造成嚴重威脅。生命不能復

斷推延立法會選舉，作出對公共衞生安全負責任的嚴肅決

還，選舉卻可以延後，生命安全比選舉更重要！延期選舉

定。鑒於疫情將會延續到明年，為了專心抗疫，消除因選

出發點是為了公眾安全，首要考慮是防疫和市民健康，而

舉而傳播病毒的風險，並配合立法會周期，特區政府需依

不是政治。延後選舉更是全球防疫抗疫的普遍操作，香港

法押後立法會選舉起碼一年，這是合理、合情、合法的決

民意也大多支持延後立法會選舉。生命安全高於一切！特

定。

盧文端 全國僑聯副主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香港疫情形勢極為嚴峻，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急劇
上升，連續多日個案逾百，破單日確診個案新高，
死亡人數短期內倍增。尤其令人憂慮的是，本地個
案涉及範圍廣泛，同一時間出現多個社區感染群
組，而且確診者背景多元，不少個案源頭不明，追
蹤接觸者及切斷傳播鏈的工作困難重重。社會上有
很多聲音要求將 9 月的立法會選舉延後一年，特區
政府確有必要為立會選舉延期做好準備。

嚴峻疫情之下選舉會造成嚴重不公
眾所周知，選舉無可避免存在各種候選人宣傳、
拉票、探訪、交流等人流聚集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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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香港正在爆發第三
波疫情的形勢看，確診個案遍及全港不同地區、階
層和群組，估計有大量無病徵的隱形患者潛伏社
區。防疫專家已強烈建議特區政府果斷限制社會人
群聚集，這是截斷病毒傳播鏈的一個關鍵措施。目
前，香港已停止各種大型活動，各項抗疫工作加
緊進行，目的就是為免疫情惡化。如果因為立法

會選舉的各種聚集活動，引發香港第四波疫情，後
果不堪設想。
由於面對嚴重的健康安全風險，在嚴峻疫情之下
進行立法會選舉，既缺乏民意認同，也對選舉造成
不公。有三種情況特別值得留意：其一，長者是疫
情的高危群組，且死亡率高，嚴峻疫情下，很多長
者因擔心輪候投票增加感染風險而不去投票，這對
長者選民本人及其支持的候選人都不公平。其二，
有數以十萬計的選民因為防疫的種種限制而不能回
港投票，令一些候選人失去足以影響選舉結果的支
持票。其三，一些顧及市民健康的候選人，會遵守
限聚令，壓縮選舉活動，但也有一些候選人不顧疫
情風險進行各種拉票活動，在競選活動上明顯佔
優，這也會造成選舉不公平。

延後選舉是全球防疫抗疫普遍操作
從疫情傳播風險考慮，延後選舉更是全球防疫抗
疫的普遍操作。根據國際組織國際民主和選舉援助
學會（International IDEA）資料顯示，自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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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意大利原定 3 月底舉行一項有關減少國會議員數目
的全民公投及多項地方選舉，原訂 5 月 10 日舉行的
波蘭總統選舉等。美國媒體《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早前亦刊登專題報道指出，新冠病毒造
成的人群阻隔，令至少 56 個國家或地區推遲了各種
不同性質的選舉投票。值得留意的是，法國今年 3
月 15 日堅持組織今年首輪市鎮選舉，馬恩省聖布里
斯─庫爾塞勒市的 74 歲市長列斯庫謀求連任，卻在
首輪大勝 15 天後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副市長拉魯埃
特稱，市長毫無疑問是在選舉期間感染的。除市長
外，該市 19 個當選的民意代表中，亦有 10 多人染
疫。這些慘痛教訓，毫無疑問為香港立法會選舉響
起警號。
香港民意也大多支持延後立法會選舉。「一國兩
制」研究中心於 7 月 12 至 21 日進行的民調顯示，把
不表態的回應剔除，有 54%受訪者認為應推遲選
舉，從回應的數據趨勢發展來看，是愈來愈多市民
傾向押後選舉；問及如果疫情惡化，出現不少社區
感染，選舉日「一定會去投票」的受訪者更馬上急
跌逾10個百分點。

蔡德河 原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
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
參加座談會的企業家，既有中央企業的
負責人，也有民營企業的代表；既有內
地的業界知名人士，更有香港和澳門的
企業家翹楚。會上，習主席深刻分析了
當前中國經濟運行面臨的國內國際形
勢，特別強調企業家需要增強愛國情
懷，把企業發展同國家繁榮、民族興
盛、人民幸福緊密結合起來，主動為國
擔當、為國分憂。香港商界一向愛國愛
港，不遺餘力支持國家建設、推動改革
開放，堅定按照習主席的指示為國為港
排難解憂，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共
圓中華民族復興夢。
對於香港商界、企業家來說，愛國情
懷，首先就在於準確理解「一國兩
制」，堅守「一國」之根，善用「兩
制」之利。

堅定不移支持國安法
香港回歸以來，準確理解「一國兩
制」、積極踐行「一國兩制」，是香港
企業家的主流。在當下，準確理解和積
極踐行「一國兩制」有了新的時代內
涵，那就是必須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國

安法，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企業家辦企業，以市場規則辦事，這
天經地義、無可厚非。但優秀的企業家
不僅僅是簡單地從事商業活動，更不能
唯利是圖。祖國好，香港好；香港好，
祖國更好。這是香港商界必須恪守的做
人、經商最基本理念。熱愛祖國表現在
具體行動上，首先就要發自真心地維護
國家安全，任何時候都堅持國家和香港
的根本利益重於個人的經濟利益。如果
國家安全無保障，港商港企不可能創富
發展。
「有多大的視野，就有多大的胸
懷」。優秀的企業家一定要具備謀劃
全域的能力，從戰略全域思考企業發
展。香港經歷了去年的社會動盪，又
經歷了突如其來的疫情侵襲。香港商
界在國家和香港建設最需要的時刻，
應該義無反顧地站出來，以商界的影
響力，負起支持國家和香港戰勝挑戰
的歷史重任。香港商界既要背靠祖
國、立足香港，亦要放眼世界，不斷
利用熟悉兩地的優勢，拓展國際國內
兩個市場，提高把握國際規則的能
力，提高國際市場開拓的能力，提高
防範國際市場風險的能力，在集中力

量辦好自己的事的過程中，服務好國
家、香港的經濟發展，改善民生。

做大做強就是愛國
毋庸置疑，疫情加速了產業鏈供應鏈
的調整。歐美各國基於本國製造業空心化
現象對國家安全的危害，紛紛推動產業鏈
供應鏈的調整，逆全球化加劇。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在美國為政治私利，煽動糾集
盟友，無理加緊對中國的圍堵，中國經濟
發展正面臨嚴峻挑戰。誰掌握了產業鏈、
供應鏈、價值鏈，誰就掌控了世界。香港
商界要在全球供應鏈距離縮短、區域化一
體化的趨勢之中，不斷提升自身實力，為
香港和國家作出更大的積極貢獻，這也是
愛國的表現。
今年上半年，中國對東盟進出口同比增
長5.6%，東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
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建設依然穩
步推進，香港商界也要抓住機遇，大力開
拓東南亞市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
「一帶一路」建設，運用香港的國際金融、
經貿中心地位，扮演全球資源整合者和產
業鏈、供應鏈的重要供給者，真正做到發
揮香港優勢、配合國家發展所需，同時把
香港商界做大做強。

齊心抗疫毒與「港獨」 全民力救民生經濟

為國為港分憂解難 港商港企有擔當

「攬炒派」
又要
「攬炒」
又要參選癡心妄想

鑒於疫情將會延續到明年，為了專心抗疫，消
除因選舉而傳播病毒的風險，並配合立法會周
期，特區政府應當機立斷押後立法會選舉起碼一
年。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可以依據《立法會條
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預防及控制疾
病條例》的有關規定，盡快頒布規定延遲立法會
選舉一年。特區政府作出這樣的決定，合理、合
情又合法。

特區政府有責任也有權力依法推延選舉
選舉誠可貴，生命價更高！生命不能復還，選舉
卻可以延後，生命安全比選舉更重要！疫症無情，
許多人失去親人，悲痛無比；更多病人飽受病魔折
磨，深受痛苦，對疫情流播有切膚之痛。人命關
天，必須愛護珍惜；對抗疫情，切忌心存僥倖。當
前疫情肆虐，延期選舉就是為了阻止人群聚集，截
斷傳播鏈，出發點是為了公眾安全，首要考慮是防
疫和市民健康，而不是政治。特區政府有責任也
有法律賦予的權力，因應疫情風險依法果斷推延
立法會選舉，作出對公共衞生安全負責任的嚴肅
決定。

王再興 第十一、十二屆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江西社團(聯誼)總會主席
香港國安法不久前成功落實，這對愛國愛港人士帶來莫大的
信心，也看到香港早日恢復秩序的希望和曙光。在立法會選舉
逼近之際，攬炒派為操控選舉進行所謂「初選」，有關政綱赤
裸裸地煽動仇警情緒、聲言要癱瘓政府運作，當選後要支援街
頭「抗爭」，及明確反對香港國安法立法等。對於他們公然挑
戰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的言行，當局必須依法追究。
「初選」完全目無法紀，是對特區憲制秩序的嚴重挑戰。因此，有關當局必
須依法追究，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特區長治久安。香港國安法無
損香港的高度自治和香港居民的權利與自由，如果沒有這部法律，香港以至整
個國家可能會出現重大的國家安全危機，所以它也是一部「保命」的法律。香
港國安法列明，參選人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者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
特區。
香港國安法一出，曾支持所謂「港獨」的攬炒派退的退、走的走，更有所
謂「港獨」組織直接解散。然而仍有一部分攬炒派公然操縱民意，大搞所謂
「初選」，影響選舉公平。更有人聲言要「抗擊『中國殖民暴政』，捍衛
『香港民族尊嚴』」。「初選」組織者更聲稱有「61 萬港人」參與投票，所
謂的「初選」，不僅沒有任何法律根據，更有分析指出，經調查近期新增感
染個案及爆疫地區後發現，疫情的爆發時間與攬炒派接連舉行「七一」非法
遊行、「初選」兩場大型活動的時間十分吻合。在疫情嚴峻下非法聚眾，尤
其是在全港各區搞的「初選」投票，令病毒「遍地開花」，無異於「攬炒」
全港市民。
面對嚴峻的疫情，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正齊心協力做好疫情防控，特區政府
正面對回歸以來最複雜的課題，包括防疫抗疫、保障基層、保民生及經濟、保
就業等等。現時失業率高企，中小微企的生意在經過過去一年黑暴的衝擊，再
加上疫情的夾擊，每況愈下，若控疫措施不斷收緊，無疑令現時生意瀕臨倒閉
的商家雪上加霜。
香港經濟的復甦、長治久安、繁榮和穩定需要每一位愛國、愛港香港居民作
出正確的選擇，發出正義的聲音，做出積極的舉動。我們要通過自身的、積極
的、一致的努力，盡快、盡早形成「萬眾齊心抗疫毒與『港獨』， 全民出力
救民生與經濟」局面。香港選民絕對有機會獻出自己的力量，那就是在接下來
的立法會選舉中投建設力量一票，必須阻止攬炒派賭上全民福祉、癱瘓議會。
我們要以議會正能量重啟經濟，重新出發。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這樣一條對抗路線、反國安法路線、與
國家對抗的路線，就預了有這一天。這
樣，給他們一日或一年又有什麼分別？
在剛過去的所謂「初選」中，幕後大
台已經通過一場人為操控的「篩選」對
反對派進行了「大換血」，黃碧雲雖然
掙扎求存，臨老轉激，但不論民主黨如
何動員都難挽敗局，街工、工黨不論如
何搖尾乞憐，但都被大台視為「棄
子」，用完即棄。大台「初選」目的就
是要將反對派徹底變成「攬炒派」，再
不容許內部有畏首畏尾者，不容許對
「攬炒」路線有絲毫保留者，否則就被
掃地出門。
所以，在「初選」中雀屏中選的「攬
炒」分子，隨即投桃報李，表示將全面
擁抱大台的「攬炒」路線和綱領，並簽
下「投名狀」表明當選後將癱瘓議會，
當中包括公民黨、民主黨這些老牌政
黨。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早前更表示，他
們 4 名地區直選參選人不簽署「確認
書」，公民黨並會繼續依照早前簽署的
「抗爭派立場聲明書」，指若果反對派
在新一屆立法會達到議席過半，會否決
所有政府法案，以及撥款申請。
楊岳橋言下之意，是他們既可不簽
「確認書」，表明「攬炒」路線，但同
樣可以「入閘」參選，甚至當選成議
員，從而「攬炒」議會。或者，楊岳橋
還在守着「老黃曆」，以為簽「確認
書」只是自願，以為只要反對派夠多人
不簽，政府也會投鼠忌器放他們「入
閘」，這完全是一廂情願，也是癡心妄

想。
香港國安法第 6 條訂明，「香港特別
行政區居民在參選或者就任公職時應當
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者宣誓擁護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
條法例明確了兩個原則：一是所有參選
者都必須「簽署文件」確認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這份文件自然
是選舉「確認書」，這已經成為參選提
名表格的一部分。二是法例表明參選人
是「應當」簽署，而不是「可選擇」簽
署，這說明「確認書」具有十足的法律
效力，是參選人報名的法律要求。
所以，報名參選者如果拒絕簽署「確
認書」，意味並沒有完成提名工作，也
表明參選人拒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從法
律上、政治上都不具備參選要求。參選
人拒絕簽署「確認書」意味放棄參選資
格，當中沒有可質疑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攬炒派」不簽署「確
認書」，是在表明一種對抗、鬥爭的態
度，也是表明當選後將會「攬炒」議
會、癱瘓議會的立場。這個立場不但違
反了基本法，更觸犯了香港國安法的
「顛覆政權」罪。如果這樣的人都能
「入閘」，香港國安法豈不成了無牙老
虎？如果人多就可以「法不責眾」，香
港還有法治可言嗎？果斷 DQ，大面積
DQ，現在看來已是無可避免，這也是
「攬炒派」求仁得仁。

抗拒內地醫護馳援抗疫極度自私

選舉主任周六要求部分立法會選舉參
選人，回應他們之前有關乞求外國制裁
香港、否決財政預算案等重要法案、反
對香港國安法、推動「港獨」、改變香
港地位等問題。「攬炒派」隨即反應激
烈，公民黨一邊說時間不足，一邊又花
幾個小時召開記者會，黨主席梁家傑指
參選人於周六中午後才收到信件，卻被
要求 24 小時內作答，是非常不合理及具
壓迫性的操作，斥此舉「完全不能夠接
受」。梁家傑更發爛渣指選舉主任如要
找「口實」，可以「生安白造」、穿鑿
附會、無中生有云云。
梁家傑身為資深大律師，說話完全可
以不講道理不講法理，選舉主任要求參
選人回應有關問題，是在履行職責，也
是有法可依。之前選舉主任 DQ 時，有
人不是指沒有讓參選人回應嗎？現在要
求「攬炒派」回應又有何問題？至於時
間不足云云，更加是在裝瘋賣傻，選舉
主任問的問題都很實在，參選人難道不
知道自己以往做過些什麼、鼓吹哪些綱
領嗎？至於未來是否繼續要求外國制
裁、是否堅持「攬炒」綱領、癱瘓議
會，這些問題請問有什麼難答？「攬炒
派」既然已經投向了「攬炒」路線，直
說無妨就可以，回答也不需一分鐘。
事實上，「攬炒派」反應激烈，並不
在於什麼時間緊急，而在於擔憂選舉主
任真的嚴格依法辦事、依法把關，所以
他們需要時間去研究，去鑽空子，企圖
避 過 DQ。 但 世 上 有 這 樣 理 想 的 答 案
嗎？當然沒有，「攬炒派」既然走上了

關品方
香港第三波疫情持續惡化，情況堪虞。政令不從、測試太少、確診太遲、溯
源不力、隔離不足、醫護疲勞，此六大漏洞和缺失，是香港疫情惡化的病因。
據傳特區政府已向中央反映，若本地醫務系統不勝負荷，希望中央能協調內地
醫務人員，來港緊急馳援。這個做法十分合理及時。
但有少數醫學界人士竟然反對內地醫護支援香港。有人表示，內地醫護沒
有在港執業的資格，不適宜在港行醫；公立醫院醫生用英文寫病歷和藥物，
用電腦輸入資料；內地醫護講普通話、寫簡體字，認為內地醫護來港反而幫
倒忙，只會造成混亂、難以合作；亦有人更表示，現時醫管局住院率不足一
半，兒科床位使用率僅約三成，因此醫管局並無人手不足，無須內地醫護到
來。
有關說法根本無視本港疫情吃緊、病床人手不足的危機。有報道指出，本港
確診個案連續多日破百，公立醫院面臨爆煲。有醫護反映，有確診者在家等待
三至四日才獲安排入院，醫院管理局亦承認，現有超過一百名確診病人在家等
待送院。危機迫在眉睫，少數醫護用有色眼鏡看待內地醫護人員來港馳援抗
疫，找來各種藉口反對，首先是罔顧港人健康安全，以政治凌駕抗疫。猶記半
年前，有黑心醫護罷工逼政府封關，擅離職守。如今抗拒內地醫護馳援，同樣
是政治干擾抗疫的重演。
其次是有醫護怕此例一開，內地醫護來港搶飯碗。這更是無稽之談。本港少
數醫護界長期以保障業界質素和市民利益為名，抗拒開放競爭，一直為人詬
病，市民已深感無奈。如今少數醫護以政治偏見排斥內地同業來港援助，可見
該等醫護已病入膏肓，以私利為重，無藥可救。內地醫護來港是為了協助抗
疫，絕不是為了搶飯碗。有這樣狹窄想法的人，根本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
腹。
內地醫護已達極高水準，什麼語文溝通、專業資格問題，通通都是藉口。辦
法總比困難多，何況這些都是不難解決的技術性問題。港大深圳醫院盧寵茂表
示，港大深圳醫院隨時候命支持香港抗疫，就可看到心態的分別，涇渭分明。
事實上，內地成功抗疫，成為世界典範，掌握豐富的抗疫經驗，目前最值得
香港學習、借鏡。抗疫救人是當前頭等大事，本港必須打破少數醫護挾病人以
自利，甚至要挾政府繼續搞保護主義的思維局限。特區政府必須頂住壓力，尋
求內地醫護支援，拯救港人於水深火熱之中。凡是不願意與內地同業合作的無
良醫護，可靠邊站；願意合作的，予以獎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