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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第三波疫情嚴

峻，特區政府昨日將限聚令

收緊至兩人，各界均建議特

區政府考慮將9月立法會選

舉延期。不過，民主黨林卓

廷昨日在報名參選立法會新

界東直選時揚言，只要做好防疫措施，選舉帶來

感染風險「很低」，又聲稱特區政府是害怕在內

地的二三十萬港人來不及返港投票，才不斷用

「藉口」拖延選舉。多名政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林卓廷對選舉只作政治考慮，罔

顧市民健康，特區政府必須審視疫情風險，確保

任何參選人都能在安全情況下拉票，才能決定選

舉何時進行。

林卓廷昨日聲言，現時確診個案中無「初選」群
組，稱政府不應「借疫」推遲選舉。民主黨前

主席劉慧卿亦稱延遲選舉一年「無稽」，又謂各國正
計劃「派員監察」，呼籲中央及特區政府停止「小動
作」云云。

卿戴罩吻卓廷 證防疫零常識
兩人亦明顯毫無防疫常識，劉慧卿為了表示對林卓

廷的「祝福」，竟戴着口罩向林卓廷獻吻，如此不衞
生的場面令人譁然。

莫錦貴：疫情難免加劇
沙田鄉事委員會主席、經民聯沙田區議員莫錦貴表
示，自攬炒派在早前搞「七一」非法遊行及所謂「初
選」後，疫情持續爆發至今，而選舉的宣傳活動必然
涉及參選團隊與市民的互相接觸，難免有機會加劇疫
情，故他建議特區政府應以市民的生命安全為先，考
慮將選舉延至疫情受控後舉行。
他質疑，林卓廷等人是因為明知在內地居住的港人

多屬建制派支持者，出於政治考慮下，覺得使這批市
民不能返港投票對攬炒派較有利，故一直不顧疫情爆

發和市民的健康，強迫特區政府如期舉行選舉。

林港坤：拉票違「限聚」
民建聯沙田區議員林港坤表示，市民的健康永遠優

先，認為特區政府要專注做好防疫工作，而選舉過程
難免出現人群聚集及接觸，參選人的團隊亦會在各區
拉票，若選舉如期舉行，將會違背特區政府實施「限
聚令」等措施的原意，加劇疫情傳播。
他又指，目前多個確診個案的源頭未確定，有可能

與攬炒派早前的「初選」有關。
他認為，林卓廷等人罔顧疫情，想強推選舉，言論

都是只為其個人政治考慮，特區政府必須要全面評估
選舉帶來的風險，以人命為先。

黃碧嬌：只為政治私利
大埔區議會前主席黃碧嬌表示，選舉活動可能增加

市民感染疫症的風險，在疫情下亦難以進行選舉工
作，因參選人難以在部分確診地區擺街站接觸市民介
紹政綱，部分選民亦可能因擔心疫情而缺席投票。
黃碧嬌並指，攬炒派近日不斷以失實謠言抹黑香港

國安法，林卓廷等人只是想趁市民未理解真相前盡快

進行選舉，是只以個人政治利益為先。
立法會新界東參選人尚有陳克勤團隊、葛珮帆團

隊、李梓敬團隊，以及林克霖、陳玉娥、黃兆健、陳
志全、范國威團隊、劉頴匡團隊、何桂藍、楊岳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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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卓廷「謀票害命」反對延選舉
無視爆疫仍稱「風險低」政界批剝奪內地港人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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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中嘅所謂「抗爭派」
成日笑民主黨、公民黨等班老
「飯民」龜縮。近日，前「中
箭（香港眾志）」副主席、參
選立法會港島區嘅袁嘉蔚收到

選舉主任詢問佢個社交網站嘅「光復香港 時
代革命」相片，雖然講就講到自己好硬淨，但
為咗入閘，袁嘉蔚即刻昂首跪低，乖乖地將張
相下架。唔少網民都恥笑袁嘉蔚︰「又要做烈
女，又怕死，好×肉酸！」
「政治大嬸判」前日就喺facebook發帖話：

「老『販民』要跪就係意料中事，鬧都嘥氣！
但係你（袁嘉蔚）又話自己係『礦（抗）爭
派』，又話要凸顯『港共政權嘅荒謬』，點解
你要為個位跪低呀？你唔畀（俾）人DQ（取
消參選資格），老×點有籍（藉）口做嘢（搞
事）呀！」
唔少網民都鬧袁嘉蔚搞「港獨」又唔敢認。

「Michael Tse」話佢賴皮：「冇骨氣，敢做
唔敢認！」「Kong Tai Hong」都恥笑：「又
要做烈女，又怕死，好×肉酸！」「陸桂南」
改埋歌詞咁話：「上位太易，割得太遲！」

網民：十皮嘢筍工好大魔力
有網民就睇穿袁嘉蔚會昂首跪低，都係為咗

份十皮嘢筍工。「Patrick Chan 」揶揄：「我
哋真係好×鍾意呢份筍工！」「陳嘉偉」都
笑：「十皮嘢真係好大魔力！」有網民就講埋
如果袁嘉蔚當選會點：「十幾萬月薪入去吵吵
鬧鬧就放工，做得好啲打直入去打橫抬出嚟幾
開心，一早打扮得好啲着條短裙走光，又鬧非
禮又成功見報！」
「許煒炘」就道出現實：「今時今日有錢邊

個會出嚟抗爭啦！」
同區參選人還有張國鈞團隊、郭偉强團隊、葉劉淑儀
團隊，以及鄧偉俊、莊芷茵團隊、梁晃維、鄭達鴻、許
智峯、袁彌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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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多名
攬炒派分子昨日報名參選立法會換屆選
舉，當中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抗爭
派」張可森及黄子悅均表明不會簽署確
認書。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香港國安法規定參選人
參選時應簽署文件確認擁護基本法及效
忠香港特區，是次攬炒派參選人的行為
明顯是不遵守國安法，理應被取消參選
資格。

胡志偉黃子悅張可森涉違法
胡志偉昨報名參選立法會九龍東，稱
今次選舉最重要的主題是「香港人『反
抗』」，絕對不會接受成為「失去自由
空氣的奴隸」，並與團隊齊呼「抗戰到
底」。他又表明不會簽署選舉確認書。

「抗爭派」黃子悅及張可森昨日亦
一同報名參加立法會新界西選舉，兩
人均稱不會簽署選舉確認書，稱要用
「街頭抗爭力量衝擊腐朽的議會」，
更揚言選舉主任的提問是「政治打
壓」云云。

盧瑞安：借機挑戰法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表示，香港

國安法第六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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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攬炒派
既然要報名參加立法會選舉，就不要找
一些無謂的借口去挑戰規則及法律，若
參選人不簽署確認書，理應被DQ。

李引泉：國安法有規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引泉表示，香
港國安法就簽署確認書有明確規定，
現時攬炒派參選人不簽確認書的行為
明顯不符相關要求，故選舉主任應該
要DQ他們。
他又指，香港長期以來的優勢在於

法治，但現時法治受到挑戰，相關部
門應以嚴肅的態度去處理，「只有恢
復法治，香港才會有希望。」

李應生：代表放棄資格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應生表示，報

名參選立法會的人不簽確認書，便代
表他們主動放棄參選資格。他指有部
分攬炒派稱不簽署確認書是為了「抗

戰到底」，可見有關人等並不熱愛香
港。他希望，選民能綜觀攬炒派分子
的行為，作出一個明智的決定，選舉
主任亦應 DQ不簽署確認書的參選
人。

洪為民：非擁護基本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認為，簽署

確認書是其中一個最簡單的方式讓選舉
主任了解參選人是否擁護基本法及效忠
香港特區，質疑攬炒派參選人如此簡單
的事情都不做，可見非真心擁護基本
法、效忠香港特區，因此選舉主任應
DQ他們。
九龍東參選人還有鄧家彪團隊、黎榮

浩團隊、謝偉俊，以及黃之鋒、譚得
志、譚文豪、李嘉達、梁凱晴；新界西
參選人還有陳恒鑌團隊、麥美娟團隊、
周浩鼎團隊、何君堯團隊，以及鄭松
泰、郭家麒、梁飛雪。

攬炒派再多三人拒簽確認書 政界促DQ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曾在
其連鎖童裝店內擺放「港獨」物品的周
小龍，昨日透過facebook帖文，聲稱已
獲選舉主任馮惠芬通知，可以「入閘」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選
舉。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指，周小龍高調地表述其「港
獨」立場，選舉主任沒有向他提出質
問，便匆匆給予參選「入場券」，有失
職之嫌。
周小龍曾在其童裝店放所謂「民主女
神像」，並親手在有關人像上插上「光

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而「光時」
口號已被特區政府指出有「港獨」或顛
覆國家政權含意，亦有部分攬炒派參選
人因此被選舉主任去信追問，惟周小龍
卻能順利「入閘」。

梁志祥質疑另有原因
全國政協委員梁志祥表示，現時不同

選舉主任正向多名攬炒派參選人提出問
題，要求他們詳細作答，在公眾密切關
注事態發展，社會普遍聲音都認為「港
獨」不符參選資格時，但選舉主任卻讓

周小龍入閘，實在令人費解，質疑該選
舉主任失職，並質疑背後是否另有原
因。

陳學鋒料帶來大震盪
「議會監察」召集人陳學鋒指出，周

小龍公開、高調宣揚其「港獨」言論，
但終獲批准「入閘」參選，對今次的選
舉將會帶來很大的震盪，攬炒派會挑戰
其他選舉主任，質疑「周小龍入到閘，
我們為何不能入閘」，甚至引發更多爭
論。

他質疑有關選舉主任是否有其他考
量。

黃遠康憂成攬炒派藉口
工聯會地區幹事黃遠康表示，選舉主

任有失職之疑，因為周小龍在其商店內
長時間展示「港獨」物品，而且被傳媒
廣泛報道，選舉主任不會不知。今次讓
周「入閘」，將成為其他攬炒派更多藉
口，為求爭取「入閘」參選，不排除會
有更多政治舉動。
該界別參選人還有霍啟剛、李錦添。

「獨龍」竟「入閘」 選舉主任疑失職

■劉慧卿（右一）為了「祝福」林卓廷（右二），竟
戴着口罩獻吻，令人譁然。 林卓廷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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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疫情持續擴大，社區大爆發風險越
來越高。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透露，中央高
度關心香港，應特首呈請，可於短期內派
出專家隊協助在亞博館建方艙醫院，又可
協助本港加強檢測能力和在疫苗研發成功
後供應香港。中央全力解本港抗疫的燃眉
之急，關顧香港民生福祉和港人健康安
全，充分展示中央一以貫之對本港的關
心、愛護和支持。特區政府應把防疫救人
放在第一位，打破制度藩籬和思維局限，
做好前瞻性防疫預案，必要時果斷請求中
央提供更多援助。

這一波疫情來得十分迅猛，連續6日單
日新增確診破百。本港目前防疫抗疫的突
出短板，一是檢測能力嚴重不足，二是檢
疫隔離和治療設施嚴重不足。多日來，持
續有過百名確診者無法及時送往隔離病
房，大大增加感染其家人或社區擴散的風
險，也延誤病人的治療。在此關鍵時刻，
中央迅速出手協助提升本港檢測能力，盡
快在亞博館內建立「方艙醫院」，協助本
港採購疫苗，為本港送上「及時雨」。以
內地過去半年積累的豐富經驗和專業能
力，相信可以較快增強本港的防疫控疫能
力，為扭轉嚴峻局面注入強心針。

但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目前疫情持續
「高燒不退」是極危險的信號，確診個案
持續以幾何級增長的危機並未排除。醫管
局行政總裁高拔陞坦承負壓病床近乎「爆
滿」，整體公立醫院床位也瀕臨「爆
煲」。疫情惡化的危機迫在眉睫，特區政
府做好應對疫情惡化的預案刻不容緩。雖
然，現階段特區政府未請求中央在醫療人
員和大灣區醫療資源方面提供支援，但應

做好充分準備，必要時在這方面請求中央
支援。以亞博館新建「方艙醫院」而言，
最多可提供2000床位，但目前本港公立醫
療體系已人手不足，難以再抽調大批醫護
到「方艙醫院」，請求內地派出醫護增
援，特區政府應積極考慮。另外，政府可
以請求中央協調，整合大灣區資源支援本
港抗疫，利用臨近的深圳、珠海等地的醫
療資源收治本港病人，也可明顯紓緩本港
醫療壓力。

本港防疫抗疫的另一個大問題，是疫情
防控被政治化。港澳辦發言人昨日指出，
生命寶貴、防疫至重，香港是祖國大家庭
的一員，中央政府始終高度關心香港同胞
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但在這個時候，
卻有少數人甚至是醫護人員在政治偏見和
政治操弄的驅使下，挖空心思地拋出一些
奇談怪論、造謠污衊，企圖在特區醫護和
內地醫護之間製造人為的政治區隔，妨礙
中央對特區支援防疫的工作。本港少數無
良醫護，以內地醫護在港沒有執業資格、
香港藥名都是用英文等荒唐的理由抗拒內
地醫護支援，自私狹隘，只顧一己之利，
漠視公眾利益，與「政治攬炒」同樣令人
不齒。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在網誌
比喻，一名香港居民乘搭香港註冊的航
機，在3萬呎高空心臟病發，危急關頭，
難道也要剛巧在機上的內地醫生先考香港
執業試，才可施以援手？抗疫如救火，本
港當前最需要的是齊心協力，打破制度藩
籬，排除政治干擾，主動爭取、充分依靠
中央的支援，打贏本港抗疫的「攻堅
戰」。

中央支援顯關愛 打破藩籬共抗疫
本港疫情持續惡化，政府進一步收緊防疫措

施。從疫情走勢判斷，短期內很難明顯好轉，
能在保障市民健康安全的前提下進行立法會選
舉的可能性極小。為免加劇病毒社區擴散、保
障選舉公平公正，延後立法會選舉是明智和必
要的。延後選舉的做法合法合情合理，絕對不
存在損害市民政治權利的問題，也與世界多數
國家地區延後選舉的做法吻合，有利保障市民
安全健康，讓政府和社會各界集中精力防疫抗
疫。為避免浪費與選舉相關的社區資源，政府
應該當機立斷，盡快作出延後選舉的決定。

截至昨日，本港已經連續六日確診個案逾
百，而且幾乎每日都見新高，死亡人數短期內
倍增，社區大規模爆發風險非常高，昨日政府
再宣布4項防疫「加辣」措施，但專家對本港
能在短時間內控制疫情不表樂觀。港大感染及
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認為，政府的「限聚
令」由4人收緊至2人，作用未必明顯，建議
市民「社交戒嚴」，減少外出，才能徹底紓緩
疫情。

如今距離9月6日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只餘不
到40天，提名期至本月31日，而政府推出的
新防疫「辣招」，起碼要兩周時間才能見到效
果，寄望在40天內把疫情平息下來，乃至足以
進行選舉，希望渺茫。而且，即使防疫「辣
招」令疫情有所好轉，但若繼續進行選舉，競
選工程正式開展，拉票活動進入白熱化，不可
避免出現人群聚集的情況，勢必大大增加病毒
散播的風險，可能導致疫情重新惡化，再次對
市民的健康安全造成威脅。當前香港的首要考
慮是有效防疫，延後選舉對市民健康負責，符
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因應防疫的現實需要，延後選舉已成全球普
遍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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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總統選舉已決定
無限期延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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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肆虐，
推遲選舉是國際主流取態，符合科學，不存在
損害選民選舉權利的問題。另一方面，有數十
萬身居外地的港人因防疫限制而不能回港投
票，如果照常選舉，這些港人變相「被剝奪投
票權」。因此，推遲選舉，待疫情穩定後復
辦，才是真正維護選舉的公平公正。

至於延後立法會選舉的法律依據，政界、
法律界人士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意見。其
中，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引述《立法會條
例》第4條，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有權決定每
一屆立法會任期，提出可指定明年 10 月 1 日
才開始新一屆立法會，就能把選舉押後至明
年 9 月；曾鈺成還指出，按《釋義及通則條
例》第 46 條，凡條例授權發出或批准公告，
就有權力撤回所作的公告，特首有權指定選
舉日期，就有權力撤回。這意味着，即使新
一屆立法會選舉日期已刊憲，但特首亦有法
定權力作出調整。

有意見認為，政府可在8月下旬再決定是否
延後選舉，但不少人士認為此建議並不可取，
因為作決定的時間太遲。首先，競選期間必然
造成人群聚集，與保持社交距離的防疫要求背
道而馳；其次，競選活動要動用大量人力、物
力，為免浪費候選人和社會的寶貴資源，政府
應盡快作出延後選舉的決定，以利候選人和各
政團早作安排，重新部署選舉資源，這更有利
於政府和全社會集中精力同心抗疫。

延後立法會選舉應盡快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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