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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重中之重 選舉押後有利無害
本港近期爆發新冠肺炎第三波疫情，形勢嚴峻，社會各層面
無不為之緊張。根據特區政府衞生署數字顯示，自本月 1 日以
來，本港確診案例持續走高，疫情尚未出現緩和跡象。在這種
情況下舉行立法會選舉會構成人群聚集風險，特區政府應該慎
重考慮延期舉行選舉，以市民健康福祉為重中之重。
龔俊龍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
儘管政府早已推出不同程度的限聚令，呼籲民眾減
少戶外聚集，降低感染風險。但進入7月份以來，攬
炒派與反對派仍不懼香港國安法威嚴，置市民健康於
不顧，在全港各區頂風作案，先後組織各種非法集會
和非法「初選」活動，煽動市民上街聚集。食物及衞
生局前局長高永文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新冠病毒
潛伏期多數在四至七天，以此推算，第三波本地疫情
爆發與「七一非法集結」在時間上相吻合。

抗疫屬最緊迫工作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 22 日舉行記者會表示，
疫情近日急劇變化，7 月 8 日以來的新增個案中，有
8 成 4 是本地個案，社區大規模爆發風險極高。在此
情形下，對於原訂本年 9 月 6 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是
否如期舉行，社會上已經出現不少爭議。在筆者

看來，擺在特區政府和全港市民面前最緊迫的工作
當屬「抗擊疫情」 ，而並非立法會選舉。
在剛剛過去的這半個月裏，幾次密集的人流聚
集，加上之前豁免檢疫政策上存在的漏洞，讓疫情
在本地爆發的風險大增。以過去幾個月特區政府在
應對疫情上的工作成效來看，其機制上仍然存在不
少先天性的問題，例如檢測資源和人手嚴重不足，
檢疫中心及公立醫院隔離床位資源有限，無法滿足
實際隔離病床需要，限聚令執行效果不如預期等。
這無疑給立法會選舉前各候選人的選舉活動帶來了
巨大的挑戰。
筆者想起 2019 年 11 月區議會選舉，正值修例風
波引發社會騷亂，整個選舉是在充滿「暴亂」和
「黑色恐怖」的氛圍下進行的。在選舉前夕，全港
數十個建制派區議員辦事處遭到打砸、焚燒、潑

漆，候選人被滋擾、恐嚇甚至是生命威脅。特區政
府在維護選舉秩序方面的工作差強人意，導致整個
選舉過程處在一種極不公平的情況之下。時至今
日，在疫情期間，少數攬炒派和反對派故伎重施，
再次企圖上演黑暴戲碼，打擊其他候選人。

慎防反對派破壞選舉公平
去年區議會選舉期間，不少投票站外出現等候投
票的長龍，有市民排隊超過一小時都未能投票，不
少長者無奈放棄。事實上，有攬炒派支持者在網上
煽動選民投完票離開投票站後重複排隊，以此拖長
等候人龍，令長者、孕婦、殘障人士等難以投票，
更有疑似不符選民資格的未成年人故意排隊。雖經
多方投訴，政府選舉事務處以種種理由作藉口，未
能在短時間內改進相關投票安排，加上現時選民投

執法機構需對違法
「初選」
採取行動

洪錦鉉 城市智庫召集人

黃若虹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初選」是對現行選舉制度嚴重挑釁
香港基本法和現行選舉法律均無所謂「初
選」的規定。反對派策動的所謂「初選」，
是對現行選舉制度的嚴重挑釁：其一，反對
派搞手操控所謂「初選」，嚴重擾亂選舉秩
序，誤導選民在法定選舉中的投票取向，嚴
重損害其他擬參選人合法權利和正當利益，
嚴重破壞立法會選舉公平公正。大量事實顯
示，所謂「初選」完全是一場被人操縱、專
為激進「攬炒」政客壟斷「參選權」而度身
訂做的騙人遊戲。「初選」最終篩選出大批
主張「攬炒」和激進本土分子為反對派指定
立法會參選人，連反對派內部都出現質疑活
動公正性的聲音。「初選」前後，「初選」
的操盤手都一直公開恐嚇，如有任何參選團
隊不理先前協議、不遵從「初選」結果，必
然會受各方責難，有關人士要自行面對後
果。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7
至 9 條，任何藉賄賂、武力、脅迫或欺騙手段
以誘使他人參選或不參選的行為，均屬舞弊

行為。「初選」公然操控參選人參選，不擇
手段剝奪他人的被選舉權，明顯觸犯選舉條
例。其二，所謂「初選」在全港多區設立票
站聚眾，攫取大量選民個人信息和資料，涉
嫌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並涉嫌
違反防疫限聚令，以及非法租用議員辦事處
等。
「初選」觸犯香港國安法第 22 條相關規
定，更為嚴重的是，這個所謂「初選」的目
標，是謀奪立法會多數議席，癱瘓特區政
府，奪取特區管治權。所謂「初選」的操盤
手要挾列入其名單的參選人簽署所謂「抗爭
聲明」，如果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就將通過否
決財政預算案，以迫使特區政府停擺，迫使
行政長官接受他們的所謂「五大訴求」。
顯然，所謂「初選」是給香港帶來巨大禍害
的「黑色暴亂」的變種延續，是從政權層面
「攬炒香港」的嚴重圖謀，其目的就是要奪取
香港的管治權，將香港變成對國家進行「顏
色革命」和滲透顛覆活動的基地。立法會是
特區管治架構的主要組
成部分，承擔着重要的
憲制性職責。香港國安
法第 22 條（三）明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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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屬犯罪。所
謂「初選」，以掌控立法
會多數議席、癱瘓立法會
和特區政府為目標，已經
觸犯了香港國安法第 22
條的相關規定。顯而易

見，所謂「初選」不僅違反了香港有關選舉、
私隱、限聚令等法律，而且已經觸碰了國安法
的紅線。有關機構必須採取法律行動，依法追
究「初選」搞手的法律責任，絕不能讓他們逍
遙法外。

堅決DQ簽署「抗爭聲明」的「攬炒派」
香港已進入國安法時代，反中亂港勢力肆
無忌憚衝擊國家安全而不受法律制裁的日子
已一去不復返，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必
須嚴肅追查、嚴正執法、嚴厲懲治。特區政
府不僅要堅決依據國安法追究違法「初選」
搞手的法律責任，堅決打破任何對抗國家、
破壞「一國兩制」、反中亂港的圖謀，而且
必須依據法例賦予權力，堅決 DQ 參與「初
選」簽署「抗爭聲明」的「攬炒派」，斬斷
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立法會「攬炒香港」的通
道，既維護立法會選舉公平公正，確保香港
繁榮穩定，又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

做好三件事保障市民生命健康

反對派政團組織的所謂「初選」，不僅是
公然操控選舉，是對現行選舉制度的干擾和
破壞，而且是一場赤裸裸的「奪權」圖謀，
是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的嚴重挑戰，
是對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公然挑釁。
特區政府不僅要堅決依法嚴肅追查、嚴正執
法、嚴厲懲治，而且必須依據法例賦予權
力，堅決 DQ 參與「初選」簽署「抗爭聲明」
的「攬炒派」，斬斷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立法
會「攬炒香港」的通道，既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又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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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錯誤言行違背
「人類命運共同體」
黃錦輝教授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努力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
實際上，「人類命運共同體」亦是中國外交
的理論和實踐。中國除了利用官方媒體多番引
用「人類命運共同體」來駁斥外界針對中國的
威脅論之外，亦毫不吝嗇地付諸實行，行動多
不勝數，以下僅舉幾個較近期的例子：
中國自去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武漢初
爆發後，一直與世界衞生組織合作跟進疫情
發展情況。今年 7 月中旬，中央政府更邀請世
衞專家到中國調研，攜手尋找病毒在中國的
源頭。當疫情緊張之際，中國向外國捐贈防
疫物資（例如口罩），受惠國家包括意大
利、韓國等。
中國於 6 月 23 日成功發射了最後一顆北斗
三號衛星，使中國衛星網絡進一步覆蓋全
球。中國北斗衛星導航系統（BDS）是全球
四大衛星導航系統之一，其他三個分別為美
國全球定位系統（GPS）、俄羅斯全球導航衛
星系統（GLONASS）和歐盟伽利略定位系統
（Galileo） ， 相 比 之 下 北 斗 的 功 能 表 現 較
佳，包括其定位精度在加密情況下可高達約
0.1 米、測速精度 0.05 米/秒及授時精度約 9.8
納秒等。此外，北斗的「全球定位」功能可
軍、民兩用，商機處處，讓全世界用戶多了

一個更高效能的選擇。據報道，聯合國195個
成員國中，使用北斗衛星的國家高達100多個
以上，使用最為廣泛的地方就是亞洲和非洲
地區。由此可見，北斗衛星是促進不少發展
中國家（例如巴基斯坦）發展的催化劑。
中國移動於今年 4 月 30 日在珠穆朗瑪峰海
拔 6,500 米前進營地建造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連同之前分別在海拔 5,300 米、5,800
米已建成的基站，中國 5G 訊號已實現對珠峰
北坡登山路線及峰頂的覆蓋。此舉意義重
大，有助維護登山者的安全，讓科學家能夠
更安全地登山探索及了解世界「第三極」的
自然生態。攀登珠峰的風險極高，據悉迄今
約有 4,800 多人成功登峰，而途中不幸喪生的
登山者超過300人，死亡率大約是8%-9%。
中國（以跨國通訊設備生產商華為帶領）
在 5G 技術上全球出眾，可是正因如此，惹來
美國的妒忌，掀起去年持續不停的制裁華為
事件。去年底正當中美 5G 戰役僵持不下之
際，華為始創人兼行政總裁任正非突然宣布
願意出讓華為的 5G 技術包括其源代碼予美國
及其他國家。任總的決定一舉多得。
首先，華為開放原代碼可讓美國親身測試
一下其 5G 技術是否安全，此舉有助釋除美國
以至全球對於其 5G 保安漏洞的疑慮。第二，
因為其他國家都可以利用華為 5G 技術開拓自
己國家的產品，5G 市場這塊「餅」便會做得
更大，各國通訊相關企業均可受惠。第三，
華為積極的開放態度令全球對中國企業另眼
相看，一反中國私人企業過往在國際市場上
封閉的形象。第四，華為擁有全球最多 5G 技
術的知識產權，他們願意把 5G 知識產權出
讓，能促使一些在這方面研究較為落後的國

家（包括美國）從後趕上，在這安排下有利
各國協同，加快全球5G技術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華為自 2018 年已逐漸成為
國際 5G 通訊技術標準的規則制定者，因此華
為堅持的市場開放態度非常正面。
很可惜，無論中國如何努力帶頭、以身作
則構建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向世界各國釋
出善意，但依然被美國視為「眼中釘」，恨
不得除之而後快。

警惕特朗普做出超乎常理的行為
以華為為例，美國以莫須有的罪名窮追猛
打，更毫不掩飾地游說盟國（尤其是英語系
的「五眼聯盟」國家）加入戰線，旨在將華
為趕至絕處。歸根究底，它們並非真正針對
華為技術所構成的全球威脅，而是正如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於 7 月 17 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回應美國務卿蓬佩奧所說的一番話：
「華為唯一的錯，就是它是中國的。」
客觀而言，美國無論在科技、創新或商務
上均較中國落後，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對本
土經濟造成的影響，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
筆者認為，長遠而言中國在中美貿易戰中贏
面應該較高。
不過，這樣的理性分析卻未必適用於美國
狂人總統特朗普身上。美國大選當前，有誰
能預測他會為了連任而做出什麽超乎常理的
行為呢？
前車可鑑，觀乎前總統小布什在大選前決
定攻打伊拉克以拉攏民心，大動干戈必然也
是特朗普的其中一個選項。若然他真的如此
選擇，造成中美兩大國正面交鋒，雙方很容
易會擦槍走火。

「晚晚咁等法，人都癲！」這是我們愛國愛港
的議員和社區工作者的心聲。每天晚上等着衞生
署公布這一天裏確診新冠肺炎的個案，盼望着不
要再出現所服務區域的確診個案，期盼着明天確
診人數可以下跌。因為當有確診個案，我們就要
立即跑在最前線，與民同在，疏導民怨，為民籌
集更多抗疫物資，解決他們燃眉之急。老實說，若沒有我們這些
議員和社區工作者，真難想像香港特區政府如何應對新冠肺炎爆
發所引起的民怨。
香港的醫療水平雖然是屬於世界前列的，然而，面臨每天過百
宗感染新冠病毒的個案，現在的醫療體系已是負擔不了，愈來愈
多病患者延誤送去醫院治療。有一名女士在 7 月 22 日接獲衞生
防護中心通知化驗呈陽性，需等候入院，但一直未獲安排入院，
被迫繼續留在家中與丈夫、兩名兒子及外傭同住，其後有一兒子
也有發燒症狀。直到 7 月 25 日病人仍未接獲當局安排入院，唯
有自行召救護車入院。社區爆發已是事實，病患者若不能及時得
到隔離和治療，疫情將更難收拾！
現在，我們聽到不少市民抱怨政府抗疫不力，尤其是感覺政府
在面臨人命關天的時候，還在猶豫什麼？還在擔憂「黑心人士」
的「黑心話」和阻力嗎？說一千道一萬，不如做好三件事。

拿出魄力 抗擊病毒
一、全面加快推行全民檢測新冠病毒。現在政府推出的檢測量
實在太有限了，如每天早上7時在全港22個普通門診派發110個
檢測名額，可想而知是杯水車薪，而且漏洞多。祖國內地武漢市
和北京市的人口比香港多，都順利進行了全民檢測新冠病毒，香
港為何這樣慢？香港特區政府應該拿出應有的魄力，引入國家的
檢驗機構，協助香港進行全民檢測新冠病毒。
二、加快廣泛引入內地醫療團隊參與治療新冠肺炎病人。祖國
內地的醫療隊伍對醫治新冠肺炎病人有經驗有水平，完全控制了
新冠病毒在內地的蔓延，醫療隊伍也支援世界多個國家抗擊新冠
病毒。香港醫療水平雖高，但對醫治新冠肺炎的臨床經驗不足，
更重要的是醫療人手已應付不了病人的增長速度，拖延治療是對
病人的不負責，更會加快病毒蔓延速度。再不加快引入內地醫療
團隊參與香港抗擊新冠病毒的大軍，將會有更多人付出健康和生
命的代價。
三、立即延遲立法會選舉，團結社會各界專心抗疫。任何政
府、任何政治人物若沒有將人命放在第一位，必會被市民唾棄。
請把人命放在第一位！政治不能凌駕生命，新冠病毒是沒有政治
意識，再不放下政治爭議，再不團結抗疫，將會有更多香港人犧
牲。
生命可貴！請香港特區政府拿出魄力，帶領市民抗擊新冠病
毒！

子 衿

中美外交爭端難平息

什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國家主席習近平解釋道：「『人
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
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應
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於
斯、長於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
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
現實。」

票程序繁瑣，人手點票漏洞百出，令選舉無法在絕
對公平的環境下進行。
此外，本港自今年 3 月開始進入疫情爆發期以
來，據不完全統計，現時有十幾萬具備投票資格的
市民因「封關」暫居內地或其他地區，未能返港。
鑑於疫情未見好轉跡象，政府限聚令延長至本年度
年末，這些符合資格的選民如何行使自身的民主權
利為香港未來投下寶貴一票，政府至今未能給出清
晰而明確的交代。這無疑給即將到來的選舉帶來不
確定的因素。
綜上所述，筆者懇請特區政府及相關機構以全港
市民健康為福祉，慎重考慮延期舉行立法會選舉，
這對當前的香港抗疫工作來說，無疑是有利無害。
筆者相信，在社會各界的協商配合之下，全港定會
在立法會選舉安排上取得新的共識。

美國上周突然要求中國在 72 小時內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
館之後，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在關閉令發出後數個小時後，內部就
傳出火光，這一場火當然不是火災，而是在緊急撤離時燒毀機密
文件，同時也意味着中美衝突已無法平息，因為已經到了無法透
過對話解決紛爭的時候，領事館才需要燒毀重要文件。
中國外交部 7 月 24 日通知美方關閉美駐成都總領事館，此舉
是中方對美方無理行徑的正當和必要反應。正如《禮記》所言：
「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在國
際關係上，最講求的就是對等原則，尤其是在互設總領事館的數
目方面更是如此。而且以休斯敦總領事館作為中美建交後建立的
第一個領事館的地位，換來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也是非常合理，
因為美國自己的媒體《紐約時報》也提到成都總領事館其實是美
國收集新疆和西藏信息的外交前哨站。
而在雙方互關領事館後，兩國關係未來的一段時間也必將繼續
有大事。畢竟美國 11 月將有 4 年一度的總統選舉，兩黨的候選
人在選舉基調上都一定會對華強硬。同時，特朗普在國內同時面
對着疫情、失業率高企、種族歧視騷亂等多項的內部矛盾，都亟
需一個轉移視線的對象，作為世界經濟總量第二的中國無疑是一
個最佳的選項，因為可以讓特朗普繼承上一屆選舉時的口號，
「讓美國再次偉大」，就是必須把現在無論是經濟還是軍事都在
蓬勃發展的中國打壓下去，才能令其「再次偉大」。
有論者指出中美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筆者認為對於講求
理性務實的中國而言，這個陷阱不容易陷入，因為今天的中國對
於美國的行徑已經不再重視，反正就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但相
反逐漸民粹的美國，已經在坑裏面了。反而，對於我們一般民眾
而言，將要慢慢習慣這樣的中美博弈甚至外交衝突將成為新常
態。國家與人民只要上下一心，同心同德，這也不過是中美關係
歷史長河中的一次「小風波」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