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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研會籲勿讓政爭干擾抗疫 盼政府果斷向中央尋求支援
疫情持續嚴峻，
令 2020 年 立 法 會

27 日至昨日對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
1,069 名 18 歲以上市民進行全港隨機

特區政府盡快為香港市民提供全面的核

抽樣電話訪問，調查顯示，54%受訪者希
望中央政府向特區政府提供支援，協助香
港對抗疫情，其中最多受訪者希望中央政
府提供「醫療與防護物資」（60%）方面
的協助，希望中央提供檢測人員和試劑方
面協助的佔59%。 表示「不希望」的佔四
成一。
被問及有無信心於 9 月 6 日舉行的立法
會選舉，可於公平環境下舉行，有 55%受
訪者表示「無信心」，「有信心」的只佔
32%。有意見認為現時香港疫情嚴峻，政
府應該將立法會選舉延期，55%受訪者對
此表示「非常贊成」及「比較贊成」，表
示「一半半」的只佔百分之八， 表示「非
常不贊成」及「不太贊成」的則共佔
34%。

酸檢測，並要求押後 9 月舉行的立法會

55%無信心選舉公平

選舉安排引起社會
關注。香港研究協

$4 

會最新調查發現，
逾五成市民贊成立

法會選舉延期，其中認為要延期一年的
佔比最多，另有 54%市民希望中央向特
區政府提供抗疫支援。協會呼籲政府果
斷向中央尋求支援，並積極對疫情對選
舉的影響作科學評估，盡快公布決定。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同日發表聲明，促請

選舉，以防出現巨大傳播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子京

當進一步問及表示贊成延期的受訪者認
為立法會選舉應延期多久時，最多受訪者
表示為「一年」 （41%），其次為「三個

月 」 （13% ） ， 再 次 為 「 半 年 」
（12%）。
被問及若 9 月初新冠肺炎每日確診數字
保持在 100 宗以上是否會參與投票，有
51%受訪者表示「不會」，「未決定」的
有11%，表示「會」的佔37%。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呼籲特區政府，若
本地病毒檢測及病人醫治未能滿足需求，
應果斷向中央政府尋求支援，並呼籲社會
各界切勿讓政治紛爭干擾抗疫工作。同
時，在疫情嚴重情況下，選舉活動無法正
常進行，將打擊市民對選舉公平性的信
心。

籲評估選期並速公布
協會負責人呼籲政府，積極就嚴峻疫情
對 9 月立法會選舉的影響作科學評估，並
盡快公布相關決定，讓各政團及有意參選
者作出相應選舉部署，確保選舉以公平的
方式舉行。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於昨日聲明中則指，
市民的健康及抗疫工作是當下香港社會最
優先處理的事務，故強烈建議特區政府全

面禁制公眾聚集活動，及押後舉行第七屆
立法會選舉，避免數百萬計選民、候選
人、助選人員及票站人員因聚集而產生的
巨大疫症傳播風險。
因應疫情在社區大爆發，香港醫療系統
壓力大增，瀕臨超負荷，尤其在病毒檢測
方面更是急需增強，連線呼籲特區政府盡
快請求中央政府，派出內地醫療機構和專
家來港支援並協助進行全民檢測，以期盡
早切斷病毒傳播鏈。
自第三波疫情爆發以來，全港社區抗疫
連線一直與市民齊心抗疫，現已在全港 18
區進行各項防疫抗疫工作，包括向 1,314
座出現確診個案的住宅大廈以及超過 200
間公私營安老院舍派發防疫及應急物資
等。

市民申覆核促選舉延期
另外，有市民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司法
覆核。覆核申請人譚國源表示，疫情嚴
重，一旦選舉如期舉行，將有數以十萬計
的人排隊投票，傳播病毒風險甚高。促請
特區政府延期選舉，待疫情受控、關口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攬炒派
聲言全力在新一屆立法會奪取逾半議席，
以實現其攬炒目的，故派員參選多個功能
界別議席，昨日就有所謂「新工會運動」
成員報名參選勞工界，另「灣仔起步」成
員周錦基報名參選旅遊界，聲稱要為業界
「爭取利益」。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攬炒派與黑暴勢力
在過去一年全方位破壞社會，從暴力打爛
商店，到在議會內攬炒令施政停擺，現在
「變臉」假扮為業界爭取，完全是出於個
人政治利益，相信業界人士會懂得選擇。
「新工會運動」成員侯翠珊、鄧卓文及
徐考澧昨日報名參選勞工界選舉。三人稱
要發動「職場陣地戰」，對抗「收成期商
家」、「紅色資本」，推動「黃色經
濟」，將「抗爭」滲透各行各業，令市民
知道組織新工會是可以為勞工「爭取權
益」。
周錦基同日報名參選旅遊界時聲稱，會
為業界爭取 100 億元旅遊業轉型基金，又
謂有不少業界中人想提名他，只是擔心名
單公開後會失去內地生意才沒有提名，不
過，「相信」投票時會得到很多支持，又
聲言旅遊界現任議員姚思榮支持政府撥款
54 億元予海洋公園，「令業界震怒」云
云。

盧文端：累社會元氣大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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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攬炒派為一

己私利，挑起黑暴亂港，令社會元氣大
傷，現在卻聲稱要「為業界爭取」利益，
行為令人費解。事實上，數代港人一直憑
着堅毅的精神，為香港打造了很好的基
礎，但攬炒派破壞後又再說要爭取，實在
不能接受。

吳亮星批攬炒派只為私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指出，攬炒派
如何縱容黑暴破壞社會、如何高喊要攬炒
香港、如何令立法會停擺，大家有目共
睹。
他續說，有關人等為求議席，現在假惺
惺地稱要為業界「爭取利益」，完全出於
個人政治目的，並非真正為業界、為港人
利益。

梁志祥：為業界好應掃「攬炒毒」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表示，若非攬
炒派千方百計拖特區政府、立法會的後
腿，議會的工作根本不會寸步難移。在今
屆會期宣誓時，攬炒派已搞亂議會秩序，
其後更綑綁式拉布，令內容極簡單的撥款
都被拉布數十次會議，及至最後一年內會
更被攬炒派的郭榮鏗把持，令內會停擺七
個月之久，最後須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才令
內會重新運作。
他認為，若有關人等真的為業界爭取權
益，就應該掃除攬炒之毒。
勞工界參選人還有黃國、梁子穎、林振
昇；旅遊界參選人還有姚柏良、葉慶寧。

■警方指
警方指「
「新工會運動
新工會運動」
」成員宣布參選活動
超過「
超過
「二人限聚令
二人限聚令」，
」，並記下在場人等身份
並記下在場人等身份
證等資料。
證等資料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宣讀宣言「犯聚」「新工會」拖記者落水
攬炒派只顧選情、不理
疫情又添一例證。二人限
聚令昨日生效，但攬炒派
「新工會運動」成員侯翠
珊、鄧卓文及徐考澧昨日
宣布參選立法會勞工界
時，就連同四五名成員在添馬公園宣讀參
選宣言，後被警方禁止及記下身份證等資
料。
侯翠珊等三人昨日宣布參選，三人並
排合照，已違反限聚令，同時有數名團隊
成員躲在三個「易拉架」後，數人滔滔不
絕講自己「參選理念」。約 20 分鐘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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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恒鑌促准食肆開放單雙人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政府加強防疫措施，食肆昨日起全面
禁止堂食。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
昨日下午到荃灣了解情況，發現大批
需戶外工作的市民在公園或路邊用
膳，恰巧颳起狂風雷雨，令捧着飯盒
走避的打工仔狼狽不堪。陳恒鑌認
為，目前防疫關鍵在於加強檢測和隔

離措施，盼政府容許食肆開放單人或
雙人堂食座位，讓打工仔用膳時不用
日曬雨淋。
陳恒鑌昨日在荃灣德華公園附近直
播期間表示，沿街所有食肆均有營
業，但只限外賣，不少清潔工友在烈
日下排隊買外賣後，需在路邊、公園
的長椅或涼亭用膳。

他指出，近日醫療系統不勝負荷，
不少確診者均未能即時送院治理或接
受隔離，相較全面禁止堂食，優先做
好全面檢測和隔離工作才能有效阻止
疫情蔓延社區，盼政府勿對錯焦點，
同時放寬禁止堂食的規定，容許餐廳
提供符合社交距離間隔的單人或雙人
座位，令打工仔安心用膳。

鄧家彪促為全部慈雲山居民做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特區政府
日前接納工聯會建議為慈雲山公屋居民進行
免費病毒檢測，但仍有部分居民無法受惠。
工聯會立法會九龍東參選人鄧家彪就此聯同
社區幹事劉學廉到政府總部門外請願，要求
食物及衞生局擴大檢測範圍至全部慈雲山居
民，包括公屋、居屋及私樓，並做好收發樣
本瓶的確認程序。
第三波疫情下，慈雲山成為重災區。鄧
家彪表示，政府日前為近四萬名慈雲山公屋
居民進行免費病毒檢測，不過，慈雲山總人
口達九萬人，現行的檢測範圍不足一半。此
外，在發放樣本瓶的過程中，有關人員未有
為居民確認身份，有市民指安排混亂。
就此，鄧家彪昨日聯同社區幹事劉學廉
到政府總部門外請願，反映慈雲山居民的訴
求，要求食衞局擴大檢測範圍至全部慈雲山
居民，包括公屋、居屋及私樓，並做好收發

■鄧家彪
（左）昨日聯
同工聯會社
區幹事劉學
廉到政府總
部門外請
願。
樣本瓶的確認程序，避免有居民無法進行檢
測。
面對嚴峻的疫情，鄧家彪認為政府推行
全民檢測實在刻不容緩，必須盡快找出隱形
患者，及早切斷傳播鏈控制疫情，讓市民能
夠回復正常生活。
同區參選人仍有黎榮浩團隊、謝偉俊、
黃之鋒、譚得志、譚文豪、李嘉達、胡志偉
團隊、梁凱晴。

一批警務人員上前，直指他們已違反限聚
令，並要求躲在「易拉架」後的人走出
來，抄下所有人的身份證資料，其間一名
團隊成員不斷稱警察「唔好掂佢」，又從
隨身物品拿出潔手液搓手。
另有一名團隊成員則拖記者落水，指
着記者稱「佢哋都超過兩個人喇！」警方
要求在場記者掛上記者證，以核實身份，
如非記者便要保持距離。
有關人等其後再見記者時就「趕烏
蠅」般叫多餘成員行開，但口頭上就繼續
埋怨限聚令「無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指封鎖貨關影響物流
對於有人提出所謂「全面封關」，
陳恒鑌坦言，封鎖貨關會影響物流，
並令香港出現物資短缺，認為做好貨
運人員的入境檢測才最重要。
同區參選人尚有周浩鼎團隊、麥美
娟團隊、何君堯團隊、田北辰團隊、
尹兆堅團隊、鄭松泰、郭家麒、張可
森、黃子悅、梁飛雪、朱凱廸、伍健
偉、許孝良、黃天佑。

黎榮浩巡慈雲山了解防疫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郭家好）自第三
波疫情爆發後，慈雲
山成為重災區，領展
慈雲山中心及街市早
前亦暫停運作兩天進
行清潔消毒。民建聯
立法會九龍東參選人
黎榮浩（圖右）聯同黨友何漢文
昨日到達中心及街市了解最
新的防疫措施。
黎榮浩指，街市出入口有
加裝消毒噴霧機為街坊消
毒，而且會先幫市民量體溫
及提供透明面罩等，以確保
安全。另外，街市內所有檔
攤員工亦必須戴上透明面罩
和口罩。

黎榮浩形容是次體驗良
好，「有比較過就會知道有
沒有用」，並希望其他街市
能參考相關做法，大家繼續
齊心抗疫，勤洗手，戴口
罩。
同區參選人仍有鄧家彪團
隊、謝偉俊、黃之鋒、譚得
志、譚文豪、李嘉達、胡志
偉團隊、梁凱晴。

復正常開放時，才讓大眾參與投票，方能
體現公平、公正。

後悔昔撐梁繼昌 譚香文參選話彌補錯誤

攬炒派搞完破壞扮為業界爭取

■市民譚國源昨日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
核，並促請特區政府把立法會選舉延期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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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又內訌。曾於 2004 年至
2008 年出任立法會會計界議員的
譚香文今年捲土重來，聲言要挑戰
角逐連任的「專業議政」梁繼昌，
更揶揄對方是一個在議會臨場失
蹤、只會坐在冷氣間的「高貴議
員」，而是次參選是「為自己當年
的錯誤作出補償」。
譚香文在 facebook 自詡「民主
女神」，聲稱參選是為選民提供更
多選擇而非「鎅票」，又憶述她於
2012 年支持並認定梁繼昌是「泛
民」一員，但對方近年在重要議案
的投票取態，令她懷疑自己當年的
選擇，故她參選是彌補當年的錯
誤。

批梁於議會臨場失蹤

去年立法會大會在處理《2018
年專業會計師（修訂）條例草案》
時，因提出修訂的梁繼昌不在席而
無法恢復二讀。譚香文借此與梁繼
昌「比較」，聲稱自己任議員的四
年間未曾臨場失蹤，更不會在處理
自己的提案時「無影無蹤」，又自
詡擁有近 12 年區議員經驗，深知
「民間的要求」，而非一個只會坐
在冷氣間的「高貴議員」。
已報名的會計界參選人尚有林智
遠、黃宏泰、林全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港島鈞團」歌舞抗攬炒
$
香港社會被
攬炒歪風籠
罩，參選立法
會港島區直選
的民建聯張國
■
「港島鈞團」
拍攝《建港有心人》MV。
鈞團隊亦組成
張國鈞fb截圖
「 港 島 鈞
團」，推出首支派台作品《建港有心人》，呼籲大家「撐國
鈞幫社群」，並慶祝港大開除違法
「佔中」
發起人戴耀廷。五
人邊唱邊跳，大批網民都留言支持，大讚他們有魄力，「撐
你們，加油！」
作為民建聯最年輕的參選隊伍，張國鈞連同張偉楠、陳凱
榮、劉天正、穆家駿一同出演 MV，歌詞唱道：「以正義與
惡魔一戰，我以道理，處處都有正氣，冇破壞社會的風氣，
友愛共你，我要香港更美。」、「無知的攬炒，實在不該發
生，捍衛良知的聲音，挽救香港社群。」唱出參選心聲。
《建港有心人》原曲為黎明嘅《眼睛想旅行》，整個編舞
都由五人自己編排，青春有活力，誓要與市民挽手，一同抵
抗黑暴及攬炒。
不少網民看完 MV 都表示欣賞，「Chan Elaine」大讚張
國鈞嘅團隊年輕有活力︰「好難得年輕人思想正確，沒被洗
腦。」「Trix So」亦講出真心話：「雖然唱得嘛嘛（麻
麻），但表現充滿正能量也很可愛。值得支持！」
同區參選人還有葉劉淑儀團隊、郭偉强團隊、莊芷茵團
隊、鄧偉俊、梁晃維、袁嘉蔚、鄭達鴻、許智峯、袁彌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