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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以來，香港新冠肺炎疫情
聲明表示，7
再次暴發並在全港快速蔓延，相當比例的

確診病例無法確定源頭，防疫形勢異常嚴峻。
採取嚴格和有力措施盡快控制疫情傳播，已成
為香港當下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
為防止大規模人群聚集帶來的傳播風險，香港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依據《緊急情
況規例條例》，作出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推遲一年
的決定，這是保護香港市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
康、保障立法會選舉的安全和公正公平的重要舉
措，也符合當下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的通行做
法。這一決定不會影響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的正
常運作，也不會損害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民主權
利和自由。對於因立法會選舉推遲而產生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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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空缺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會盡快作出決
定。

優先聚焦抗疫 推遲可保公平
聲明指出，偉大祖國是香港戰勝疫情和一切風
險的堅強後盾。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請求，
中央政府已決定派遣內地檢測人員赴香港協助開
展大規模核酸檢測篩查，幫助香港加快建設臨時
隔離及治療中心，以盡快控制疫情（詳見A5）。
希望香港社會各界在特別行政區政府的
帶領下，聚焦抗疫大局，共擔抗疫責
任，團結一心，同舟共濟，早日打
贏疫情阻擊戰，為盡快恢復經
濟、改善民生創造良好條件。

明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香港特區政
聲府和社會各界積極防疫抗疫，取得了顯著成

效。但7月5日以來，香港疫情形勢急轉直下，連
續 10 天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過百，出現了社區傳
染，目前疫情仍在發展中，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
和公共衞生安全已受到嚴重威脅。連日來，社會
各界人士紛紛呼籲推遲立法會選舉，期望選舉能
夠在確保公眾安全與公平公正的前提下進行。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將
香港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推遲一年舉行。這一決定
符合憲法、基本法和香港本地法律，體現了
對科學防控疫情的尊重，體現了對廣大香港
市民生命健康安全的責任擔當，順應了主流
民意。
聲明指出，沒有安全的選舉環境，就談不

選管會理解尊重：票站聚集難防疫
香港文匯報訊 就近日疫情的發展，選
舉管理委員會於本周二（28 日）去信行政
長官，表達關注疫情對選舉的影響。 選舉
管理委員會昨日對政府押後今年立法會換
屆選舉的決定表示理解及尊重，並會配合
押後選舉的實務安排。
選管會發言人表示，選舉事務處一直有
就如何於是次立法會換屆選舉中預防新型
冠狀病毒病與衞生防護中心緊密聯絡，並
就防疫工作制定不同方案，「防疫工作的
兩大主要指引是保持社交距離及注意個人
衞生措施，兩者必須相輔相成，當中亦需
要市民的合作。」
發言人續說，選舉事務處積極為是次立

法會換屆選舉增加投票站及工作人員，以
期盡量加快疏導人流。原定在9月6日投票
日當天會在全港設立超過 610 個一般投票
站，以服務超過446萬名合資格選民投票。
「選舉事務處會盡最大努力在票站落實各
項個人衞生措施，當中包括要求選民進入
投票站前需量度體溫、戴口罩及使用酒精
搓手液等。但根據2019年區議會一般選舉
經驗，接近七成選民投票，可想而知，投
票站內外因大量人群聚集而難以保持安全
社交距離實屬無可避免。」

社交距離難行 點票風險更高
發言人續說，選舉事務處已盡力借用較

大的場地作為投票站，但香港人口密集，
要物色便利而合適的投票站和投票站面積
在實際上始終有限制。為加快發票過程，
選舉事務處亦會加開發票櫃枱，然而，發
票過程中涉及票站工作人員與選民的溝
通、身份核對、文件及選票傳遞等不可或
缺的程序，工作人員與選民的接觸及互動
與保持社交距離的指引背道而馳。
「再者，現行法例規定傳統功能界別及區
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點票須安排集中點
票。為確保選舉公平、公開，點票過程亦必
須公開進行。選舉事務處擬設的中央點票站
預計容納接近 10,000 人，包括候選人及其
代理人、傳媒及公眾人士，觀察需要通宵進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昨
日發表題為《以抗疫為先延後立法會選
舉，是負責的選擇》的評論文章，全文如
下：
「生命第一，如果用人命去搏，香港以
後的路，如何走下去？」香港疫情嚴峻，
連續10日新增病例破百宗，大暴發風險日
增，來自社會各界的押後立法會選舉的呼
聲越來越高。7 月 31 日，特區政府在謹慎
評估疫情影響後，依法作出將第七屆立法
會選舉推遲1年的決定。
「今次決定是七個月疫情以來最艱難的
決定」，從特首的說明裏，不難體會其中
的不易。香港此輪疫情來勢洶洶，多名醫
學專家判斷，疫情在短期內結束的可能性
「幾乎為零」。從7月8日到7月30日，新

增個案 1,852 宗，遠超過去半年累計的
1,300宗，涉及各行各業、不同地區，其中
90%為本地感染個案，接近半數源頭不
明。香港疫情防控正處在最緊要關口。
在這樣的危機時刻，如若繼續進行立法
會選舉，展開拉票、造勢、投票等活動，
勢必造成規模性人群聚集，給病毒擴散以
「可乘之機」，破壞之前抗疫的所有努
力，帶來嚴重公共衞生風險。此前反對派
罔顧疫情，大搞非法遊行、非法「初
選」，加劇疫情擴散風險，已是前車之
鑒，決不能重蹈覆轍。延後選舉，以抗疫
為先，是特區政府對市民身體健康和公共
衞生安全高度負責任的表現。
以「非常之舉」，因應「非常情形」，
特區政府此舉雖是因疫情所迫逼不得已，

卻也有充足的法律依據，符合憲法、基本
法和香港本地法律。鑒於疫情屬危害公眾
安全的緊急情況，為防止大規模人群聚集
帶來的傳播風險，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依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作出押後選
舉的決定。
特區政府當機立斷、推遲選舉，是基於
維護公眾健康和保障選舉安全、公正、公
平的嚴肅決定。
從世界範圍來看，如在選舉前發生自然
災害、嚴重騷亂、戰爭或重大疫情等重大
緊急事件，推遲選舉是通常做法。據國際
組織 IDEA 統計，自今年 2 月 21 日至 7 月
26日，全球至少有68個國家和地區，因新
冠肺炎疫情決定推遲全國或地方選舉。比
如，原定於今年5月在英格蘭118個地區議

行的點票過程。因此，除了人群聚集的風險
外，中央點票站內的工作人員亦涉及大量的
文件交收，基本上難以保持社交距離，即使
執行了防疫措施，如何保障工作人員及其他
在場人士的健康亦是一項挑戰。」
發言人並指，現時有不少接受強制檢疫
人士，「我們致力確保維護他們的投票權
同時，亦必須顧及其他選民是否能夠安心
到投票站投票。」
發言人表示，即使選舉事務處已盡力在票
站落實各項防疫措施，但始終避免不了大量
人群聚集這因素，而要所有工作人員及選民
保持一定社交距離的難度亦非常高。
至於押後是次立法會換屆選舉的後續工
作如候選人如何計算選舉開支等，發言人
表示，選舉事務處會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及相關部門協調，稍後另行公布，並提醒
所有參選人須妥存所有相關單據。

香港文匯報訊 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聶德權昨晚在 fb 發帖，表示推遲
選舉的決定是艱難的，但亦是必須
的，絕對符合公眾利益。香港承受
不起社區大爆發的風險，更要竭力
避免疫情拖垮公共醫療系統。
聶德權表示，在選舉日，將會有
三萬多名現職和退休的政府工作人
員在投票站和點票站當值。因此，
除了數百萬選民和各候選人團隊之
外，今次推遲選舉的決定亦可以保
障眾多公務人員的安全和健康。
「當下我們需要同心抗疫，盡快
打贏這場抗疫戰。」聶德權說。

會舉行的選舉和都會市長選舉，包括倫敦
市市長選舉，推遲1年至明年5月舉行。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這是中國內
地抗疫的首要原則。無論疫魔有多麼兇
險，無論要付出怎樣的代價，這一點都始
終不渝，也因此迅速控制住了疫情。如
今，香港市民生命健康面臨威脅，特區政
府同樣展現出這種為保護人民生命健康不
惜代價的精神。任何時候，偉大祖國是香
港戰勝疫情和一切風險的堅強後盾。中央
政府充分理解並支持香港特區押後選舉的
決定，將根據特區抗擊疫情需求提供一切
必要支持和援助。
立法會選舉，是要選出能夠代表香港市
民、為香港民眾謀福祉的人。如果為了選
舉，反而傷害了每一位市民最根本的福
祉——生命健康，那豈不是本末倒置？救
人勝救火。同心抗疫，共度時艱，是香港
當前壓倒一切的大事。

香港文匯報訊 就特
區政府有關立法會選舉
的新安排，醫院管理局發言
人昨日表示，該局歡迎特區
政府減少人群聚集，以減少
社區感染，及紓緩公立醫院
壓力的措施。醫管局發言人
表示，近日本港2019冠狀病
毒病的疫情未遏，大量社區
感染病人，加上發生大型高
危群組，例如老人院及飲食
群組等，已經為公立醫院造
成沉重壓力。所以，該局理
解並尊重政府就有關立法會
選舉安排的決定。
醫管局認同有助防止疫情擴散的
措施，包括減少人群聚集和保持社交
距離等，有助將公共衞生風險減到最
低，從而減少公立醫院的壓力。

聶德權：必須遏疫
保障選民與公僕

醫局認同防疫安排

人民日報評論：抗疫為先 是負責的選擇

上選舉的公平公正。據國際研究機構統計，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至少有68個國家或地區
因為疫情推遲了全國或地方選舉。尊重科學，生
命至上，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
聲明表示，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基於公眾
利益和香港實際情況依法作出將香港第七屆立法
會選舉推遲一年的決定。對於第七屆立法會選舉
推遲情況下如何處理立法機關空缺問題，中央政府
將依法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作出決定。
聲明強調，中央政府對近期香港暴發的新一輪
新冠肺炎疫情高度關注，將根據特區抗擊疫情需
求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和援助，切實保護香港居民
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相信在中央政府的堅定支
持和內地的大力援助下，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一
定能帶領香港社會早日戰勝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