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政協常
委吳良好形容
生命不能復
還，選舉卻可
延後，生命安
全比選舉更重
要。特區政府
因應疫情風險依法果斷押後選舉，首要
考慮是保障市民健康和生命安全，不僅
有利社會集中精力防疫抗疫，也有利維
護選舉的公平、公正，值得各界支持。

吳良好 維護選舉公平公正

全國政
協常委、中
國僑聯副主
席余國春表
示，特區政
府為了保障
廣大市民的
健康和安全而決定延後立法會選
舉，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目前疫
情嚴重，倘仍堅持如期舉行選舉，
會給廣大市民帶來巨大的健康風
險，為醫療系統造成更大的負擔，
不符合公眾利益。現階段大家應集
中資源和力量專心抗疫，才是負責
任的做法。

全 國 政 協 委
員、香港廣東社團
總會主席龔俊龍表
示，總會堅決支持
政府因應疫情押後
立法會選舉，呼籲
全港市民共克時
艱，齊心打贏這場抗疫戰役。

全國政協委員
張學修表示，特
區政府出於公眾
利益押後選舉，
是對市民健康的
考量，避免人群
聚集而導致公共
衞生安全危機，亦可減低病毒傳播風
險，紓緩本港醫療壓力。

張學修 紓港醫療壓力

全國政協委員
李胥指，相信政
府作出這個決定
時，是以全港市
民的健康為最優
先考慮，呼籲別
有用心的政客或
外國勢力勿在這話題上大做文章。

李胥 外力勿大做文章

籲港人共克時艱龔俊龍

集中資源力量抗疫余國春

全國政協
委員、香港島
各界聯合會理
事長蘇長榮表
示，特區政府
因應疫情發
展，依法律程
序當機立斷押後選舉，確保公眾利
益，是對全體香港市民負責任的舉
措，希望市民拋開分歧和偏見，同心
協力抗擊疫情。

蘇長榮 盼市民棄分歧偏見

全國政協
提案委員會副
主任王惠貞
指，根據疫情
目前走勢判
斷，短期內很
難明顯好轉，
倘繼續進行選舉，競選工程正式開
展，拉票活動進入白熱化，無可避免
出現人群聚集，勢必大增病毒散播風
險。特區政府決定押後立法會選舉是
合情合理。

王惠貞 拉票增播毒風險

全國政協
委員施維雄
指出，安全
的選舉環境
關乎選舉公
平，立法會
選舉押後是
確保公共安全及選舉公平公正，這決
定符合憲法、基本法和香港本地法
律，籲全體市民理解並支持特區政府
決定，積極配合做好全面抗疫工作。

施維雄 籲市民積極配合抗疫

港區省級政協
委員聯誼會發表
聲明，對特區政
府順應民意，最
大限度保障公共
安全和市民健康
福祉為依歸的決
定，予以堅決支持。押後選舉，是保護
廣大香港市民健康的負責之舉；是基於
科學防控疫情審時度勢的明智之舉。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鄭翔玲撰

文表示，抗疫需求是壓倒一切的首要優先
考慮，其他社會政治活動都應服從甚至讓
路。香港如今抗擊新冠疫情的戰役已經處
於「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若處理不
好，病毒肆虐社區、醫療系統陷入崩潰，
最終受苦的還是普羅大眾。特區政府以全
港市民生命安全為依歸，押後選舉的決定
與理相合、於法有據，實屬明智之舉，應
該得到社會各界有識之士和真正愛香港的
普通市民的肯定和支持。

鄭翔玲 與理相合於法有據

全國政協委
員、中國和平
統一促進會香
港總會會長姚
志勝表示，特
區政府為全力
專注抗疫押後
選舉，是負責任的決定，值得支持。美
英澳等一些西方國家都因應疫情延遲選
舉，卻對香港押後選舉說三道四，不僅
是自相矛盾，更是粗暴干涉香港事務，
必須予以強烈譴責。

姚志勝 西方粗暴干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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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均

作出延後各級選舉的決定，以保障市民生命安

全和選舉公平。特區政府基於同樣的考慮，於

昨日宣布決定將今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押

後一年。多位全國政協委員昨日均表示，人命

是最重要的，倘繼續舉行選舉，人群聚集無疑

增加了感染的風險。特區政府推遲選舉是保護

香港市民健康的負責之舉，亦是基於科學防控

疫情審時度勢的明智之舉，符合香港的整體利

益。

人命最重要 押後選舉負責明智
委員：基於科學防疫審時度勢 符港整體利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杜思文、鄭治祖

法律界：人大常委會出手可息紛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政府決定押後今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
舉，並向中央政府呈交緊急報告，以處
理立法會「真空期」的問題。法律界人
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特
首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押後選舉
期是合法且適當的，而由全國人大常委
會處理有關立法會選舉延期、立法會機
關空缺和補選等「灰色地帶」，實屬明
智之舉，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覆核和
法律訴訟，而一旦人大常委會就此作出
決定，將成為香港的憲制框架一部分。

譚惠珠：穩定環境處理疫情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表
示，特區政府今次押後選舉的決定合

法、合情、合理。由於香港疫情嚴峻，
每天確診個案持續三位數字，市民的健
康受到很大威脅，若要全港400多萬名
選民出來投票是「危機四伏」。在疫情
未受控下強行舉辦選舉一旦出現問題，
無人可負起這代價。
她指出，目前有62個國家或城市已將
選舉押後3個月至一年，甚至永久押後
以專心抗疫。特區政府是次押後選舉，
是製造穩定的環境專心處理疫情。
譚惠珠表示，特區政府是次引用《緊

急情況規例條例》延後選舉，是顧及到
公共利益，而法院也有類似案例，完全
合法及適當。倘引用《立法會條例》第
44（1）款，就要每隔14天延期一次，
只會令選舉產生不穩定性；如引用《立

法會條例》第10（1）或（2），由立法
會主席應特首要求召開特別會議，外界
會就「緊急」定義引起司法訴訟，也是
不理想的安排。
她續說，現時行政長官提請全國人大常
委會處理立法會真空期，而全國人大是國
家最高權力機關，根據中國憲法，全國人
大常委會可決定特區的設立及其制度，和
行使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職權，此舉具憲
法地位，不受司法挑戰。

陳曼琪：符合公眾利益
香港中律協創會會長陳曼琪表示，引

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押後選舉有其
必要性，且符合公眾利益，而行政長官
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特區立法會

真空期作出指示，妥善處理因應疫情嚴
峻押後立法會選舉所出現的憲政問題，
符合國家憲法第三十一條、第六十七條
及基本法第一條、第十二條、第六十九
條及第一百五十八條的相關規定。

傅健慈：基本法解釋權屬常委會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

基金會副主席傅健慈表示，特首引用
《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權力押後立法
會選舉是明智之舉。另外，根據基本法
第一百五十八條，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
全國人大常委會，故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具有法律最高效力，不受任何的挑
戰，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覆核和法律
訴訟，合乎公眾利益、香港的實際情況

和國際標準。

黃國恩：完全合情合理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

國恩表示，政府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
例》延遲立法會選舉，完全合情合理及
有充分法律依據。疫情嚴峻，關乎到保
障公共安全問題，緊急法是特區政府的
尚方寶劍，也是行政主導政府必須有的
法律武器。
他續說，由於本地法律並沒有處理延

期選舉時，立法會出現的空窗期等問
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
機關，絕對有權處理香港特區未有本地
法律規管的相關事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
昨日宣布押後立法會換屆選舉一年，各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表示，雖然有關決定或會對特
區政府未來的工作造成一定影響，但政府仍
將市民的生命安全作為第一考慮，體現了責
任與擔當，並強調沒有任何政治利益可以凌
駕生命，呼籲市民理性看待。

譚耀宗：選舉感染風險非常大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香港確診新冠
肺炎人數每日呈三位數字增長，多區更出現
無源頭感染個案，令人擔心，而選舉導致感
染的風險將非常大。押後選舉的主要目的是
市民的健康和安全，否則選舉後若疫情再度
爆發，這是香港社會承擔不起的。

就中央政府根據行政長官的緊急報告，將
就推遲選舉情況下如何處理立法機關空缺等
問題依法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譚
耀宗表示，自己已接到通知，人大常委會將
於本月8日至11日開會，但議程中尚未有相
關安排，但不排除未來議程會有改變，自己
會整理香港社會對有關方面的意見並轉交給
全國人大常委會參考。

吳秋北：體現政府責任與擔當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指

出，香港疫情非常嚴峻，各方專家都多次提
出要杜絕任何形式的聚集，相信押後選舉是
政府經過充分考慮，是全面衡量之後的慎重
決定，符合港人福祉，體現出政府的責任與

擔當。
他強調，沒有任何政治立場或是派別的利
益可凌駕在生命之上，要以「一切皆可放低，
唯有生命不可放棄」的決心，才能徹底戰勝疫
情，控制疫情，否則可能導致全面失控。

盧瑞安：為港人健康艱難決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認為，押後選舉

是為了全港市民的健康，是艱難的決定，並
建議在「真空期」間，可延續第六屆立法會
的「班底」。雖然基本法規定一屆立法會議
員任期是4年，但相信人大常委會會考慮通
過釋法等方式釐清。

蔡毅：體現廣大市民意願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指，特區政府的決
定體現了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將市民生命放
在第一位，體現香港廣大市民的意願。他建
議特區政府把握未來一年時間，進一步完善
選舉安排，引入現代電子投票等，堵塞漏
洞，避免出現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出現不
公平的現象。

吳亮星：當務之急 齊心抗疫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指出，世界各

地的確診及死亡數字不斷急升，情況令人
憂慮，故當務之急是集中全港的力量，齊
心投入抗疫防疫的工作，盡快讓社會回復
正常。

陳亨利：顧及市民健康選舉公平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指，特區政府的

決定顧及了市民健康和選舉的公平、公正

性，特別是香港有數十萬人居住海外或內
地，在隔離措施下他們很難回港投票。

陳曉峰：押後立選 上上之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曉峰強調，押後立法

會選舉是保障市民健康和捍衛選舉公平性的
上上之策，有利於保障公共衞生安全及廣大
市民的合法選舉權利，並有效確保立法會選
舉在公開、公平及公正的情況下進行。

雷添良：押後選舉決定果斷負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雷添良表示，押後選舉

的決定果斷而負責。香港的經濟狀況和市民
的生活都在疫症蔓延下備受衝擊和影響，市
民的共同願望是盡快控制疫情，重啟經濟活
動，恢復正常生活。香港應盡快達到以上目
標，這對維護和促進香港國際金融和商貿中
心地位有積極作用。

代表：無任何政治利益可凌駕生命

英加澳等多國因疫押後選舉

英國

加拿大

澳洲

德國

法國

瑞士

波蘭

意大利

奧地利

巴西

伊朗

玻利維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5月英格蘭地方選
舉

5月地區政府改選

5月及6月地區選
舉
Kamloops公投
9月地區選舉
3月地區選舉
3月第二輪地區選
舉
5月聯邦選舉
4月至6月地區選
舉
5月總統選舉
3月修憲公投
5月威尼斯、曼託
瓦等城市地區選舉
3月中地區選舉
10月地方選舉第一
輪投票
10月地方選舉第二
輪投票
4月議會選舉第二
輪投票

9月總統選舉

押後12個月至2021
年5月
押後6個月或永久押
後

押後12個月

永久押後
押後12個月
押後至不早於11月

押後3個月

押後(日期未定)

永久押後

永久押後
或押後至9月20日

押後至9月20日

押後6個月

押後至11月25日

押後至11月29日

押後至9月11日

押後至10月18日

選舉系統國際基金會（IFES）表示，截至7月28日，
初步統計已有63個國家和8個地區的109場選舉活

動被推遲，涵蓋美洲、歐洲、亞洲、非洲及大洋洲。香港
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發現英國、瑞士、波蘭、加拿大等
地的選舉甚至永久押後，而英國、加拿大亦有選舉押後一
年（見表）。

全 國
政協委
員吳傑
莊說，
立法會
選舉是
全港市
民參與的重要社會活動，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合情合理延後立
法會選舉，讓廣大市民在沒有
感染風險下安全參與。

吳傑莊 延立選合情合理

全國政
協委員、
香港福建
社團聯會
主席吳換
炎表示，
在疫情如
此嚴重的情況下舉行選舉，等同
將700萬市民的生命安全置於極
其危險的境地。特區政府這一重
要決定，合情合理合法，是得民
心之舉，聯會及260個屬會代表
120萬閩籍鄉親表示堅決支持。

全 國
政協委
員馬浩
文說，
國際最
近已有
68 個國
家或地
區因疫情爆發而延遲選舉，因
此特區政府的做法非常合適，
是對所有市民切身安全最負責
任的決定。

馬浩文 做法非常合適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在聲明中
表示，受疫情影響，目前至少
有 68 個國家或地區推遲選
舉，香港人口密度甚高，地方
限制下難以保持安全距離，選
舉勢必構成極大的感染風險。
同時，疫情令候選人難以正常
進行選舉宣傳工作，減少了和
廣大市民深入交流機會，讓選
舉難以符合公平、公正、公開
要求。

吳換炎 得民心之舉

政協青聯選舉釀極大風險

全 國 政
協文化文
史和學習
委員會副
主任、香
港中華文
化總會會
長高敬德表示，押後選舉的出發
點，是保障公共安全和市民健
康，完全符合基本法和香港本地
法律，完全符合香港當前實際情
況和廣大市民的根本利益，完全
符合因防疫需要推遲選舉的國際
慣例。反對派指責押後選舉等同
引爆憲制危機、竊取政權，完全
是無理取鬧。如果按反對派的要
求如期選舉，廣大市民將冒幾何
級感染的風險。將政治凌駕於抗
疫，將反對派中人的個人利益凌
駕於公眾利益，這才是極不負責
任的。

高敬德 當務之急同心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