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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宣布援引《緊急情況規例條

例》押後今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

多個有派員參選的建制派政黨對此雖感可

惜，但都表示理解和支持，並強調防疫是

目前的重中之重，特別是有400萬人參與的

選舉極有可能造成新一波疫情爆發，政府

以市民健康為優先考慮押後選舉是合情、

合理及負責任的表現。他們希望全國人大

常委會盡快處理立法會真空期的問題，並

會在這段期間全力投入防疫抗疫工作，期

望疫情能早日消退，令來年的選舉得以順

利舉行。

防疫重中之重 建制派挺延期
政府以民為先考慮合情合理 冀人大常委會處理立會真空期

民建聯促政府 完善選舉安排
隨着新冠肺炎第三波疫情大爆發，若容許現階段仍
可進行競選活動，以至投票當日，讓百萬計市民參
與，病毒散播風險將極高，甚至可能觸發新一波疫
情。押後9月立法會選舉的決定完全是站在公眾利益
及市民福祉的角度考慮，是合情合理、負責任的決
定。
民建聯期望全國人大常委會可盡快處理並公布立法
會因押後選舉而出現的真空期安排，並促請特區政府
把握好未來一年時間，完善現有選舉安排，堵塞漏
洞，包括引入電子派票及重新考慮設立關愛隊方便長
者投票等，確保選舉在安全及公平公正下舉行。

工聯會：優先考慮市民健康
在疫情下，必須以公眾衞生及市民健康作優先考慮。

原訂於今年9月初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是一項大型公眾活
動，涉及400多萬選民參與，及三萬多名工作人員，而
選舉當日，市民大規模在票站聚集或在站外排隊，將增
加病毒人傳人風險，對公共衞生造成威脅。工聯會對特
區政府押後舉行選舉的做法表示理解，並期望疫情早日
消退，來年的選舉得以順利舉行。

經民聯：有利社會集中抗疫
香港疫情嚴峻，押後選舉有利於保障市民健康和生

命安全，有利於全社會集中精力防疫抗疫和選舉的公
平、公正，特別是在不少地區實施「封城令」、「居
家令」、限制出入境等嚴厲的隔離措施下，數以十萬
計的港人無法參與投票，而正常的選舉活動亦受到疫
情影響，故押後選舉是負責任的決定，並支持特區政
府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第七屆立法會推遲情況下
如何處理立法機關空缺的問題作出決定。

自由黨：押後對參選人公平
第三波疫情來勢洶洶，必須為市民的健康着想採取

必要措施，且在疫情下參選人根本無法展開選舉工
程，可能嚴重影響選舉結果，故押後選舉對所有參選
人都是公平及合適的安排。希望特區政府盡快交代未
來一年立法會運作的安排，確保立法會有效地運作及
不會造成任何憲制危機。

新民黨：提請處理議員任期
新冠肺炎疫情第三波爆發情況非常嚴峻，在避免大

規模人流聚集造成下一波大爆發，保障公共健康及市
民生命安全的大前提下，對政府決定押後選舉完全理
解，並認同政府援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押後選
舉，及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協助處理現屆立法會議
員的任期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多個
主要商會及專業團體都對特區政府押後
選舉的決定表示理解及支持，認為當前
難以保證疫情在9月能夠完全受控，勉
強舉行只會增加病毒傳播風險，政府的
決定能有助確保公共衞生安全、保障全
港市民健康，反映特區政府的責任擔
當，也是順應民意的做法。

中總：合理合法應有之義
香港中華總商會發聲明指，在當前新

冠疫情嚴峻的情況下，押後立法會選舉
是合理、合法和必要的做法，有助確保
公共衞生安全、保障全港市民健康，是
一個負責任政府的應有表現，並強調推
遲立法會選舉，讓全民集中精力對抗疫
情，絕對是合理和應有之義。

身為全國政協常委的中總會長蔡冠深
認為，香港有部分人在當前疫情嚴峻的
情況下，仍然反對推遲立法會選舉，甚
至攻擊特區政府有背後圖謀，是罔顧市
民安危，是將防疫抗疫、市民大眾安全
的考慮政治化。

廠商會：勉強選舉不利防疫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表示，觀乎現時

的疫情發展，無人能保證未來一個月內
疫情能完全受控，亦不能確保選舉可以
在安全的情況下順利地進行，勉強舉行
選舉恐怕會增加病毒傳播風險，不利香
港防疫工作。
廠商會會長吳宏斌補充，現時工業界

（第二）選民大多為在內地經營的港企
負責人，根據內地現時檢疫規定，若返

港投票後再返內地必須重新隔離14天，
將會減低他們的投票意欲，甚至無法參
與投票，所以推遲選舉是順應民意的做
法。

總商會：冒風險投票非理想
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認同在當前疫

情嚴峻的情況下，保障市民健康應當作
優先考慮，故押後立法會選舉是個合理
的選項。立法會選舉應在公平、公正及
安全的環境下進行，要求市民冒染疫風
險的情況下投票，並非一個理想的選
舉。

中出籲捨爭端同心抗疫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聲明表示，該會

早於上月中已致函有關部門，要求政府

以市民大眾健康為依歸，檢視立法會9
月投票的風險並押後投票。政府是次因
應疫情發展快速回應、當機立斷押後選
舉，充分說明政府願意聆聽各方意見，
主動掌握民情民意，及有承擔地作出對
香港社會最有利的選擇。該會支持政府
的有關決定，並呼籲全港市民放下爭
端，團結一致同心抗疫。

專資會：合情符合公眾利益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則表

示，疫情已令香港公營醫療系統壓力
大增，當務之急是積極防疫，斷絕一
切傳播鏈，押後立法會選舉以避免人
群聚集屬明智之舉。特區政府果斷延
期選舉的做法合情合理，符合公眾利
益。

商會專業團體支持 顯政府有擔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第六屆立法會建制
派議員發表聯合聲
明，支持將9月立
法會選舉押後一
年，並要求政府交
代未來一年立法會
運作的安排，確保
立法會有效運作，
履行其基本法下的
憲制職能。敦促政
府及選委會再次檢
視選舉指引，完善
選舉辦法及相關法
律，包括要推動投
票電子化，為長
者、孕婦、肢體傷
殘致行動不便及有
特別需要的選民設
立「關愛通道」
等，確保選舉公平
公正和安全地舉
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
文、于錦言）多位建制派參選
人昨日對特區政府宣布選舉押
後一年表示支持和理解，認為
市民的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
的，政治的事可以先放一邊，
希望社會齊心抗疫，跨過逆
境，同時會不忘初心，繼續在
不同的崗位服務市民。

霍啟剛（體演文出）：
抗疫絕對是首要
疫情反覆，在這個非常時

期，抗疫絕對是首要工作，沒
有什麼事比保障市民安全健康
重要。無論選舉與否，服務業
界的初心不變，未來會繼續與
業界並肩作戰，跨過逆境。

李梓敬（新東）：
人命優先挺延遲選舉

雖然感到可惜，但人命最優
先，政治放一邊，疫情嚴重，
選舉不應該繼續，全力支持今
次延遲選舉的決定。會重新考
慮是否參加明年舉行的立法會
選舉，但無論在什麼崗位，都
會繼續全力為廣大市民服務。

李慧琼（超區）：
團結集中精神齊抗疫
香港疫情非常嚴峻，希望大家

團結一致，集中精神齊心抗疫。
這段時間會是十分艱難，但只要
每一個人多忍耐一下、持續做好
個人防護、配合抗疫政策，加上
中央政府的大力協助，香港一定
很快能夠擊退疫症。

鄭泳舜（九西）：
反對派漠視市民健康
市民的健康及安全更重要，政

府現時必須及唯一要做的，就是
盡一切努力做好防疫抗疫工作，
努力服務市民。 競選團隊由即
日起，停止一切選舉工程，全力
投入抗疫工作，協助政府和市民
應對疫情。反對派政治利益行
先，盲目反對押後選舉，漠視市
民健康風險，顯示他們「政治病
毒上腦」，實在可悲。

梁美芬（九西）：
特區從公眾利益考慮
疫情嚴峻，人命關天，抗疫

優先，特區從公眾利益的考
慮，宣布立法會選舉押後一
年，競選團隊將由即日起停止
所有選舉工程，與大家團結一
心，全力抗疫。

周浩鼎（新東）：
押後選舉是應有之義

面對目前疫情再爆發，為
了公衆健康着想，押後選舉
是應有之義。相反，攬炒派
日前面對疫情仍搞大型「初
選」，讓群眾大量聚集，極
不負責任。

鄧飛（教育）：
攬炒聯署反對不負責任
疫情嚴峻，防疫是最大的事

情，保障市民健康安全是第一
位的。押後選舉這一決定，特
區政府是依循法律，對重大公
共衞生事件施行相應措施，何
況全世界60幾個國家及地區均
因應疫情而延遲選舉，加上對
比西方國家地廣人稀，香港人
口密集，選舉更有可能增添染
疫風險。攬炒派22名議員聯署
稱「反對押後選舉」是不負責
任的。

參選人冀政治放一邊齊心抗疫 議
員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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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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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全港抗疫
連線昨晚發起網上聯署，呼籲全港市民
簽名支持政府依法押後立法會選舉的決
定，截至午夜12時，已經有102,637人
參與。
全港抗疫連線的聯署網站www.HK-

CACL.hk現已開放。連線總召集人陳勇
通過短片呼籲市民積極表達意見，期望
香港可以在疫情過後，舉辦一個健康、
安全、公平和公正的立法會選舉。
連線總召集人陳振彬則指，過去一個月

本港急增近2,000宗社區感染個案，大量
人群聚集將可能引致病毒進一步大規模擴
散，對本港社會當前努力進行的各項防疫
抗疫工作極度不利。

逾十萬人聯署挺依法押後

■多個建制派政黨對特區政府押後今年9月舉行的立法
會換屆選舉，表示理解和支持。 民建聯fb圖片

■全港抗疫連線昨晚發起網上聯署，截至午夜12時，已經
有102,637人參與。 網站截圖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正式宣布援引《緊急
法》，押後立法會選舉一年。本港疫情嚴峻，
社區爆發一觸即發，防疫救人是本港當前頭等
大事，推遲選舉一年的決定，是保護港人生命
與健康、保障立法會選舉安全與公正公平的必
要之舉，尊重科學防疫，符合很多國家與地區
的做法，體現對市民的負責與擔當。推遲選舉
獲得中央政府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中央不僅
將為特區政府押後選舉提供不可挑戰的憲制性
法律基礎，更會提供抗疫的必要協助。廣大市
民相信，有中央作為堅強後盾，本港一定能夠
有效抗疫、妥善解決押後選舉的難題，確保選
舉安全、公開、公平、公正地進行。

特首林鄭月娥形容，押後選舉是抗疫7個
月以來最艱難決定。的確，押後選舉茲事體
大，難免引起爭議，但目前本港的疫情發展
相當不樂觀，難以保證在安全健康的前提下
展開競選活動及在9月6日投票日進行投票。
本港已經連續10日確診個案逾百，幾乎每日
都見新高，死亡人數短期內迅速增加，社區
大規模爆發風險非常高。即使政府再收緊防
疫措施，但疫情並未受控，專家對本港能在
短時間內控制疫情不表樂觀。醫學會傳染病

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表示，本港疫情已經
滲透社區，大量個案找不到感染源頭，加上
近期在個案發現、篩檢及患者入院等，出現
嚴重滯後，反映公共醫療有超飽和情況，如
果不能夠改善，增加檢疫及檢測能力等，要
在9月初控制疫情的機會相對少。

林鄭月娥引述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指，
很擔心現時疫情，因為現時四成新增個案源
頭不明，認為本港的疫情並不是已穩定下
來；選管會主席馮驊亦曾致函政府，指出在
高投票率下不可能實施 1米社交距離，對於
家居檢疫人士亦難以安排時間投票；中央點
票站的工作人員要保持距離亦相當困難，加
上長者感染風險較高，建議政府從公共衞生
角度考慮是否仍繼續選舉。

綜合各方面意見可知，如今距離正式投票
日僅三十多天，若不顧現實狀況，繼續如期
選舉，與減少社交接觸、加強防疫的要求背
道而馳，增加疫情惡化的風險，很大機會造
成感染個案幾何級數上升的局面，後果不堪
設想。採取嚴格及有力措施，盡快控制疫情
傳播，是本港當下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
推遲選舉是對市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高度

負責，是對專家建議從善如流，順應主流民
意，符合大多數市民利益。

在疫情高危形勢下，推遲選舉是通常做
法。全球已有 69 個國家和地區決定押後選
舉，推遲時間不一，最長一年。均屬普通法
體系的英國、澳洲、加拿大，都因應疫情而
將地區選舉押後一年。美國有16個州決定將
當地的總統大選初選推遲數周至數月不等，
並可能視疫情變化繼續推遲。世界各國各地
政府推遲選舉，就是出於保障市民健康安
全、防止疫情惡化的考慮，特區政府推遲選
舉的決定與負責任政府的施政理念相同，合
情合理。有意見認為，新加坡和韓國早前亦
在疫情下舉行選舉。專家指出，新加坡和韓
國的感染個案雖然多，但很多個案都有關
聯，而本港現時每日有數十宗源頭不明個
案，單靠社交距離措施，不足以控制疫情；
而且本港又沒有允許利用媒體競選、電子投
票、郵寄投票的法定安排。政情、疫情不
同，本港推遲選舉符合世界主流的安排，是
最穩妥、保險的做法。

特區政府決定推遲立法會選舉，有充足的
法律依據。按照《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46

條，特首有權指定選舉日期；《緊急法》規
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緊急情況
或危害公安的情況時，可訂立任何他認為合
乎公眾利益的規例。」現時特區政府引用
《緊急法》， 決定推遲立法會選舉一年，解
決了《立法會條例》、《預防及控制疾病條
例》延長選舉時限的局限。

更決定性的是，中央支持特首推遲選舉的
決定。國務院港澳辦及中聯辦分別發表聲
明，表示理解和支持特區政府因應疫情形
勢，推遲立法會選舉。中央政府也就本港立
法會選舉推遲，提出兩點意見，包括：中央
政府支持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基於公眾利
益和香港實際情況，依法作出將特區第七屆
立法會選舉推遲一年的決定；對於特區第七
屆立法會選舉推遲情況下，如何處理立法機
關空缺的問題，中央政府將依法提請全國人
大常委會作出決定，香港特區應依法做好第
七屆立法會選舉推遲涉及的相關工作。同
時，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法》推遲選舉，若
受到司法覆核挑戰，可以通過全國人大常委
會釋法加以確認。推遲選舉的決定具有堅實
法律基礎，經得起任何法律挑戰。

推遲選舉負責任有擔當 法律基礎堅實不容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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