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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市民生命安全至上 延遲立會選舉實屬必須
特區政府昨宣布，為了避免加重新冠

決定，以全港市民生命安全為依歸、為

疫情，依據法例，將原定於 9 月 6 日舉行

香港經濟可以早日恢復重啟為目標、以

的立法會選舉延遲一年舉行。在香港

現有法律法規為依據，實屬明智之舉，

「抗疫戰」的關鍵時刻，港府做出這一

值得肯定。

鄭翔玲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
首先，疫情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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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離原定的立會選舉不足 40 天，按照慣例，接下來
的一個月將是各路參選人宣傳政綱、與選民互動、
搞拉票活動的頻密期，由此造成的大規模人際親密
接觸給抗疫帶來的重大威脅不言而喻。此外，選舉
當天，長長的選民人龍、選民與工作人員不可避免
的各類接觸，都將成為病毒傳播的漏洞。

推遲選舉並非取消選舉
眾所周知，隨着連續十幾天每天確診病例過百，
香港抗擊新冠疫情的戰役已經處於「生死存亡」

的關鍵時刻。處理得好，香港就可以控制疫情，並
在此基礎上逐步恢復正常人員流動，從而有望在最
短時間內重啟經濟、恢復民生；處理得不好，香港
很大機會步部分西方國家的後塵，令病毒肆虐社
區、醫療系統陷入崩潰，最終受苦的還是普羅大
眾。出於這樣的考量，一場涉及幾百萬人的選舉活
動潛在的巨大風險當然必須引起最高級別的警惕，
特區政府由此做出的推遲決定也絕對無可厚非。
其次，推遲選舉並非取消選舉，並不會損害香港
選民的民主權利。選舉押後，必然會引來社會爭
議，甚至會有人給行政長官和選委會戴上「剝奪」
選民民主權利的大帽子。但是，如果看一下人權的

定義就可以發現，個人的生存權、健康權才是人權
的根本，一個人只有有了生命健康權，才有言論自
由、選舉及被選舉等民主權利。如果無視疫情貿然
舉行選舉，必然對很多選民的生命健康權構成巨大
威脅，在此基礎上空談民主權利豈非本末倒置？
更何況推遲選舉並非取消選舉。當本港疫情受控
後，在一個選民健康有保障、各方權益可以充分體
現的環境下，舉行一場公開公平公正的選舉，才是
對香港選民民主權利的最好保障。

疫情下推遲選舉並非個例
第三，推遲選舉在全球都不乏先例，包括很多西

國安法斬妖利劍 穩愛國者治港大局

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林龍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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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確保管治是最重要的，從而動作更
加快捷，搶佔先機，恢復香港的法治
和秩序，恢復愛國者治港的局面，將
一切勾結外國勢力清除出建制之外。
外部反華勢力實施的所謂「制裁」，
僅僅是中國前進中的小小曲折。共和
國建國超過70年 ，所謂「制裁」，見
得多了，最後一一被國家化解。
古今中外，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容忍
勾結外國勢力的內奸繼續存在建制之
內，更加會使用法治的力量，追究和
懲罰叛國者和違法者。美國和英國都
有很多條嚴厲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他們企圖實行雙重標準，只許州
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以阻撓中國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香港國安法，
作出了許多禁運、制裁的恐嚇，這種
種霸凌行為，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
和奮起反制。香港特區選舉主任根據
法律以實際行動 DQ 攬炒派參選人，
讓美國英國大失預算，攬炒派更是瞠
目結舌，目瞪口呆。攬炒派過去奉旨
發動所謂的遊行大示威，在港人的抵
制之下，已經搞不起來了，失去了動
員力量。
香港國安法的出台，有力地預防和
制止了攬炒派的分裂活動和煽動陰謀詭
計，今後也將確保執法機關必然追究和
懲辦背叛國家、勾結外國、策劃分裂、

大搞恐怖主義的犯罪行為。中央和特區
政府的一連串舉措，使到廣大香港群眾
看到了形勢的主流，看到了國家的決
心，看到了香港已經走上愛國者治港的
應有軌道，人心向穩，人心向治，紛紛
支持國家和特區政府的決策，共同參與
「一國兩制」的建設。
港人也很清楚地看到：面對美英的
所謂經濟制裁，北京絕不會接受美英
施壓，亦無懼制裁。只要我們繼續實
施改革開放，實行產業升級發展高質
量經濟，實行貿易自由化和多元化，
穩步推進市場開放，大力落實和各國
的自由貿易協定和「一帶一路」的發
展基建銜接，穩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大力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我
們的發展前景一片輝煌。美元主導的
體系將會因為美國的所謂「制裁」，
變得更虛弱，自己傷害自己。
我們希望特區政府的官員，進一步
在香港宣傳落實香港國安法，大力宣
傳愛國主義，大力宣傳我們有足夠的
能力和智慧，有許多辦法，挫敗美英
的所謂「制裁」。我們希望各界人士
大力支持特區政府融入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的經濟決策，同心協力，支持抗
疫行動，反對攬炒派挑撥離間、破壞
團結和經濟繁榮的行為，加強協作，
建設香港。

龍子明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立法會換屆選舉提名
期於昨日結束，前日選
舉主任裁定 12 名參選人提名無效，被
DQ的參選人包括黃之鋒、郭榮鏗、楊
岳橋等。特區政府同日發表聲明，強調
涉及「港獨」、「自決」，尋求外國勢
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原則上反對全國
人大制定香港國安法及在港公布實施，
以無差別否決票迫使政府接受政治要
求，拒絕承認中央政府對香港行使主權
等5大問題的參選人，均不可能真誠擁
護基本法，因此不可能履行立法會議員
的職責，並表示選舉主任仍在依法審
核其他參選人資格，不排除再有人被
裁定提名無效。中聯辦發言人發聲明
指，對選舉主任依法決定部分人士參
選第七屆立法會的提名無效，表示堅
決支持，強調豈容圖謀毀掉「一國兩
制」、毀掉香港繁榮穩定的無良之輩
登堂入室。
大面積 DQ 攬炒派參選人，其實是
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
的。不久前攬炒派舉行的非法「初
選」，大部分攬炒派政客，公然加入
「墨落無悔 堅定抗爭」聲明信聯署，
表明認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承諾當選後運用立法會的權力，包括

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回應「五
大訴求」，更提及無論選舉確認書會
否加入香港國安法有關內容，均「義
無反顧的反對國安法」。
攬炒派政客露骨表明「義無反顧的
反對國安法」，要控制立法會、否決
財政預算案、癱瘓特區政府、全面
「攬炒」香港、顛覆國家政權，已經
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第 22 條，以及香
港本地選舉法律，可謂證據確鑿，不
容抵賴，特區政府和選舉主任根本沒
有不 DQ 的理由。因此，攬炒派參選
人被大面積 DQ，乃咎由自取，是他
們自己逼出來的。
攬炒派參選人不久前被選舉主任就
其有違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言
行作回應。部分攬炒派參選人直認自己
反對國安法，但大部分攬炒派玩弄「語
言偽術」，聲稱會「繼續」擁護基本法
云云，企圖瞞天過海，欺世惑眾，蒙混
入閘。部分攬炒派參選者以因應國安法
落實，已放棄反國安法、「港獨」、攬
炒行為和要求外國制裁香港云云，以此
辯稱可以入閘參選。必須指出這絕非事
實，他們是不惜「擘大眼講大話」，對
照上述人等的前後言行，明顯看出他們
的回覆虛與委蛇，言不由衷，只是為求

入閘的權宜之計，毫無真誠可言。由於
選舉主任嚴格把關，他們瞞天過海的企
圖沒有得逞。
選舉主任向攬炒派參選人發信後，
九龍東參選人黃之鋒、新界東參選人
劉頴匡及九龍西參選人張崑陽等人，
隨即在 facebook 貼出選舉主任的相片
及名字等個人資料，其中黃之鋒貼上
5 名選舉主任的相片。除了 DQ 他們
外，他們的行徑還涉嫌刑事恐嚇罪
行，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特區政府表明全力支持選舉主
任依法行使法定職能，不容忍任何針
對選舉主任的羞辱或恫嚇，表明個人
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警方等執法部門
會跟進有關的惡意行為。執法部門應
盡快檢控針對選舉主任的羞辱或恫嚇
行徑，以儆效尤。
立場傾向反對派的蔡子強，不得不
承認比起以往主要問及「港獨」和
「自決」等立場的 DQ 紅線，今屆立
法會選舉中還加入國安法及外國勢力
等新課題，估計會出現大規模的
DQ。的確，國安法之下的立法會選舉
與 過 去 不 一 樣 ， 大 面 積 DQ 在 所 難
免，這是攬炒派逼出來的，可以說是
攬炒派咎由自取。

立法會選舉提名昨截止，目前 12 名攬
炒派立法會參選人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
無效，包括公民黨黨魁楊岳橋等 4 人，自
稱「抗爭派」的黃之鋒、岑敖暉、何桂
藍等。對此特區政府發表聲明，強調擁
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國香港特區是立
法會議員的基本憲制責任 ，涉及「港
獨」、「自決」，尋求外國勢力干預香
港特區事務，原則上反對全國人大制定
香港國安法及在港公布實施，以無差別
否決票迫使政府接受政治要求，拒絕承
認中央政府對香港行使主權等五大問題
的參選人，均不可能真誠擁護基本法，
因此不可能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責。當
前選舉主任獨立行使其應有職責，嚴格
把關，將不符合參選資格的人士阻擋在
立會參選入閘門口之外，這對於維護立
會選舉有序合法進行，並為日後立會發
揮其應有職能，發揮着重要作用。
當前有激進人士指責選舉主任的行為具
有「政治審查」的嫌疑，稱有關行為「限
制言論自由」或「剝奪參選權」。但只要
檢視選舉主任 DQ 有關候選人的理由根
據，不難看到選舉主任不過是遵循基本法
及立會條例，在檢視參選人行為及態度的
情況下做出的合理裁決。根據以往判決先
例，這不僅僅要求候選人具有真誠擁護基
本法的意圖，不僅僅是遵守基本法，同時
更要支持、推廣及信奉基本法。
因此當前雖有部分參選人已根據《立
法會條例》，根據法定程序在提名表格
簽署聲明，但另一方面又不斷支持「港
獨」，或者公然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制
定香港國安法及將其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並在香港公布實施等等的行為，這與其
簽署聲明的行為自相矛盾。這表明有關
參選人行為不一致，口不對心，甚至存
在顛覆性、反動性的政治綱領，如這些
參選人進入立會，其帶來的將是立會內
外永無寧日的局面。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40（1）（b）

（i）條，立法會選舉參
選人須聲明擁護基本法
和保證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區。這是參
選人提名是否有效的核
心問題和基本要求。這
也是選舉主任 DQ 一系列「攬炒」派參選
人的依據。當然「攬炒」人士除了譴責
選舉主任以及政府對其進行 「政治審
查」，剝奪其「言論自由」外，在被 DQ
後更迅速露出其真面目，聲稱會繼續抗
爭、繼續勾結外力以達至其「攬炒」目
的，鼓吹自己違反基本法、唱衰香港、
勾結外國勢力的言論。這一系列行為不
正正表明了他們原本在回覆選舉主任時
聲稱「擁護基本法」、「效忠中國香港
特區」的言論只不過是「虛情假意」
嗎？如任其進入立會，假以時日，其一
系列「攬炒」香港、奪取管治權力的政
治陰謀將再次上演。所謂的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特區等聲明最終都將成為
「廢紙」罷了。
因此，當前香港社會各界要支持、歡
迎選舉主任能夠依法盡責 DQ 攬炒派參選
人。尤其當前香港國安法剛剛實施不
久，這一眾被 DQ 的參選人均將矛頭指向
香港國安法，同時又虛偽地簽署聲明，
表明支持基本法，這正正是要挑戰香港
當前秩序，要藉本地事務挑戰國家安全
的一個「預兆」。選舉主任對黃之鋒、
郭榮鏗等 12 名人士參選立法會作出提名
無效的決定合法合情合理，更合乎正義
與道義，理據充分。
DQ 攬炒派立會參選人，這實是大快人
心之舉，社會各界應全力支持選舉主任
依法履職盡責。可以預期，這將為日後
立會積極支持政府依法施政，為立會有
效發揮憲制職能打好基礎，同時對於香
港整體而言，這有利於維護基本法釐定
的憲制秩序、維護香港法治行之有效、
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李 龍

果斷有為強力阻斷新冠病毒傳播鏈

大面積 DQ 是攬炒派逼出來的

DQ

攬炒派參選合法合情合理

立法會選舉提名期昨
日結束，多名攬炒派立
法會參選人被取消資格。特區政府並
宣布因為疫情，將選舉日期延後一
年，且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DQ、選
舉延後一年、人大常委會釋法，互相
銜接，又各有功效，確實維護了國家
主權和安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700 萬
港人為這個戰略性的決策歡呼喝彩。
長期以來，美英等外國勢力公開插
手和干預香港的政局和選舉，煽動攬
炒派大搞「顏色革命」，還企圖在 9
月份的立法會選舉達到「35+」的目
標，圖奪取權力、癱瘓特區政府的運
作。攬炒派一直以為，有了外國靠
山，就可以不停地告洋狀，要求美英
等外國以及「五眼聯盟」制裁香港，
威脅中國官員、特區官員以及選舉主
任，以利他們操控選舉，控制立法會
的多數議席，把香港變成美英的勢力
範圍，他們則充當外國勢力管治香港
的傀儡。
DQ、選舉延後一年、人大常委會釋
法三項行動，連續出招，徹底粉碎了
攬炒派聯同外國勢力在香港變天的夢
想，讓他們清楚看到了，無論是什麼
人、使用什麼花招、通過什麼形式，
分裂國家領土都不會成功，而且是死
路一條。
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面對着美英等
帝國主義企圖拼湊反華聯盟，制裁中
國和香港，並沒有退讓半步，更加清
楚認清形勢和今後的動向，只有斷然
斬斷美英的魔爪，才能廢掉攬炒派的
武功，消滅他們的分裂主義企圖。
香港國家安全法在港頒布和實施，
猶如斬除妖怪的利劍，發揮了極大的
震懾威力，讓美國和攬炒派知道中國
具有鋼鐵意志維護「一國兩制」，不
怕任何威脅，威脅施壓升級的恫嚇反
而使中國更加認清，維護香港政權穩

方國家。事實上，在全球抗擊新冠疫情的特殊時
期，處於安全考慮推遲選舉並非個例，在全球至少
有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因疫情延遲或取消選舉。例
如，英國原定於 5 月份舉行的地方選舉就已正式宣
布延期一年舉行；波蘭總統選舉投票也因應疫情推
遲了近兩個月；就連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也拋出
了推遲原定於11月舉行的總統選舉的口風。
由此可見，在疫情面前，經常將「民主、自由」掛
在嘴邊的西方國家，也不得不以民眾的生命健康為優
先，推遲各類選舉活動。因此，香港特區政府的這次
決定與理相合、於法有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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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因應政府宣布食肆 24 小時禁堂
食，一些市民「蹲街食飯」的圖片開始
在社交媒體廣傳，一些人又趁機挑起民
憤向政府發難。這背後，是香港連續 8 天
錄得超過100宗新增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7 月至今新增的個案更超過今年首 6 個月
的個案總和，而且連續多天都有患者死
亡。這說明什麼？說明香港的疫情已發
展到了非常嚴峻的全面爆發程度，香港
市民的生命健康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
頭！何去何從，必須當機立斷，痛下決
心了。
自新冠病毒產生至今已半年有多，各
個國家面對的態度不同，處理的手法各
異，產生的效果也各有千秋，是以人為
本，以生命為重，還是以政治掛帥，以
經濟增長為優先，相信僅中美兩國的對
比，已足夠大家參考與借鑒。
一個城市，在面對逆境，面對亂世的
時候，尤其需要領導者目光高瞻遠矚，
作風雷厲風行，危機當前，就該當仁不
讓，當機立斷，快刀斬亂麻，以最快的
速度控制局面，而不是翻來覆去，舉棋
不定，猶豫不決，浪費的不僅是時間，
還有市民的信心和耐心。武漢抗疫，政
府初時判斷失誤，錯失時機，導致病毒
爆發，但當局當機立斷，鐵腕封城，雖
一時舉世震驚，很多人不理解，但事後
證明，惟有如此，才能扭轉局面，反敗
為勝。反觀香港，因為一時心懷僥倖，
任由「豁免」中門大開，導致病毒長驅
直入，「限聚令」又執行不嚴，結果是
現在疫情遍地開花，政府四面楚歌。然
而，大錯既已鑄成，悔也無用，當務之

急，是如何力挽狂瀾，救市民於水火之
中。
全世界人民用了半年的時間，犧牲了
66 萬條人命以及無法估量的經濟損失，
證明了控制疫情最簡單最直接的方法有
且只有一個，就是「block」——阻斷。
阻斷傳播鏈，讓病毒無法繼續繁殖、傳
播。阻止人口流動，阻止人群聚集，就
是阻斷病毒的快速空間擴散。強制人們
戴口罩、勤洗手，就是阻斷病毒在個體
間的傳播。加強檢測和隔離，就是找出
病毒的源頭並控制病毒蔓延。
其實，這些對付傳染病的方法和手
段，不光專家醫生爛熟於胸，就算普通
市民，經過「非典」的洗禮，也已是耳
熟能詳。但為什麼執行起來這麼難呢？
癥結還是因為「政治」，防疫抗疫被人
為政治化，導致推出任何措施都是事倍
功半，甚至得不償失。加上政府的優柔
寡斷，永遠都在補漏而不是疏浚，導致
越補越漏。
作為特首，此時已沒有退路，也不容
再糾結思量，應果斷禁堂食，限聚餐，
必要時推「禁足令」，限制人們出門；
同時擱置各種政治爭拗，包括推遲立法
會選舉，用一切手段保持市民足夠的社
交距離，減少病毒擴散傳播的機會，全
民全心全力應對疫情，才有可能扭轉當
前局面，打贏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如
果還是當斷不斷，斷而不斷，則必有後
患且必受其亂。
疫情的發展可以很迅速，提供的窗口
期也是稍縱即逝，「為」還是「不
為」，如何「為」，政府需盡快定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