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特區政府
宣布押後立法會選舉，各紀律部隊工會，
及政府人員協會等發聲明表示支持，在這
艱難時刻，希望大家同心抗疫，讓社會和
經濟盡快回復正軌。
警司協會、香港警務督察協會、海外督

察協會及警察隊員佐級協會4個警察評議
會職方協會昨日發表聲明，表示新冠病毒
疫情轉趨嚴重，為保障公眾健康及確保選
舉有序進行，他們對政府決定延後立法會
換屆選舉表示理解及支持。在這艱難時
刻，市民大眾健康是首要考慮，希望大家
同心抗疫，讓社會盡快復原，回復往昔繁
榮安定。

籲緊守崗位同心抗疫
香港消防主任協會、香港消防處職工總

會、香港消防退休人員互助會、入境事務
主任協會、香港入境事務助理員工會、香
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和香港入境處員佐
級總會、懲教事務職員協會等亦發表聲
明，表示香港第三波疫情嚴峻，已連續多
天出現過百宗新增確診個案，市民參與各

項選舉活動均面對極高的感染風險。
他們指出，為確保社交距離以及避免人
群聚集，加上目前仍生效的「限聚令」，
各選舉活動如選舉宣傳工程及投票均無法
正常進行。部分滯留內地或海外的選民未
能返港，無奈放棄投票權利。為確保選舉
能在保障市民健康的情況下正常進行，他
們十分支持特區政府押後選舉的決定。
政府人員協會亦發聲明指，在疫情下必
須以公眾衞生及市民健康作優先考慮。新
冠疫情爆發第三波，社區確診個案不斷增
加，公共醫療系統負荷接近飽和，若疫情
持續惡化，本港醫療體系將面臨崩潰。當
務之急是要防控疫情，尤其應減少社交接
觸，減低傳播的風險。
聲明指出，原訂於本年9月初舉行立法

會選舉，是一項大型公眾活動，將增加病
毒人傳人風險，對公共衞生造成威脅。為
保護香港市民及眾多公務人員的安全健
康，保障選舉安全和公平公正，協會支持
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舉行。香港疫情嚴
峻，協會呼籲大家繼續緊守崗位，與市民
同心抗疫，讓社會和經濟盡快回復正軌。

13公僕工會支持：市民健康最優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基於保障
公共衞生及確保選舉公平公正，特區政府
日前宣布，將原訂今年9月6日舉行的立法
會選舉押後一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接受兩家傳媒訪問時重申，推遲選舉是艱
難決定，而是次決定並無任何政治考慮，
亦從不會因為害怕建制派選情嚴峻而妨礙
選舉進行。對宣布選舉延期後引來其他國
家及地區的質疑，她指出，經歷香港國安
立法後，不難看見部分國家持雙重標準。
事實上，疫情下有較多國家或地區押後選
舉，希望這些國家「擺事實、講道理」。
林鄭月娥昨日在接受商業電台訪問時指
出，目前評估疫情嚴重，特區政府無把握
保障選舉安全進行，選舉管理委員會亦認
為風險很高，加上有不少登記選民反映，
因疫情的邊境限制無法回港投票，故選舉
延期的決定是出於公共安全及確保選舉公
平公正的考慮。
談到未來一年立法會運作的問題，她指
出，特區政府明白引用《立法會條例》第
十一條，即在未來一年召開立法會緊急會
議的做法牽強，並會引來法律挑戰，且基
本法第六十九條已訂明立法會除第一屆
外，每屆任期四年，而緊急法亦不能凌駕

基本法，故她已向中央提交緊急報告，並
獲國務院回覆指，中央政府將依法提請全
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

籲干港勢力擺事實講道理
被問到如何應對外國就香港押後選舉的
批評，林鄭月娥坦言，疫情下雖然押後選
舉的國家較無押後的為多，但經歷香港國
安立法後已明白部分國家持雙重標準，例
如過去半年在處理中美關係的問題上，部
分國家只會以政治及自身利益為主導，無
視客觀事實。
她傍晚接受無綫電視訪問時亦批評，押

後選舉是西方國家除香港國安法以外另一
個制裁香港的藉口，呼籲各國政府看清事
實，強調特區政府有應對方案，並批評外
國傳媒對香港有偏見，外國政府亦對「一
國兩制」無深刻理解，故香港必須考慮其
國家安全，但強調香港未來發展的定位仍
是外向、開放的國際城市。
林鄭月娥表示，上任至今一直重視行政
立法關係，認同立法會有制衡行政機關的
功能，惟對部分議員採取抗爭的態度，並
無差別地否決議案會對市民不利，盼議員
以市民福祉為依歸。

特首：延後無關政治
多國有成例勿雙標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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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醫
生協會、香港衞生護理專業人員協會、香
港醫療人員總工會、香港公共醫療護士協
會、香港機構醫生協會等15個醫護團體聯
合發出聲明，表示香港爆發第三波疫情，
單日新增確診個案連日破百，醫護人員亦
有確診，公立醫院負荷接近飽和，若疫情
持續惡化，香港醫療體系無疑會崩潰。

聲明指出，疫情當前，任何公眾聚集活
動都會加劇病毒傳播，令疫情失控。若幾
百萬人聚集在投票站投票，無疑是抱薪救
火，置市民性命於水火。作為醫護，並強
烈呼籲市民維護健康，守護生命，摒棄政
治爭拗，支持押後包括立法會選舉在內的
任何大型公眾聚集活動，全心全意防控疫
情。

醫護界聯合發聲
大型集會須押後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因應疫情決定押後立法會選舉，香港不

少醫學界人士均表示支持，表示在疫情肆虐下應將市民健康放在首位，而任何

公眾聚集活動都會加劇病毒傳播，置市民性命於水火，香港醫療體系亦可能

崩潰，任何企圖輕視疫情、靜觀其變的心態、不及時的行動等都會帶來災難

性後果。押後立法會選舉的決定是基於公眾安全，是負責任的決定，並期

望香港社會摒棄政治爭拗，團結抗疫，及在成功研發疫苗，確診個案數字

大幅減少後才重啓選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子京、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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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常委、世界衞生組織前任總幹事陳馮
富珍昨日在中國日報網發表題為《推遲選舉是保
護港人的及時措施》的署名文章，指出香港的新
冠肺炎疫情令人擔憂，病例增長速度非常快，無
法預測的無症狀感染和潛伏期，尤其香港人口稠
密，都令疫情很難控制。同時，香港的醫療體系
和醫護人員已經不堪重負，如果當前的感染趨勢
持續，香港的衞生系統可能會崩潰。
她強調，任何企圖輕視疫情、靜觀其變的心
態、不及時的行動等都會帶來災難性後果，故

堅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及時果斷地決定推遲原
定於2020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以保護香
港市民的健康和福祉。事實上，全世界已有60
多個國家和地區推遲選舉，以降低在全球肆虐
的新冠肺炎病毒感染風險。
她並讚揚香港特區政府迅速採取行動，請求

中央政府提供援助。新冠病毒是她40年來在全
球健康領域中見過的最「狡猾」的病毒，疫情
隨時會捲土重來，而團結與協作、高度的警惕
和堅定的努力對抵抗病毒至關重要。

香港放射學技師會主席
黃柏良則認為，香港疫
情嚴峻，有必要減少人群
聚集。上月陸續出現多個
群組感染，若連家庭聚會都

出現群組爆發，選舉投票當日
多區有大規模人群聚集，屆時定會造成疫情大
爆發情況。
他補充，現時有效抑制疫情方法之一是全民

檢測，若內地能支援篩查，將能加快找出隱形

患者的步伐，呼籲市民暫時「忍一忍」，避免聚
集增加傳播風險。
黃柏良認為，世界各地雖有醫療機構陸續研

發疫苗，甚至已進入人體實驗階段，但全球人
口眾多，生產大批量疫苗要一定時間，未必一
年半載能完成，為確保有效恢復社會經濟活動
運作和控制風險，政府明年仍有需要考慮屆時
疫情趨勢、相關數據、控制情況，以及全港市
民疫苗接種率，以分階段重啟經濟和選舉活
動。

全國政協常委、香
港醫院管理局前主席
胡定旭認為，香港自7
月初起面臨新一波疫情

的衝擊，到目前為止每天新
增的確診個案數字仍過百，因

此推遲原定於9月初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是必
要的。如果選舉按照原定時間舉行，對於參
選人有些不公平，因為疫情會影響相關的宣
傳造勢活動；對參與投票的市民和相關的工
作人員也有影響，若幾百萬市民在同一天外
出投票，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大為增加。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特
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前局
長高永文對推遲選舉表示理
解和支持。他指出，現在已

進入8月，香港的疫情仍不樂
觀，如果在約4個星期後仍進行選舉，大量
人群的聚集會加劇病毒傳播的風險。由於立
法會選舉沒有郵寄投票的安排，需要市民在
投票當天前往票站親自投票，因此風險較
高。希望港人從防疫抗疫的角度來看待推遲
選舉的安排。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
委員會主席梁子超表
示，由於有大量找不到

感染源頭的個案，疫情已滲
透社區，而無論是個案發現，篩

查以及確診者入院時間等都出現嚴重滯後，
反映公共醫療系統有超飽和的情況，倘情況
未能改善或增加檢測能力等，目前單靠控制
社交距離措施，在9月初成功控制疫情的機
會相對較小。對新加坡和韓國等地在疫情下
仍繼續舉行選舉，他解釋兩地的感染個案雖
多，但很多個案均有關聯。

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
家顧問、中文大學醫學院呼
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
示，根據港大的研究，相信最

快亦要到8月底才會見到個位確診
數字，而個位確診數字不但要保持

一段時間，更要確保當中沒有源頭不明個
案，若這一情況持續，才可以適度放寬社交
距離。即使確診數字回落，只要是在室內進
行人多的活動，都有高風險。因此，無論是
選舉，還是食肆、商業活動都不應放寬。

香港醫務委員會
執照醫生協會副會長
唐繼升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現時本

港疫情嚴峻，不斷出現群組
爆發外，源頭不明個案數字亦上升，擔心感
染風險不斷提升。他基於市民健康考慮，政
府延後立法會選舉是合理的選擇。
他續說，香港是全球其中一個高人口密度

城市，人群聚集有機會造成高風險傳播，屆
時醫療體系將難承受激增的確診者，死亡數
字亦會提高。疫苗雖或於明年誕生，但需要
市民接種後才得知效果，最重要是就屆時疫
情的控制情況，才能決定能否重啓選舉。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
長崔俊明認為，很多長者及
長期病患者都擔心到醫院等

高危地方會染疫而延期覆診和取
藥，倘如期舉行選舉，部分市民尤其是長者
和長期病患者都會因擔心疫情感染而放棄投
票，且一些身處外地的選民亦未能回港參與
投票，屆時票數也不能完全反映民意，欠缺
公正。他認為，政府延後選舉的決定正確，
倘執意如期選舉，便是罔顧市民健康安危，
才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他續說，世衞組織表示明年初或年中將有

針對新冠肺炎的疫苗誕生，只要全港有七成
或以上市民接種疫苗，相信確診個案數字能
隨之下降，並可施以疫苗治療，屆時才重啓
選舉，將能提升市民投票意慾，達至公平、
公正的選舉。

陳馮富珍：從速限流遏疫

胡定旭：
選戰必增感染

高永文：
投票風險較高

梁子超：
限距不如限聚

許樹昌：
防疫不應放寬

唐繼升：
堅守等待疫苗

崔俊明：
急求選欠公平

黃柏良：宜候全民檢測

【支持押後立選聯署遘向60萬】
由全港抗疫連線發起的「支持依法押後香港第七屆立法會選

舉」網上聯署，截至午夜12時，已經有579,853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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