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舉可以押後
生命不能押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社會各界都大力支持特區政府因應疫情押後立法
會選舉的決定，是符合當下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的通行做法，並強調目前集中精力抗
疫防疫才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港人應與政府共同努力戰勝疫情，令經濟可以盡快
復甦。

香港特別行政區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昨日發表聲明，表示香港

疫情嚴峻，而生命高於一切，沒有任何政治

利益可以凌駕生命。為此，將第七屆立法會

選舉押後一年的決定，是保護香港市民生命

安全和身體健康、保障立法會選舉安全和公

平公正的重要舉措，反映了廣大市民的迫切

願望，體現了特區政府對市民高度負責的態

度，符合全港市民的切身利益，是完全合

情、合理、合法的決定，並對此表示全力支

持。他們呼籲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團結一致，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與香港特區政府

一道同心協力防疫抗疫，早日戰勝疫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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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選符民望 合情合理合法
代表委員聲明：疫下首重保民健康

董建華梁振英：理解押後立選 首務遏止疫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日前

決定押後立法會選舉，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和
梁振英昨日分別回應表示，對相關經過深思熟慮
的決定充分理解和尊重，當前情況確已無法正常
進行選舉，認為特區政府以至全社會未來一段時
間的工作重點必須是遏止疫情蔓延，以至完全清
零，並批評攬炒派對相關決定的批評，完全是罔
顧市民健康，以政治凌駕公共衞生。

董：安排合理合法
董建華對政府決定押後原定於今年9月舉行的

立法會選舉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他表示，選舉
是選民行使政治權利的重要體現，受到基本法所
保障。特區政府有責任和義務，確保選舉在公平

公正、安全有序的環境之下進行。
他續說，目前全球受到疫情影響，多個國家及

地區包括英國、意大利和澳洲都宣布押後地方選
舉。當下，香港正受到第三波疫情的衝擊，每日
確診數字過百，未知何時見頂。在如此嚴峻情況
下，各項大型活動均會影響市民大眾健康和安
全。
董建華相信，押後立法會選舉是嚴肅的決定，

特區政府一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細心衡量過各種
因素之後所作出的最合適安排，並且合理合法，
相信社會各界支持特區政府的有關決定，並致力
在疫情之後，確保明年立法會選舉順利進行。
梁振英昨日在facebook發帖指出，香港出現第

三波新冠病毒疫情，連續十天每天過百宗確診病

例，而且源頭仍然不明，所有大型群體活動因此
均已延期或取消。在這情況下，平情而論，未來
一個月在各選區、各功能組別的拉票工作將無法
正常進行；300多萬人在全港18區的投票，還有
動員幾萬人的組織和點票工作也無法正常運作。
他續說，特區政府以至全社會在未來一段時間

的工作重點必須是遏止疫情蔓延，以至完全清
零，在保障市民健康的同時，盡早恢復正常經濟
活動，避免經濟繼續下滑、失業問題惡化。

梁批攬炒派罔顧市民
梁振英指出，攬炒派對特區政府押後立法會選

舉的批評，是罔顧市民健康、以政治凌駕公共衞
生、為反對而反對的歪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在聲明中表示，7月以來，香港
爆發了第三波疫情，新冠肺炎的確診數字居高

不下。特區政府聆聽了專家意見，知悉疫情是今年以
來最嚴峻時刻。立法會選舉是規模最大的一場選舉，
倘如期於今年9月舉行，將涉及440萬名選民及3萬
多名工作人員。投票站、中央點票站等場所將無可避
免地聚集人群，違反保持社交距離的防疫規定，大大
增加社區感染的風險。觀乎疫情帶來的影響，押後立
法會選舉是保障市民健康的上策。

免境外市民無法投票
聲明指出，保障選舉公平公正是香港政治制度不可

或缺的一環。基本法賦予選民投票權，在立法會選舉
中選出為市民服務的議員。但目前由於出入境受限，
隔離等抗疫措施正於各地實施，數十萬常居內地以及
於海外居留的選民或未能如期親身前往票站，一些年
紀較大的選民亦會因疫情關係為降低感染風險不敢外
出投票。大量選民無法正常行使投票權，將大大削弱
選舉的公平性。因此，押後選舉將有效營造更公平公
正的選舉環境，並更能反映確切民意。

免競選工作無法進行
聲明還表示，選舉工程提供立法會參選人與市民交
流及宣傳政治理念的機會。唯在疫情肆虐下，參選人
未能如常舉行辯論、設立街站等籌備及競選工作，選
民亦難以充分理解各參選人的政治理念而準確投票。
這將影響選舉的公平性，降低選舉的公信力。
聲明強調，生命高於一切，沒有任何政治利益可以

凌駕生命。特區政府有關押後立法會選舉的決定十分
必要。這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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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社會各界人士背靠祖國、同
舟共濟、群策群力，全力支持特區政府集中精力全面
抗疫，為盡快恢復經濟、改善民生而共同努力。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在聲明中表示，特區政府因應新
冠肺炎疫情嚴峻形勢，決定推遲第七屆立法會選舉，
充分體現了尊重科學、順民意、生命至上的原則，充
分體現了香港特區政府對廣大市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
康的責任擔當，合情合理合法，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對
此表示充分理解和堅定支持。
聲明續指，自7月以來，香港爆發了第三波新冠肺

炎疫情，每日確診人數居高不下，在如此嚴峻的情況
下，保障市民生命安危及健康是特區政府的首要任
務。若堅持舉行選舉，特區政府的精力便無法集中在
抗疫工作上，參選人繼續開展選舉活動亦會造成大量
人群聚集，增加市民感染風險。

籲各界同心協力抗疫
同時，參選人亦難以在防疫措施限制下開展有效的
選舉工程，沒有安全的環境，就談不上選舉的公正與
公平。因此，推遲立法會選舉是十分必要的。香港是
我們共同的家園。他們呼籲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團結一
致，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與香港特區政府一道
同心協力，統籌各方資源，完善抗疫措施，早日戰勝
疫情。

對市民健康負責表現

疫情持續
嚴峻，為保
障市民大眾
健 康 及 安
全，特區政
府有關決定
是可以理解的，並相信全國人大
常委會將依法就未來一年期間，
如何安排立法機關有效行使《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所規定的權責，作出必要
和及時的決定。

近日疫情
持續反覆，
保障市民健
康、維持社
會正常運作
是當下最重
要的。選舉延期有利於保障市民
的安全和健康，避免出現人群聚
集的情況，減低病毒散播的風
險，也能讓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集中精力和社區資源防疫抗疫，
是對市民健康負責的表現。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區政府
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港交所獨
立非執行董事李君豪：

社會目前的當務之
急，是集中所有精力
同心抗疫，押後選舉
有助減少人群聚集，
減低疾病傳播的風
險。立法會選舉牽涉
全港超過400萬名選民，在疫情仍然嚴
峻的情況下，如果勉強繼續冒險進行，
不但令選舉不能在公平、公正的環境進
行，更會令市民冒感染的風險。特區政
府是次的決定，是負責任的體現。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好協進

會會長唐英年：

香港疫情來勢兇猛，而
根據香港現行的選舉法
例，民眾的投票方式只有
到站點投票，無法通過互
聯網、郵寄等方式參與選
舉。站點投票勢必造成人
群聚集，帶來交叉感染風險。此外，諸多因
疫情在內地和海外滯留、患病和正隔離的民
眾亦無法參與選舉，難以保證選舉結果的公
平公正。是次押後選舉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
舉，是保護民眾生命健康的切實舉措。

全國政協常委、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

許榮茂：
特區政府押

後選舉合法、
合情、合理。
新冠肺炎疫情
愈趨嚴重，此
時果斷押後選
舉是迫不得已，但亦是保障市
民健康安全、負責任的明智決
定，相信大多數市民都會同意
理解。

全國政協常委林淑儀：

疫情來勢洶洶，
如何迅速止疫制
毒，特區政府管治
團隊仍面臨着巨大
的考驗。把立法會
選舉推遲一年，是
特區政府和特首從香港實際出發，作
出的正確決定。

全國政協常委周安達源：

同心抗疫，共度時
艱，是香港當前壓倒
一切的大事。特區政
府把市民健康放在第
一位，押後立法會選
舉的決定非常明智，
既可保證當前集中精力防控疫情，又能
維護香港選舉的公平環境，相信大多數
市民都會理解和同意。

全國政協委員、信和集團主席

黃志祥：

全球有60多個國家
及地區因疫情推遲選
舉，可見這已是大勢
所趨。香港目前疫情
嚴重，許多個案源頭
不明，短期內很難看
到好轉，特區政府為了保障廣大市民的健
康和安全延後選舉，是負責任、有承擔的
決定。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僑界社團

聯會會長黃楚基：
在當前疫情嚴

峻的情況下，作為
負責任的政府，絕
對要以保障市民生
命健康為最首要考
慮，若繼續進行選
舉工程和投票，既會增加人群聚集
的感染風險，也會分散政府和社會
抗疫的專注，對市民和參選人而言
未必是最公平公正的選舉環境。

全國政協委員李民斌：

全球各地以尊重
科學、生命至上的
原則推遲選舉，是
國際間的普遍共
識。縱然有地方能
以電子及郵寄投票
方式進行選擇，但香港現行機制仍然
是實體投票，也不允許多天投票，考
慮到選舉的公平性及選民的健康，押
後選舉是有切實需要。

全國政協委員胡文新：

近期香港新冠疫情
嚴峻，任何個人的輕
視都將導致群體感染
的結果。如果繼續選
舉，數百萬選民聚集
在投票站，加上選舉
工程還包括選舉團隊的家訪、社會宣傳
等，均屬多人聚集的活動，特區政府押
後選舉是合法的正確決定。

全國政協委員楊莉珊：

選舉可以押後，生命
不能押注。疫情面前香
港市民的生命安全是當
前香港最大的政治，一
切其他活動都要讓位，
這也是當前香港最大的
民意。

全國政協委員高彥明：

本港人口密度
高，不管是候選
人進行拉票，還
是在投票日進行
投票，定會增加
人群傳播風險，
惟香港已承受不了再一波大規模疫
情襲擊，所以押後選舉是必然選
擇。

全國政協委員莊紹綏：

全國政協委員白水清：

政府對目前這場
疫情及其選舉將帶
來的風險作了充分
評估後，押後立法
會選舉是一項非常
及時和必要的舉
措，將有利政府率領廣大市民集中精
力抗擊疫情。

當前香港最緊要的
任務就是如何採取嚴
格和有力的措施盡快
控制疫情傳播，才能
夠保護廣大香港市民
健康和生命安全，使
香港的社會經濟發展得以恢復正常運
行。

全國政協委員紀海鵬：

本港有數十萬選民
因疫情滯留在海外及
內地，如此眾多的選
民缺席投票而堅持如
期選舉，不能反映真
正民意，亦未能體現
選舉的公平、公正與公信力。

全國政協委員施清流：

如果政府如期
舉辦全港選舉活
動，人員聚集非常
容易加劇病毒社區
大爆發的風險，政
府當機立斷，押後
選舉的決定非常明智。大家攜手並
肩，共克時艱，集中精力和資源專心
抗疫，早日恢復經濟。

全國政協委員張松橋：

理大研究顯示
病毒已停止突
變，反映出它們
可能適應了人
體，未來或更具
傳染性，因此不
能把政治活動凌駕於人身安全之上，
支持政府延期決定。

全國政協委員李大壯：

■董建華（左）和梁振英（右）表示，對政府押後立法會選
舉表示理解。 資料圖片

■疫情持續嚴峻，政界認同押後立法會選舉，認為生命高於一切，沒有任何政治利益可以凌
駕生命。圖為去年區議會選舉期間，市民迫爆票站輪候投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