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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特區政府押後立法會選舉、專心抗疫的決定，大律師公會前

晚出聲明表示「極度關注」，並一再提出質疑。特區政府發言人

昨日回應指出，7月1日至今，香港已有超過2,300宗確診個案，

較之前半年累積的1,200宗多近一倍，選舉管理委員會上月28日

曾去信行政長官，對舉行換屆選舉的公共衞生風險表達關注。發

言人強調，押後立法會選舉是基於公共衞生考慮，決定合理、合

法及符合公眾利益。

政府責大律師公會忽視疫情嚴重
強調押後選舉合理合法 援引緊急法符公眾利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范太挺押後選舉 冀特首「多講多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為應對持續

爆發的第三波疫情，特區政府上周五宣布押
後立法會選舉一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在facebook表示，邀請了原全國人大常委、
立法會前主席范徐麗泰到禮賓府，就押後選
舉及立法會「真空期」等議題交流意見。范
徐麗泰表示，支持林鄭月娥決定，強調政治
絕不能凌駕人命之上，近日疫情日日過百，
除押後選舉別無他法，希望林鄭月娥勿怕謠
言抹黑，應做就多講多做，將政策清楚解釋
予市民知道。

政治不能凌駕人命
范徐麗泰表示，支持林鄭月娥押後選舉的

決定，認為近日疫情嚴重，「日日過百」，
除押後選舉別無他法，並指全世界六十多個
國家都因應疫情將選舉延期，反而舉行選舉
的只有四十多個國家，其中七個國家未曾出
現新冠肺炎疫情、十二個國家則於早前曾將
選舉延期，即全世界只有二十多個國家選舉
如期舉行。她強調，政治絕不能凌駕人命之
上，就算有不少人不同意押後選舉，不過，
她相信支持林鄭月娥做法的市民會更多。

就基本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立法會每屆任期
四年，由於現時情況難以解決問題，特區政
府已透過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解
決方案。范徐麗泰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是
否會將第六十九條解釋成容許選舉押後一
年，需考慮到立法原意，但除了解釋，亦可
研究循補充法例的形式作決定，務求找出更
能讓香港市民明白的方案。
范徐麗泰指出，香港選舉制度及其安排有

很多改善空間，認為需要更人性化及電子
化，如設避免長者輪候投票時間過長的措施
等，都能令投票過程更暢順。她並指，立法
會議事規則過往是為「君子、淑女」而制
定，而現今有些議員卻如街頭戰士般，就算
是身體接觸都覺得不是問題，如要令議事規
則有效執行，將需要立法會議員們深思一
番。

盼將政策解釋清楚讓民知道
范徐麗泰強調，社會上有人以危言聳聽方

式凝聚政治支持，希望林鄭月娥別上心，要
緊守宗旨，以信心排除萬難，勿怕謠言抹
黑，應做就多講多做，將政策解釋清楚予市

民知道。
林鄭月娥表示，疫情風險人命攸關，選
舉涉及四百多萬名登記選民、三萬多名工
作人員，包括一萬名在中央點票站工作
的人員，難以確保他們都保持社交距離，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就曾於7月28日
向她致函詳述有關風險，而數以十萬計選
民亦可能因疫情嚴峻未能回港投票，押後
選舉的決定，是別無選擇，希望社會不要
再以陰謀論作分化，讓特區政府用好未來
一年時間處理相關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特區
政府日前就押後立法會選舉向中央提交
緊急報告，中央政府已提請全國人大常
委會就有關問題作決定。全國人大常委
譚耀宗昨日表示，立法會「真空期」的
處理未必需要釋法，認為全國人大常委
會可採取較簡單的辦法處理，應該一次
會議就可表決通過有關決定，而具體方
案有待會議討論，冀問題早日解決，使
特區政府一心一意做好防疫工作。
就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決定立法會一年

的「真空期」處理方案，譚耀宗昨日在
電台節目表示，期望全國人大常委會採
取較簡單的辦法處理，認為未必要釋
法，但一切要有依據，不能令人覺得一
時一樣，而他會聽取各方意見，再在會
議上提出。他並認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葉國謙提出由北京任命看守議會及議員
的建議亦可作考慮，但具體方案仍有待
在會議討論。

現任議員延任做法較簡單
譚耀宗表示，若依照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的說法，安排現任立法會議員延
任一年做法是較簡單，但亦需要解決
有關空缺議席問題 ，若將四名已被選
舉主任裁定不符合參選資格、並非真
誠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國香港特區的
現任立法會議員續任，就會有「矛
盾」，全國人大常委會未必會同意，
要經過全面考慮。
他並指，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基本法

第一百零四條規定對公職人員宣誓的要
求可能要比以往嚴格些，確保公職人員
的行為都要符合，即依照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釋法內容，並指說不知道自己已違
反誓章的人，都應該「心知肚明」。

譚耀宗：未必靠釋法解立會「真空期」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汪文斌昨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表示，面對嚴峻疫
情，香港特區政府決定推
遲第七屆立法會選舉，這
是保護香港市民生命安全
和身體健康的正當之舉，
也是保障立法會選舉安全
和公正公平的必要之舉。
有記者提問，因香港
新冠肺炎疫情嚴重，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
布把原定於9月6日舉行
的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推遲
一年。一些國家對此表示
關切，你有何評論？
汪文斌表示，面對嚴
峻疫情，香港特區政府決
定推遲第七屆立法會選
舉，這是保護香港市民生
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正當
之舉，也是保障立法會選
舉安全和公正公平的必要
之舉。國務院港澳辦、香
港中聯辦已分別發表聲明
予以支持。為因應疫情等
災害而推遲選舉在世界上
不乏先例，香港特區政府
的決定符合這一通行做
法，合情合理合法。
汪文斌強調，香港是
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
特區立法會選舉是中國的
地方選舉，純屬香港內部
事務，任何外國政府、組
織和個人都無權干預，也
沒有理由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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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律師公會前晚發聲明，稱「極度
關注」特區政府押後選舉一年的

做法，對政府的法理及證據基礎存在重
大疑問，又謂國際人權專家已多次警告
世界各地政府不可以新冠肺炎「作為藉
口壓制人權」。公會又謂，政府應用
《立法會條例》的條文將立法會選舉押
後14天，認為這較用緊急法「具優先
性」，又形容特區政府就一年真空期的
議員任期問題提請中央作決定「令人震
驚」，認為是繞過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
例的條文，以避免香港特區政府的有關
決定受到法律挑戰。

港人健康福祉是首要考慮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晚表示，香港人
的健康和福祉是政府的首要考慮，香港
正處於應對疫情的重要關頭，若不果斷
處理，現時的疫情有可能失控，拖垮本
港公立醫院系統。除了選管會亦對疫情
下舉行選舉有關注，政府最近亦已實施
自1月以來最嚴厲的社交距離措施，以
遏止病毒傳播，「公會對政府作決定的
證據基礎提出質疑，明顯是忽略了這些
事實及關注。」
發言人重申，政府重視保障香港居
民參與選舉的憲制權利，不過在嚴厲的
社交距離措施下，候選人將不可能進行
任何有意義的選舉活動，難以向選民介
紹政綱；嚴格的口岸管制措施，也令身
在內地或海外的市民基本上不可能回港
投票，「再者，由於法律上、實際操作
和時間上的局限，引入其他措施如額外
投票日、郵寄投票或電子投票並不可
行。因此，押後選舉的決定是為了保障
公眾健康和保障所有已登記選民的投票
權。」

指只按立會條例處理不理想
由於疫情很可能持續數星期甚至更

長，亦可能在冬季再爆發，發言人指
出，公會建議按《立法會條例》第四十
四條押後選舉14天，「不能實際解決
目前這個前所未有的問題」，而立法會
有重要的實質職能及年度處理事務周
期，「如果不斷重複運用將選舉押後
14天的權力，很可能被視為不當使用
權力而受到法律挑戰，而且亦會為所有
有關人士帶來不確定性，極不理想。」
發言人強調，援引《緊急情況規例

條例》把選舉押後是唯一可行方案，
「有關法律基礎穩固，因為現時的疫情
可視為緊急情況和公共危險，而押後選
舉的決定亦符合公眾利益。」
發言人表示，香港是自由社會，市

民可隨時依法透過司法程序挑戰任何政
策決定或現行法例，但同時強調︰「若
政府因擔心法律挑戰中可能出現的結
果，而完全迴避作出決定或運用現行法
例下的法律權力，並不符合公眾利
益。」發言人並補充，上訴法庭在今年
4月的判決中，已確立《緊急情況規例
條例》的合憲性。
發言人續指出，押後選舉後，當務

之急是要處理根據基本法第六十九條現
屆立法會任期於9月30日屆滿後出現的
空缺。鑑於立法會所肩負的重要職能，
出現空缺會嚴重影響政府運作，不符合
公眾利益。
行政長官日前已尋求中央政府的支

持和指示，國務院亦在短時間內回覆行
政長官，支持推遲選舉的決定，並將依
法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
發言人強調，香港特區是中國不可

分離的部分，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的權
力機關，根據國家憲法，全國人大常委
會有權處理這次香港特區面對的憲制問
題，「我們不認為這會如公會所指稱，
違反合法性及法律有確定性的原則，或
對香港的法治帶來衝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特區政
府早前因應疫情宣布押後今屆立法會選
舉，卻惹來一些外國政客的惡意抹黑，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更狂言港人或永遠無
法再投票。有市民昨日到美國駐港總領
事館抗議，批評蓬佩奧說三道四，妄圖
插手香港事務，盡顯霸權本色，敦促美
方收回這些錯誤言論。
昨日下午，市民楊先生攜同道具及請

願信，代表團體「市民關注組」到美國
駐港總領事館門外請願。
楊先生指出，香港當前疫情非常嚴

峻，若然勉強如期舉行立法會選舉，只
會增加社區爆發風險，嚴重影響本港的
抗疫防疫工作，所以特區政府決定押後
選舉絕對是合情合理，是以保障市民健
康為依歸。
他並補充，全球多個國家及地區都有

因疫情而押後選舉的先例，就算美國總
統特朗普亦想推遲當地大選，反問蓬佩
奧有何理據批評香港做法，質疑有人是
想借題發揮，妄圖插手香港事務，干預
中國內政。

市民赴美領館
抗議美插手港事

■市民楊先生代表「市民關注組」到美
國駐港總領事館門外抗議。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強調，押後立法會選舉是基於公共衞生考慮，並指於疫情嚴峻下，香港人的健康和福祉是政府的首要考慮。圖為去年
11月底區議會選舉，藍田一個票站外大排長龍。 資料圖片

■譚耀宗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可採取較
簡單的辦法處理立法會「真空期」相關問
題。 資料圖片

譚惠珠：押後合情合理合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全國人

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
就此接受該社電話專訪時表示，特區政府
決定把2020年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指這
個決定從情、理、法三方面來看都是合適
的。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押後選舉合情。譚惠

珠說，香港疫情未知何時見頂和回落，每
一天香港市民的健康都受到威脅，經濟復
甦遙遙無期。幾百人出來投票交叉感染的
機會很高，數十萬選民因在內地無法回港
投票，長者因風險太大不會出來投票。參
選人的選舉工程涉及與選民接觸的也完全
做不到。由此「疫情使得選舉不應該進
行」。
將人民健康放在首位合理。譚惠珠說，
政府應該永遠把人民的安全和健康放在首
位。世界上已有62個國家及地區押後選
舉，押後時間或長或短，有的尚未決定延

遲至何時。「所以延後選舉是合理的。」
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押後選舉合

法。譚惠珠說，緊急法允許行政長官會同
行政會議在危害公眾安全的緊急情況使用
該法，並訂立符合公眾利益的規例。特區
政府沒有使用《立法會條例》第四十四條
押後選舉，因為該條例只允許不斷押後14
天，無法滿足抗疫的必要行動和規劃選舉
安排的進度。「所以提請人大作出最後決
定是合法的。」
對於有聲音聲稱押後選舉影響選舉的公

信力，譚惠珠並不認同。她續說，全球數
十個國家都因疫情押後選舉，疫情並非
「黑箱作業」，市民每天都可以見到病例
增長，也知道醫療體系已經不堪重負。
「假如我們冒這個險去選舉，有交叉感
染，有『黑天鵝』，香港根本就付不起這
個代價。」譚惠珠認為，批評押後選舉的
人罔顧市民的健康和福祉。

■林鄭月娥（右）邀請了范徐麗泰到禮賓府，
就押後選舉及立法會「真空期」等議題交流意
見。 林鄭月娥fb圖片

■譚惠珠表示，特區政府把立法會選舉押
後一年舉行的決定，從情、理、法三方面
來看都是合適的。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