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為應對嚴峻疫情，行政長官辦公室昨日宣布，行政會議將提早結束暑期休會，下周二起恢復恒

常會議，處理有關抗疫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facebook發帖稱讚：

「急社會所急，為行政會議及立法會提早復會鼓掌喝彩！」有行會成員及立法會議員昨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均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前有關立法會議員延任的決定，為香港處理當

下嚴峻疫情提供有利條件，有利於香港行政立法機關早日啟動、應對疫情，並透露立法會財委會

或將於下月初提前復會，以盡快審批防疫抗疫相關撥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特區政府
昨日正式刊憲公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立
法會繼續履行職責決定，社會各界對此表
示歡迎，認為有關決定是以香港利益為考
慮主體，有助確保特區政府正常施政，及
維持社會正常運作，並呼籲大家暫時放下
政見分歧，專注抗疫，共同協助香港渡過
當前難關。

魏明德：解決立會「真空期」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金融發展協會主席

魏明德：
中央為香港解決了立法會「真空期」

問題，確保特區政府施政、保障香港立
法機關正常運作，讓特區政府可以集中
時間、精力應對疫情。期待未來一年，
立法會能順利審議本屆未能及時處理和
通過的法案及撥款，保障香港整體利益
和發展。

李家祥：以社會利益考慮
全國政協委員李家祥：
人大常委會通過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的

決定，是以香港利益為考慮主體，並以最
合情合理的手段，幫助香港解決立法會
「真空」問題，希望港人能藉這段時間，
暫時放下各自的政見分歧，專注去同心抗
疫，重新為疲弱的經濟注入動力。

黃錦輝：減少不必要爭拗
全國政協委員黃錦輝：
新冠疫情肆虐，人命關天，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減少了各政黨之間不必要的爭
拗，使香港立法事務在休會期過後能盡快
依法進行，讓政府及議會能持續關顧民
生，推動經濟。

許明金：體現中央支持港
全國政協委員許明金：
人大這一決定體現了中央對特區政府的

支持與肯定，以及對香港整體利益的高度
負責，也是中央對廣大香港市民生命健康

安全的最大保護，相信將有利於特區政府
維護香港秩序，確保社會正常運行，有效
地做好疫情的防控工作，保障香港民生和
經濟發展。

孔令成：祖國是堅強後盾
全國政協委員孔令成：
在香港面對嚴峻疫情之際，人大常委會

的決定是順應民意的必要之舉。同時，中
央十分關心香港，為香港抗擊疫情提供一
切必要的支持，可見祖國才是香港的堅強
後盾。

龔永德：放下成見做實事
全國政協委員龔永德：
人大常委會今次的決定成功解決了特區

政府因應疫情推遲了第七屆立法會選舉而
出現的「真空期」問題。立法會議員在議
會重開時應放下成見，少談政治，多做實
事，攜手抗疫，建設香港。

楊紹信：恢復經濟解民困
全國政協委員楊紹信：
全國人大的決定符合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的規定和原則，是必要的、合適的，確保
特區政府能夠正常施政和社會的正常運
行。期望未來一年，各界能共同努力，協
力恢復經濟、紓解民困。

黃華康：冀切實履行職責
全國政協委員黃華康：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香港社會、市民和

營商環境帶來良好的效果，符合全香港社
會的共同利益。希望議員切實履行職責，
和社會各界推動香港走出困境。

洪明基：順應民意得民心
全國政協委員洪明基：
特區政府推遲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的決定

是順民意、得民心，顧民生、保健康、護
安全、維公正的正確選擇，而且亦有充分
的法律依據，大家應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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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本港爆發第三波
新冠肺炎疫情，特首林鄭月娥上月引用《緊急
法》將原定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被
律政司申請破產的「長洲覆核王」郭卓堅早前又
入稟高等法院，指稱特首將今屆立法會任期改為
5年的做法有違基本法，要求法庭頒禁制令。法
官周家明昨日頒下判詞，表示沒有證據顯示特首
將本屆立法會的任期「改」為5年，郭的覆核沒
有合理可爭辯之處，駁回申請。
申請人為郭卓堅和陳潔冰，答辯人為特首林鄭

月娥。郭在入稟狀中聲稱，特首將今屆立法會任

期改為5年決定實屬錯誤，並會造成香港政制危
機，違反基本法第69條「立法會每屆任期為4
年」的條文，要求法庭頒令指立法會議員的任期
須按基本法規定為期4年，並要求法庭頒發禁制
令，禁止將立法會議員任期「改」為5年。
法官周家明在判詞中指，是案的申請是基於一

個假定，就是特首曾作出決定，將本屆立法會的
任期由4年「更改」為5年，但並沒有證據特首
曾作出這樣的決定，故此本案的許可申請只是建
基於一個沒有根據的假定，遂駁回郭卓堅的申
請。

郭卓堅入稟挑戰任期被駁回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昨日就全
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區第六屆立
法會繼續履行職責的決定刊登憲報號
外公告，表示自今年9月30日後，香
港特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
不少於一年，直至香港特區第七屆立
法會任期開始為止。

特區政府昨日憲報號外公告，公布
法律副刊，刊載公告全國人大常委會
關於香港特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
職責的決定，表示自今年9月30日
後，香港特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
職責，不少於一年，直至香港特區第
七屆立法會任期開始為止。香港特區

第七屆立法會依法產生後，任期仍為
四年。
憲報號外公告昨日亦刊載，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已行使《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一章）第46條所賦予的權力，自
昨日起，撤銷《立法會條例》（第542
章）第6(3)及(4)條下中止第六屆立法會
會期的決定。撤銷政府第3116號指明
今年7月18日為香港特區第六屆立法會
會期中止的日期的公告。

立會延任安排正式刊憲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因
應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的嚴峻形

勢，決定將香港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
舉推遲一年。為維護香港特區憲制秩
序和法治秩序，確保特區政府正常施
政和社會正常運行，全國人大常委會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
履行職責等相關問題作出了決定。香
港社會各界普遍認為，特區政府應把
握時間，推出更多防疫抗疫措施，並
要求立法會在短期內開會審批。特首
辦昨日的公布意味相關工作的開展。

黃國健：提前開內會機會大
行會成員、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

健表示，如今防疫抗疫是第一要務，
相信恒常會議的議程亦與防疫抗疫有
關，並直言倘不能捱過疫情，經濟、
社會、甚至家庭活動都會陷入半癱瘓
狀態，尤其如今打工仔面臨嚴重困
境，一些行業雖曾得到資助，但如今
也「吊緊鹽水」，旅遊領隊、演出後
台、零售都非常需要支援。
他直言，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延任

的決定，有利於香港行政立法早日啟
動以應對疫情。他透露，建制派已有
立法會提前復會的共識，並相信財會
或可於下月初提前開會。
黃國健相信政府都會支持盡快審議
防疫抗疫撥款，而內會提前開會的可
能性亦很大。如果攬炒派要回到議
會，歡迎他們為民生、為市民共同努
力，但是如果攬炒派回來是拉布、衝

擊議會，其實「唔返好過返」。

張國鈞：行政立法一起抗疫
行會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

鈞說，特區政府決定行會提前結束休
會，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立法會延
任的目的都是為了全力抗疫，是一脈
相承的。行會提前恢復恒常會議，可
以根據最新情況，作出更及時的決
定，如今立法會議員延任，民建聯亦
希望立法會提前復會，讓行政立法機
關可以一起應對疫情。

梁志祥：市民盼再派應急錢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亦支持行

會提前開會，民建聯早前已多次向特首
提議立法會提前開會，政府態度亦較積
極。如果特區政府有撥款申請，立法會
應提前復會以配合特區政府防疫抗疫。
他強調很多市民都希望「防疫抗疫

基金3.0」能再次全民派錢。全民派錢
最能應急，亦更加公平，並提醒攬炒
派議員若選擇留在議會，奉勸其要有
為市民服務的態度。

梁美芬：毋須攬炒派「共識」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有憲制基礎，既已
宣布立法會議員延任，立法會即可開展
工作，毋須等攬炒派有「共識」，照樣
可以提前開會。據她了解，立法會下月
初就可舉行財會特別會議。
她希望若政府推出「防疫抗疫基金

3.0」，應包括在第一輪和第二輪「防
疫抗疫基金」中未能受惠的自僱人士，
包括髮型師、乾貨販商、攝影師、製片
人等。同時，為期半年、每人每月
8,000元的失業援助金，以及延長港鐵
乘車優惠、延長企業免息貸款優惠等措
施亦應盡快上馬，紓解民困。

行會下周二提早復會處理抗疫
梁振英讚急社會所急 財會擬下月初恢復審議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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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因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等罪行
而被捕，日前他獲保釋後馬上高調接受
外媒採訪，聲稱警方對其控罪「都是捏
造」，更振振有詞聲稱自己「從來沒有
支持香港獨立」。黎智英鼓吹煽動「港
獨」自決、慫恿顛覆國家香港，惡行罄
竹難書、難逃法網。現在他矢口否認撐
「港獨」，應驗「做賊不會自認」，不
論他如何巧言令色，都難以推卸賣國禍
港的責任。

黎智英在接受美國傳媒的訪問時，不
但沒有認錯悔過，反而說自己是被「莫
須有」的控罪被捕，控罪「都是捏造
的」，又聲稱自己「從來沒有支持香港
獨立」，擺出一副惡人先告狀的架勢，
博取國際輿論支持。

眾所周知，黎智英是反中亂港的罪魁
禍首，長期利用控制的媒體造謠生事、
製造社會對立、荼毒年輕人，勾結外國
反華勢力，千方百計對抗中央，以「兩
制」對抗「一國」，正是黎智英的看家
本領。去年修例風波期間，他高調與美
國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蓬佩奧見面，聲
言香港要「為美國而戰」。香港是中國
的固有領土，不是美國的行政特區，黎
智英鼓吹「香港要為美國而戰」，要把
香港變成獨立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
美國的殖民地，司馬昭之心，昭然若
揭。

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黎智英還不知
收手，繼續頂風作案，利用外國賬戶在

財政上支持「我要攬炒」團夥，該團夥
一直宣傳和煽動港人參與要求外國制裁
和封鎖香港的行動。黎智英對香港為禍
之烈，遺毒之深，無出其右。黎智英說
自己不支持「港獨」，根本掩耳盜鈴、
自欺欺人。有做賊的，會自認是賊？

「港獨」罪惡深重，必受法律制裁。
黎智英砌詞狡辯，拒認支持「港獨」，
更為掩人耳目、推卸罪責。有學者指
出，警方指控黎智英的罪名是「勾結外
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而非
「分裂國土」，黎智英對自己勾結外力
的罪行避而不談，只聲言自己沒有支持
「港獨」，是在使用混淆視聽的伎倆，
企圖令人相信他是「無辜的」，製造警
方拘捕是強加罪名的假象。

民國期間，大漢奸汪精衛建立日偽政
權，至死都不認自己是漢奸，反自認是
「愛國人士」，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國
家好，因為他堅信當時中國不是日本對
手，投日是「和平救國」。黎智英說自
己不支持「港獨」，和汪精衛自認「愛
國人士」有何區別？

香港是法治社會，香港國安法正是專
門懲治「明獨」、「暗獨」之徒。證據
確鑿、依法辦事，香港的法律公平公
正，不會冤枉好人，也不會放過鼓吹煽
動「港獨」、危害國家安全的罪人。黎
智英是否支持「港獨」，不是由他自己
說了算，必須由法律作出正義的判決，
公道自在人心。

黎智英不撐「獨」？ 做賊豈會自認
特首辦昨日宣布，行政會議將提早結束暑期休

會，於下周二（18日）起恢復恒常會議，處理有
關抗疫及其他方面的工作。當下，抗疫救人、穩企
業保就業刻不容緩，行政會議恢復正常運作，協助
行政長官、政府果斷準確決策，體現急民所急的施
政理念和擔當。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決定本屆立法會
延任至少一年，立法會同樣應盡早重回工作崗位，
履職盡責，支持、配合政府全力抗疫濟民、共度時
艱，助香港盡快走出困局，不負中央和市民的期
望。

根據基本法，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
機構。行政會議每周舉行一次會議，由行政長官主
持。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
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
議的意見。例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早前因應
本港疫情嚴峻，為保障市民安全健康，確保選舉公
平公正，援引緊急法押後立法會換屆選舉一年，並
就立法會選舉押後下如何處理立法會空缺的問題提
請中央政府指示，最終由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一錘
定音，為本港專注抗疫、保持社會穩定掃除不明朗
因素。

按照本港政壇傳統，行政會議和立法會因為暑期
工作較少，通常在7月底至9月初休會，但非常時期
要打破慣例。行政會議作為行政長官、特區政府有
效施政的最重要智囊，雖然現時處於暑假，但本港
疫情危急，連立法會選舉都押後，行政會議若繼續
放暑假，難免惹人注目。現在政府從善如流，行政
會議提早結束休會，重新投入工作，有利政府高效
決策、果斷施政，盡快控制疫情，對此社會各界、
廣大市民樂觀其成。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亦在社
交平台上發文稱讚：「急社會所急，為行政會議及

立法會提早復會鼓掌喝彩！」
行政會議即將復會服務市民，但立法會何時復

會仍是未知數。日前，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與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會面後透露，決定立法會將於10月中
復會，議員毋須再次宣誓，但大部分委員會須重選
正副主席。令人關注的是，儘管人大常委會已經決
定全體立法會議員順利延任，包括被DQ的4名反
對派議員都可過渡，但是反對派對是否延任仍猶豫
不決、瞻前顧後。

本港先受修例風波的黑色暴力打擊，再遭新冠肺
炎疫情重創，經濟深度衰退，百業蕭條。政府公布
本港第二季經濟情況，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按年急跌
9%，與第一季錄得9.1%按年跌幅相若；本港4月至
6 月失業率為 6.2%，創逾 15 年新高；就業不足率
3.7%，為接近17年來的高位。眾多企業、市民處於
水深火熱，等着政府紓困救急，熱切盼望政府增撥
抗疫基金，為陷入困境的中小企、打工仔提供更多
津貼。而加推抗疫基金、失業緊急援助，都要經過
立法會審批。若立法會不能早日恢復運作，所有緊
急支援只能如畫餅充飢，議員難免受到漠視民間疾
苦的責難，對市民無承擔、不負責。

救人如救火，立法會應盡快復會，不能拖到10
月，更何況立法會還要重選各委員會正副主席。既
然全國人大常委會給予機會，讓本屆立法會延任一
年，立法會議員身為民意代表，不論持何立場，在
非常時期，必須放下政治分歧，以市民利益為依
歸，認真理性履行職責，與政府、行政會議合作，
解決抗疫救人、紓解民困的燃眉之急，絕不能重演
去年內會選主席耗時半年的拉布鬧劇。若有議員執
迷不悟，繼續糾纏政爭、癱瘓施政、損民利益，勢
必被主流民意徹底拋棄，葬送政治前途。

行會復會急民所急 立會亦應履職盡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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