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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立法會九龍西補選中勝出的陳凱

欣，早前被高等法院裁定「非妥為當選」，

她就此申請上訴至特區終審法院，特區終

院三名法官昨日在聽取控辯雙方陳詞後，

拒絕受理陳凱欣的上訴。即時失去立法會

議席的陳凱欣表示，雖已有心理準備，但

對裁決仍感到失望及不理想，強調自己並

非因為個人言論、行為或工作上錯失而失

去議席。她透露，未來會慎重考慮新工作

的發揮空間，現階段仍希望利用自己於醫

療方面的經驗，繼續協助地區防疫工作。

她最後感謝團隊、立法會同事及其支持

者。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則發表聲明，表示必

定繼續與陳凱欣並肩努力，服務香港。

上訴終院被拒 陳凱欣失議席
陳：續助地區防疫工作 建制議員聲明：並肩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微
信公眾號昨發表題為《香港需
要「同心幹大事」的勁頭》的
「人民銳評」，全文如下：
香港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順利

完成，排查出多名確診患者，
切斷若干病毒傳播鏈，為全面
戰勝疫情打下基礎。更重要的
是，經由這次普檢，大家感受
到了一股香港迫切需要的正能
量。
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防疫

檢測計劃，曾被認為是「不可
能完成的任務」。然而，這事
香港還是幹成了。兩周內累計
完成178.3萬人次自願採樣，
日檢測能力由不到一萬增至20
萬個，檢測結果周期由3天至7
天縮短至30小時以內。在「攬
炒派」蓄意破壞之下，這樣的
成績殊為不易。不易的背後，
是香港近6,000名醫護人員忠
於職守，4,000多名公務員全力
以赴，也是內地570多位檢測
人員無私支援，以及廣大香港
市民積極配合。
一次普檢，見證着兩地同胞

血濃於水的親情。中央政府第
一時間響應求援請求，多省區
派出檢測隊伍。在香港工作的
日日夜夜中，檢測隊員連續工
作，每天手拆數萬個樣本袋而
磨破手指，以忘我的精神大幅
提升香港檢測能力。他們只有
一個期盼，就是讓香港市民早
日從疫情陰霾中走出來。
一次普檢，鍛煉出一支可靠

的隊伍。疫情防控是社會治理
能力大考。在實戰中，公務人
員尋場地、調物資、招人手，
力求事事周全；醫護人員下社
區、做檢測、學經驗，不懼流
言蜚語。上至統籌協調，下至
一隻口罩、手套，香港各界相
互配合、共同磨合，提升了抗
疫經驗和應急水平，也織起了

嚴密的疫情防護網。
中央對香港的厚愛關懷，特

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同心協
力，內地人民與香港同胞的守
望相助，這是底氣，也是動
力。連日來，香港市民通過各
種方式表達對醫護人員、工作
人員，特別是內地支援隊的感
謝。感激之中，凝聚着一種期
待，就是香港需要一種「同心
幹大事」的精神力量。
「一國兩制」之下，內地與

香港完全可以有更大範圍、更
多層次合作。在這次普檢中，
儘管香港和內地在醫療制度方
面存在差異，但在生命至上的
價值之下，通過協商協調，找
到了可行辦法與路徑，有效完
成了銜接與配合。派隊伍、保
物資、建醫院，彰顯「一國」
優勢，尊重「兩制」差異，這
本身就邁出了很有意義的一
步。
特區政府在此過程中，從動

員宣介到協調組織，從調配人
力到物資準備，體現了與廣大
市民的積極互動。特別是面對
「攬炒派」不顧市民死活的冷
血杯葛，特區政府敢擔當、勇
作為，面對謊言、謠言，第一
時間把正確的話「大聲講出
來」，遇到新情況、新問題，
採取的措施及時有力，得到社
會各界、廣大市民的支持和認
可。
「普檢」完成，抗疫繼續。

在復工復產、恢復生活過程中
仍存在風險，跟上內地步伐，
盡快控制疫情，仍有很多事情
要做。同時，消除「修例風
波」影響，解決深層次問題，
走出「攬炒派」的「政治泥
沼」，都不是易事，都需要從
「普檢」中找到精神力量和經
驗借鑒，拿出「同心幹大事」
的勁頭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昨日
是九一八事變爆發89周年，多個民間
團體先後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樓下發
起悼念活動。其中，「同心護港」的
代表高舉「銘記歷史、振興中華」等
標語，並高呼「毋忘國恥」等口號，
及拉起手搖防空警報器，並集體默
哀，悼念在日本侵華期間遇難的中國
同胞。

市民曹先生表示，日本政府必須要
為侵華罪行向中國國民道歉和賠償，
以慰死難者亡靈與後人家屬，並呼籲
市民一定要銘記歷史，團結一致振興
中華。「在抗日戰爭中，中國人團結
一致，最終取得勝利。如今新冠肺炎
席捲全球，中國再次上下一心齊心抗
疫。我們應該記住，團結就是力量，
團結才能無堅不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疫情緩和
學校復課在即，惟大量學生回校聚集，也令
人關注是否會增加感染風險。民建聯近日訪
問了逾1,300名中小幼家長，近四分三人直
言，擔心復課後會引發新一輪病毒傳播，九
成家長認同全港學校教職員應參與病毒檢
測，並有八成半人希望政府再次推行社區普
檢，持續保障師生健康。

74%憂復課後爆新疫
全港學校將於下周三（23日）起分階段復
課，民建聯於9月15日至17日以電子問卷成
功訪問了1,324名中小學及幼稚園家長，當中
55%認同復課時機，但亦有74%指，擔心復
課會引發新一輪病毒傳播。
在預防傳播方面，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
盛引述調查結果指，九成家長認同全港所有
學校教職員應參與病毒檢測，並有八成半家
長望政府再次推行免費「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令教職員及學童受惠，並確保校園沒
有出現隱形患者。此外，亦有多於七成家長
認為加強課室消毒、保持社交距離、教職員
完成檢測的等措施能有效預防病毒在校園內
傳播。
針對一旦出現學校確診個案，逾九成家長
支持教育局指引，即學校應立即停課14日並
關閉校舍徹底消毒的教育局指引，但亦有兩

成家長認為應實施更嚴格的停課指引，例如
延長停課時間或全區停課等。

倡師生普檢締「無疫校園」
另一負責調查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

舉例，新加坡亦曾要求所有幼稚園及教育機
構成員接受檢測，建議特區政府亦應在短期
內要求教職員全部接受檢測，並推出長遠免
費檢測計劃予全港學童，締造「無疫校

園」。
他續說，食衞局雖已表示會增加檢測點，
但有關檢測診所服務時段太短，認為有必要
恒常增加檢測能力，希望當局能安排部分地
點全日提供檢測服務取樣本瓶等服務，並擴
大高危群組檢測。在學校防疫措施方面，他
認為教育局應進一步向全港學校發出保持社
交距離指引，並預留防疫用品儲備供應全港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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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團體日領館樓下悼念918

在2018年立法會九龍西補選期間，參選
的攬炒派成員劉小麗被選舉主任郭偉

勳裁定提名無效，遂提出選舉呈請。高院
裁決選舉主任沒有讓劉小麗解釋立場，有
違「程序公義」及「選舉公平」，並頒布
是次補選中勝出的陳凱欣「非妥為當
選」。陳凱欣不服並提出申請上訴至特區
終審法院。

官：着眼點「提名程序公平性」
特區終院三名法官李義、霍兆剛及張舉能
昨日開庭進行審理，聽取控辯雙方陳詞。代
表選舉主任一方的資深大律師莫樹聯陳詞時
強調，根據基本法，參選人必須真誠擁護基
本法，不明白選舉主任拒絕一個本身就不合
資格參選者為何涉及程序失誤，正如只准許
年滿21歲才能參選。
他續說，法庭不應只着眼選舉主任有否讓

參選人解釋，而劉小麗過往的言行已充分反
映劉的政治立場，即使選舉主任讓她解釋，
亦只會得到相同結果，參選人仍然不符合憲
制規定，不可參選，對之後的選舉則不會構
成實際影響及重大不公。
特區終院常任法官李義回應指，是次訴訟

的着眼點應該是「提名程序的公平性」，案
中選舉主任沒有讓劉小麗申辯機會，程序上
對劉不公。3名法官休庭考慮後，決定拒頒
上訴許可，即陳凱欣終極敗訴，失去立法會
議席。

結局無法改變 慎重考慮新工
陳凱欣在回應裁決時表示，是次裁決肯定

了選舉主任的權力，至於過程如何處理要由
政府去檢討，「即使有時光倒流去2018年，
也改變不到結局，因為決定不在陳凱欣身
上。能夠做、應該做、可以做的，我已很努
力完成了。」
她續說，這兩年在立法會經歷的高高低

低，對她來說是寶貴的經驗。未來，自己會
慎重考慮新工作的發揮空間。現階段仍希望
利用自己於醫療方面的經驗，繼續協助地區
防疫工作。最後她又感謝團隊、立法會同事
及其支持者。

建制派：九龍西市民損失
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其後發表聲明，表示對

建設力量在議會中失去一名年輕、有抱負、
有作為的戰友深感遺憾和惋惜，並表示陳凱

欣今次失去議席，完全無關個人能力或誠信
問題。「法庭的終極裁決導致其失去議席，
是九龍西市民的損失，更是立法會建設力量
的損失。」
他們表示，陳凱欣在2018年的立法會九龍

西補選中獲得超過10萬選民的支持，憑藉自
身的努力和實力贏得選民支持勝出選舉，晉
身立法會。在議會工作接近兩年時間，她無
論在地區工作抑或全港事務都表現積極勤奮
出色。她特別關注及參與醫療衞生政策事
務，成績市民有目共睹。
他們指出，陳凱欣作為建設力量的一
員，在香港經歷非法暴力社會動盪、議會
暴力衝擊、新冠肺炎疫症肆虐的艱難時
期，與建設力量各黨派通力合作，共同應
對，積極發揮她的傳媒工作經驗及醫療衞
生政策專長，在其議事崗位作出了很大付
出和貢獻，「我們謹向她致以衷心的感
謝。」
他們強調，未來，陳凱欣仍是建設力量重

要的一員，「我們期望她在不同崗位繼續服
務香港和國家。我們必定繼續與陳凱欣並肩
努力，服務香港，並向她送上誠心的祝
福。」

香港文匯報訊 陳凱欣喪失立法
會議員席位，坊間普遍關注到隨着今
屆立法會延任一年，有關議席會否舉
行補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回覆傳
媒查詢時表示，現階段無計劃在
2021年換屆選舉前舉行補選。
陳凱欣昨日在會見記者期間，被問

及是否支持舉行補選時表示，目前疫
情仍然嚴重，特區政府需要慎重考慮
是否安排補選。
她個人認為，即使近日個案有回

落，但仍有源頭不明個案，尤其選
舉涉及大量人流，如何確保投票者
不受感染十分重要，加上不少大型
場地如亞博都用作臨時醫院、檢測
中心等，故現階段不適宜舉行補
選。

憂引發高感染風險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表示，政府現階

段無計劃在明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前進
行補選，並強調防疫抗疫仍然是政府
及社會的首要工作。由於未能確定疫
情何時結束，倘要為多個出缺的議員
舉行補選，涉及的近250萬名選民若
同一日投票，將會引發非常高的感染
風險。
局方續指，長者選民受感染風險特

別高，在疫情嚴峻下，極可能避免前
往投票，且大量滯留海內外的選民，
受邊境管制影響而無法回港投票，加
上限聚令目前仍然生效，令候選人不
可能進行任何有意義的拉票活動。為
了符合選舉公平、公開的要求，及防
止疫情擴散，局方遂決定不舉行補
選。

在法院裁定陳凱欣喪
失立法會議席後，在補
選中被DQ、提出是次
選舉呈請的劉小麗，聲
稱疫情已在減退，中、

小學亦已復課，政府應該舉行補選。此
言一出，有劉的「同路人」狠批佢只顧
議席，「俾佢吹到啤一聲！」
劉小麗一直以來「有位就入」，在爭
取激進派選票時就狠批「傳統泛民」、
鼓吹「自決」，到立法會宣誓期間瀆誓
被DQ其立法會議員資格，就不敢再提
「自決」，反而為了參加補選而加入屬
於「傳統泛民」的工黨。到報名參加補
選亦被DQ，加上修例風波令黑暴分子
抬頭，甚至把持了區議會，劉小麗就退
出工黨。為了一己政治利益，立場可以
千變萬化。

在特區終審法院昨日裁定陳凱欣喪失
議席後，劉小麗向在場記者稱，疫情已
經減退，政府應該為九龍西舉行補選，
但就戴定頭盔稱，即使有補選，自己
「不一定」會參加。
「人民力量」前主席劉嘉鴻就在fb發帖

揶揄劉小麗：「香港政治有時真係拍爛手
掌咁滑稽。阿姐，點會係要求補選啊？係
要求大選囉。瞓醒未啊？政治邏輯諗通未
呢？」「新民主同盟」嘅陳竟明就留言直
指：「阿姐只係想要自己去選！」
「Yang Ho Ching」 揶 揄 ： 「 而

（）家個勢補選單對單有雞執。」
「Kenny Kwok」就諗起現在成班攬炒
派都喺度話今屆立法會議員延任一年係
「委任」呢件事：「補選當選後，再接
受委任，無得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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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麗促補選
「同路人」狠批只顧議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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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凱欣表示，雖已有心理準備，但對裁決仍感到失望及不理想，強調自己並非因為個人言論、行為或工作上錯失而失去
議席。 中新社

■「同心護港」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樓下發起悼念活動。

■左起：鄭泳舜、柯創盛及張國鈞發布調查指，九成家長認同全港學校教職員應參與病毒檢
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