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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約視訊門診 接受多家保險〉

呂汶錫醫學博士  Kevin Lyu, M.D.
骨科(不開刀)/關節炎/疼痛/運動醫學

    專精:

- 退化性關節炎、膝蓋痛、骨折

- 各種扭傷、拉傷、肌腱炎、五十肩

- 背痛、坐骨神經痛、足底筋膜炎等

電話: 713-799-2300
Email: Drkevinlyu@fondren.com
Offices: Sugarland, Medical Center

美名校招生醜聞美名校招生醜聞 家長遭判刑家長遭判刑1515個月個月
（中央社記者周世惠舊金山17日專電）一

名美國爸爸花了上百萬美金，確保他的孩子能夠
以體保生被史丹佛和哈佛等精英大學錄取，如今
他成為美國大學入學弊案中面臨最高刑期的家長
，法官對他處以15個月有期徒刑。

美國知名大學招生受賄醜聞案在2019年初
被披露，紐約時報曾報導， 「富人把孩子 『買』
進常春藤」 。一個不會踢足球的女孩十分神奇地
作為明星球員被耶魯大學錄取。她父母的花費：
120萬美元。

這一連串的名校招生收賄案，成為司法部有
史以來最大的大學招生訴訟，這項大規模的調查
涉及美國200家代理機構，美國檢調單位以 「校
隊藍調行動」 （Operation Varsity Blues）為代
號，調查範圍橫垮6州，指控57位名人富豪家

長，以賄賂和作假的方式為他們的孩子 「買」 進
知名大學，訴訟多年。

曾任賭場主管的阿布德拉吉茲（Gamal Ab-
delaziz）上週被判處12個月又一天的獄刑，而
62歲的威爾森（John Wilson）則面臨了15個月
刑期。

威爾森在去年被聯邦陪審團裁定賄賂、電匯
詐欺、和納稅不實等罪名。他是私募股權公司創
辦人、全球最大文具辦公用具品牌史泰博公司
（Staples）前高階主管及哈佛商學院畢業生。

威爾森16日被法官判處15個月有期徒刑、
400小時社區服務和20萬美元的罰款等。他還
得對美國國稅局支付約8.8萬美元賠償金。

「波士頓前鋒報」 （Boston Herald）今天
報導，威爾森在 2013年同意向化身為白手套的

招生顧問辛格（William “Rick” Singer）
支付22萬美元，幫助他的兒子以水球運動
員進入南加大。

威爾森的兒子被南加州大學錄取後，
威爾遜對辛格的不實慈善機構匯出10萬美
元；另外又付給辛格的公司10萬美元；還
有2美元直接交付辛格。

2018年，威爾森再同意支付辛格150
萬美元，以確保他的雙胞胎女兒能以運動員身份
，被史丹佛大學和哈佛大學錄取。最後他的女兒
並未就讀這兩所大學。

律師聲明中並提到，威爾森的捐款用到學校
及其體育項目， 「透過捐款來提高合格申請人的
錄取機會是全美各大學既有的流程，至今仍在使
用，並非犯罪」 ，將提出上訴。威爾森的律師佛

朗西斯科（Noel Francisco）透過聲明向 「新聞
週刊」 （Newsweek）指出，威爾森的兒子是優
秀水上足球運動員，有資格自己取得入學許可，
而其一雙女兒有滿分、和接近滿分的美國大學入
學考試（ACT）成績。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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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One hundred and
forty-three Republican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exas
primary election in the
coming weeks. According to
a survey, only thirteen of
them think that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legal. In other words, the
majority of them think Biden
’s presidency is illegal.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Republicans have held the
political power in Texas.
Democrats only hold the
mayor positions in three big
cities. When you travel to
the rural areas of the state,
there are still many Trump
flags and stickers all over
the cities. Most of them don
’t believe in wearing
masks. They seem to live in

another world.

To be honest, Texas has
been very active in
attracting investments
under Republican Governor
Gregg Abbott. Due to lower
taxes and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the land of big
energy as well as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with a
readily available labor force,
many large and
world-renowned companies
are moving to Texas. Many
of them believe that
business has more and
better opportunities in
Texas.

We hear a lot of “jokes”
about many people who
really want Texas to be an
independent nation.

0202//1919//20222022

Texas Is TrumpTexas Is Trump’’s Lands Land

一百四十三位共和黨籍人士將
在二週後參加美國眾議員在德州之
初選，其中只有十三個候選人認
為二〇二〇年之總統大選是合法的
，換言之，他們絕大多數人都認
為拜登之當選是非法的。
這項民調顯示了共和黨人目前

仍然對川普之失敗懷恨在心，更
有許多川粉透過和他的支持共和黨
在二O二四重返執政。
長久以來，徳州一直是共和

黨的天下，除了大城市市長是民
主黨之外，走遍全州大小城鎮，
至今還有川普之競賽選大旗，一
些車輛仍然貼有川普當選之標誌
，這些城鎮更是不戴口罩，公然
和中央政府對抗，他們似乎是生

活在另外一個世界中。
老實說，德州在共和黨州長

艾伯特之主政下，非常積極招商
，由於沒有個人州稅，加上能源
土地及地理勞工之優勢，許多世
界知名之大公司紛紛遷入，共和
黨主張的政見是比较適合於企業之
生存發展。
稱為民主老大的美國，還有

許多人不承認大選之結果，也沒
有任何確鑿證據證明總統大選舞弊
，這也真是對民主政治最大的諷
刺和笑話。
我曾経聽過很多徳州佬們都願

意脫離聯邦獨立成一個國家，事
實上他們和聯邦中央政府真的是同
床異夢了。

德州是川普的大本營德州是川普的大本營



【綜合報道】尼日利亞總統布哈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埃及總統
塞西、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塞內加爾總統兼非洲聯盟主席薩爾、肯尼亞總統肯
雅塔、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突尼斯總統賽義德、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歐盟-
非盟峰會合影。

2月18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歐盟總部舉行的歐盟——非洲聯盟國家峰會
上，與會國家達成一致意見，埃及、肯尼亞、尼日利亞、塞內加爾、南非和突
尼斯6國，成為首批被選中獲得生產新冠肺炎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所需
生產和技術許可的非洲國家。

這六個國家被選中建設疫苗生產工廠，這是世界衛生組織(WHO)去年發
起的援助項目之一，目的是授權代工生產據信是最有效的針對新冠肺炎的特許
疫苗。

非洲目前生產的新冠肺炎疫苗僅佔全球1%。根據世衛組織的數據，目前
非洲只有11%的成年人口完全接種了疫苗，而全球平均水平約為50%。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布魯塞爾峰會
上表示，儘管全球已經接種了100多億劑新冠肺炎疫苗，但仍有數十億人沒有
接種任何一劑疫苗。

“當然，悲劇在於，數十億人還沒有從這些救命產品中受益。”譚德塞呼
籲在貧窮國家緊急增加當地的疫苗生產。

這是世衛組織首次支持對商業銷售的疫苗進行反向工程的努力，結束了製
藥行業的競爭，該行業在很大程度上優先向富裕國家供應疫苗，而不是在銷售
和製造方面優先於貧窮國家。

聯合國支持的 COVAX項目——旨在向低收入國家公平分發新冠肺炎疫
苗的努力，未能實現許多目標，目前世界上的較貧窮國家只有大約10%的人接
種了至少一劑疫苗。

今年早些時候，試圖複製美國莫德納（Moderna）新冠肺炎疫苗的南非開普敦公司表示，他們
已經成功製造出候選疫苗，不久將開始實驗室測試。但兩家新冠肺炎mRNA疫苗的製造商莫德納
和輝瑞—生物科技（Pfizer-BioNTech,）都拒絕與世衛組織及其合作夥伴分享他們的疫苗配方或技
術訣竅。

國際組織——無國界醫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對這一聲明表示歡迎，但警告稱，需要做
更多的工作來重建mRNA疫苗，並呼籲美國莫德納公司提供幫助。該醫療慈善機構的倡導協調員
斯蒂格曼(Kate Stegeman)表示，非洲科學家仍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學習製造莫德納的高科技疫苗，
包括製造性能質量穩定的版本和進行臨床試驗。

斯蒂格曼說：“在非洲國家和其他疫苗產量有限的地區，開始本地化疫苗生產的最快方式，
仍然是將已經批准的mRNA技術的疫苗技術完全和透明地轉讓給有能力的公司。”

她指出，研究表明，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有100多家製造商可以生產這種疫苗。
本週早些時候，德國生物技術公司（BioNTech）表示，將開始向非洲國家提供集裝箱式的套

裝生產工廠，幫助他們開始與歐洲員工一起生產新冠肺炎疫苗。一些活動人士稱這是一種“新殖
民”模式，目的是保持疫苗專利的控制權。

儘管莫德納承諾不會起訴侵犯其新冠疫苗專利的公司，但它最近在南非申請了幾項廣泛的專
利。此舉引發了人們對該公司將在新冠疫情仍在非洲蔓延之際開始實施專利維權的擔憂，這破壞

了建立非洲疫苗生產的努力。
除了支持疫苗技術轉讓，歐盟一直在向非洲出口數以百萬計的新冠肺炎疫苗劑量。這個由27

個成員國組成的國家集團表示，它已經向非洲提供了近1.45億劑新冠疫苗，目標是到今年夏天至
少接種4.5億劑疫苗。

南非總統拉馬福薩(Cyril Ramaphosa)說，星期五的聯合聲明意味著歐盟對非洲國家所能做出的
貢獻的相互尊重和相互承認，以及為非洲大陸帶來投資。

但拉馬福薩再次呼籲取消冠狀病毒疫苗的專利保護，他認為這將允許更多的製造商生產疫苗
。但歐盟仍然反對這一舉措，轉而支持與公司就技術轉讓和專有技術達成單獨協議。

這取決於由164個成員國組成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只要有一個國家投票反對專利保護豁
免，該提案就將失敗。

芬蘭總理馬琳(Sanna Marin)表示，關於疫苗專利的談判應該繼續下去，因為在全球範圍內擴大
疫苗接種是關鍵。 “否則我們將看到更多的病毒變異，而下一個變種可能比我們看到的更危險。
”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歐洲和非洲兩大洲的官員將繼續努力達
成共同立場，並將在今年春天晚些時候再次會面。 “目標很明確，我們必須做到這一點。歐洲希
望繼續是非洲的第一個合作夥伴，一個忠誠的合作夥伴，我們現在正在從口頭到行動。”她說。

歐盟與世衛組織援助歐盟與世衛組織援助，，66個非洲國家個非洲國家
獲得獲得mRNAmRNA疫苗生產許可疫苗生產許可

（綜合報導）大西洋風暴“尤妮斯”18日侵襲英國、荷蘭、比利時等歐洲多國，已造成至少
9人死亡，航班取消、列車停運和渡輪停航，成千上萬人遭遇斷電。
綜合媒體報導，在英國，3人在風暴引發的事故中喪生，其中倫敦一名女子駕車時遭大樹砸中，利
物浦一名男子乘車時被飛來雜物擊中，漢普希爾一名男子駕車撞上斷樹；在荷蘭，大風刮倒樹木
造成4人死亡；在比利時，一名老人被大風刮入河中溺亡；在愛爾蘭，一名男子清理廢墟時被倒

下的大樹砸死。
“尤妮斯”是三天來襲擊歐洲的第二場大型風暴，英國、荷蘭等國均發布紅色預警。
丹麥渡輪運營商聯合輪船公司18日宣布，鑑於風浪太大，暫停英吉利海峽往返英國多佛爾與

法國加來的渡輪。英國18日共有436架次航班取消，並有多地列車因斷電等原因被迫停運。
一些視頻和照片顯示，英國倫敦O2體育館部分屋頂被狂風掀掉，多棟高樓甚至在風中“顫動

”；在英格蘭西南部韋爾斯，一座19世紀教堂的尖塔部分結構被風刮走。
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18日大約390架次航班取消。德國最大鐵路運營商德國鐵路公司18日
取消北部地區全部列車車次。

18日晚些時候，“尤妮斯”逐漸向歐洲北部地區轉移。

風暴風暴““尤妮斯尤妮斯””已致歐洲多國已致歐洲多國99人死亡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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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出於技術原因
俄羅斯退出印度新潛艇競標

綜合報導 俄羅斯表示將不會參與印度海軍正在進行的新潛艇采購

計劃，並已正式通知印度政府這一決定。

俄羅斯方面曾經向印度推薦購買升級版“基洛”級潛艇，該型潛艇

構成了目前印度常規潛艇艦隊的主體，但俄羅斯以技術原因爲由最終決

定退出競標。

俄羅斯國防産品出口公司（Rosoboronexport）的一位發言人表示，

“俄方此前已確認有興趣參與該項目，並建議采用基于677E潛艇項目設

計的平台。然而，在收到並研究了招標書最後敲定的條款和條件後，俄

方出于技術原因決定不參加投標。”

印媒稱，正如之前報道的那樣，德國方面也已致信印度政府，稱由

于責任條款和預算分配不足等技術原因，他們無法參加競標。不過，德

國方面現在表示，如果投標要求有所改變，仍可以參加。另一個競爭者

韓國也被認爲對技術轉讓條件感到擔憂。

上述俄羅斯公司的發言人指出，印度海軍艦隊中長期以來都有來自

俄羅斯的潛艇。該發言人表示：“爲了加強印度潛艇艦隊，俄羅斯方面

曾經提供過久經考驗的636型柴電潛艇，以及877型潛艇。”

報道稱，印度海軍在戰略夥伴關系模式下，在印度國內建造六艘潛

艇的雄心勃勃的計劃，在其早期階段就遇到了波折。項目技術文件中要

求采用不依賴空氣推進系統（AIP）的條件，將大多數外國合作者排除

在該項目之外。

英國女子養了很多只公雞
每天淩晨4點打鳴吵醒鄰居惹來官司

英國一名33歲的女士傑西· 馬森，因

多年來養公雞，每天淩晨4點打鳴吵醒鄰

居，而收到了法庭訴訟。

除了養雞還養豬、鵝、山羊
據報道。傑西稱自己爲“瘋狂的雞女

士”，並說她無法想象沒有這些雞或其他

動物的生活，她還養了鵝、山羊和一只名

叫布賴恩的大肚純種豬。

傑西的鄰居們表示，自2019年他們第一

次向西約克郡的柯克利斯議會投訴以來，他

們已經忍受了三年這種“噪音麻煩”。

公雞打鳴後其它鳥類也會開始叫
一名鄰居在證人陳述中說：“公雞打

鳴的噪音已經影響並將繼續影響我們的日

常生活。這不僅僅是一只雞偶爾打鳴，傑

西還飼養了很多雞和其他鳥類動物。通常

情況下，一旦雞開始打鳴，其他鳥類會同

時或連續地加入，幾乎不間斷地叫著。”

鄰居們聲稱，健康受到了影響，對自

己家花園的“享受時刻”被破壞了。

鄰居補充說：“這些

鳥類的位置，和我們臥室

的窗戶在一條直線上，高

度幾乎相同，相隔大約

120米遠。隨著時間的推

移，（傑西）飼養的鳥類

數量增加了，加劇了這個

問題。”

“我們認爲，自2019

年以來，至少有6只公雞

被飼養，甚至可能有 10

只或更多。”

已給公雞安裝防打鳴
項圈

擁有動物福利背景的

傑西，將在柯克利斯地方法院度過一天。

她告訴媒體：“我喜歡這些公雞。我沒有

孩子，所以這些動物就像我的孩子。”

“我當然知道，鄰居們被叫醒是一種

不好的體驗，但這是一個半農村地區，我

從當地農民那裏租了土地。當我發現有人

投訴時，我很生氣。我希望有關人員親自

來找我，而不是通過議會投訴。”

傑西還說：“我在公雞的喉嚨上安裝

了防打鳴項圈，可以收緊它們的喉嚨並使

聲音變鈍，我認爲這是有一些效果的。”

她還說：“議會希望我把它們放在一

個暗箱裏，但我認爲這很殘忍。”

因卡車司機抗議活動飽受批評
加拿大渥太華警察局長辭職

綜合報導 加拿大首都渥太華警察局

局長皮特· 斯洛利（Peter Sloly）宣布辭

職，此前他因警方應對卡車司機抗議活

動不當而飽受各界批評。

據報道，斯洛利在宣布辭職的聲明

中表示，他“懷著沈重的心情”做出了

這一決定。自從這次示威活動開始以來

，他“已盡一切可能確保這座城市的安

全，並結束這場前所未有的和無法預料

的危機”。斯洛利補充說，警方已經獲

得了新的資源和執法工具。

據路透社報道，渥太華警察局理事

會（Ottawa Police Board）主席黛安· 迪

恩斯（Diane Deans）表示，渥太華市已

經與斯洛利達成了“一致同意的分道揚

镳”，但沒有說明他爲何辭職。

報道指出，斯洛利受到了廣泛的批

評，因爲渥太華警方未能驅散一大群發

起抗議的加拿大卡車司機及其支持者。

“自由車隊”示威者自上個月底聚集在

該市，抗議強制性疫苗接種要求，並在

幾個美加邊境的過境點設置了封鎖。

批評人士稱，斯洛利對抗議者過于

寬容。抗議者在示威高峰期曾在加拿大

議會、總理辦公室和其他政府大樓附近

停放了4000輛卡車和汽車。渥太華居民

譴責示威者將車輛停在住宅區街道上、

騷擾和威脅當地人、整夜按喇叭和放煙

花。許多人還質疑爲什麽警察沒有驅散

車隊。

斯洛利的支持者則擔心警察使用武

力可能會引發暴力。渥太華警察局

(OPS) 最初表示，維持車隊的警務費用

估計每天超過80萬加元（約合398.797萬

人民幣），“警方避免開罰單和拖車，

以免挑起與示威者的對抗。”

斯洛利告訴記者，“這次示威可能

警察沒有辦法解決”，並建議派加拿大

軍隊驅散車隊參與者——加拿大總理特

魯多很快拒絕了這一提議。斯洛利後來

將渥太華的持續抗議描述爲“圍城”，

並呼籲增援。

當地時間2月14日，特魯多決定首

次行使緊急權力來應對日前的抗議活

動、解決口岸封堵等問題。《緊急情況

法》允許聯邦政府在國家緊急情況期間

采取爲期30天的“特別臨時措施”。特

魯多表示，加政府行使的權力是“可控

的、適度的”。

因卡車司機舉行抗議活動，加拿大

溫莎市與美國底特律市之間的“大使

橋”已封堵數日。在驅逐了大使橋上的

示威者後，該邊境口岸已于當地時間2

月14日再次開放。據加拿大媒體報道，

當地時間2月15日上午，封堵加拿大阿

爾伯塔省和美國蒙大拿州之間的庫茨

（Coutts）連接點的抗議者也已離開。

交戰雙方關系初步回暖
埃塞俄比亞提前結束緊急狀態
綜合報導 埃塞俄比亞議會投票決定，提前結束該國已持續3個多月

的緊急狀態。有迹象表明，埃塞交戰雙方——聯邦政府與提格雷人民解

放陣線（提人陣）之間的關系初步回暖。

據報道，在當天埃塞俄比亞人民代表院（議會下議院）出席會議的

312名議員中，228人贊成改議案，63人反對該議案，另有21人棄權。

另報道，埃塞俄比亞人民代表院議長塔格塞· 恰福（Tagesse Chafo）

表示，正實施一項新的“改正措施”，以應對阿姆哈拉州、阿法爾州、

本尚古勒-古馬茲州、甘貝拉州，以及奧羅米亞州部分地區的安全威脅。

在投票前，埃塞俄比亞議會的一個咨詢委員會表示，解除緊急狀態將有

助于恢複該國經濟，改善埃塞俄比亞的外交形勢。恰福表示，該咨詢委員會

相信，今後可以通過定期執法應對該國面臨的安全威脅。

目前，在被聯合國稱爲“事實上的人道主義封鎖”的情況下，外界

對提格雷地區數百萬民衆的援助依然嚴重受限。外國特使一直在努力推

動埃塞國內停火，並試圖擴大對受衝突影響地區的援助，埃塞政府則將

當地的供應短缺歸咎于提人陣。

2月14日，世界衛生組織表示，6個月來首次獲准對提格雷州提供

醫療援助，但燃料短缺阻礙了其配送。世衛組織因而呼籲允許其“不受

限制地進入”提格雷。

美國國務院對埃塞議會提前解除緊急狀態的決定表示歡迎，稱其是

“重要一步”，並呼籲埃塞立即釋放在緊急狀態下未經起訴而逮捕或拘

留的人士。

據目擊者、律師和人權團體聲稱，埃塞政府在緊急狀態下拘捕了數

千人，主要是提格雷人。去年12月戰場形勢轉變後，埃塞政府釋放了其

中很多人，不過2月15日埃塞官方並未宣布其他人何時獲釋。

2021年11月2日，由于提人陣進逼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埃塞俄比亞

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12月下旬，在政府軍無人機攻勢及各方調解努

力下，“提人陣”撤回提格雷州。

昆蟲當藥
黑猩猩用天然“妙方”為自己和同伴療傷

綜合報導 人類受傷時，多

先消毒傷口並予以包紮，科學

家則在西非國家加蓬觀察到黑

猩猩捕捉昆蟲並將其抿碎，塗

在開放性傷口上，且會用這一

“妙方”爲同伴治療。

黑猩猩及一般動物是否具

備無私幫助同伴的能力，是科

學界持續辯論的議題。7日刊

登于《當代生物學》期刊的這

項研究，對此科學辯論做出了

重要貢獻。

這項研究計劃始于2019年

，科學家當時觀察到一只名叫

蘇西(Suzee)的成年雌黑猩猩，

正在檢查兒子腳上的傷口。

接著，蘇西突然從空中抓了

一只蟲子，放進嘴裏抿碎，然後

敷在兒子的傷口上，隨後把昆蟲

從傷口取下，又塗抹了兩次。

這一幕發生于加蓬大西洋沿

岸的羅安哥國家公園(Loango

National Park)，研究員在此研究

45只黑猩猩。這之後的15個月

中，科學家觀察到至少19次黑

猩猩爲自己進行相同治療。

在另外兩種情況下，科學家

看到一只或數只黑猩猩以同樣的

“妙方”，替受傷同伴治療。

黑猩猩身上的傷口可能來

自與同群體成員或對立群體發

生的衝突，傷口有時可達數公

分寬，受傷的黑猩猩並未抗拒

“昆蟲療法”，反而樂于接受

照顧。

研究共同作者皮卡(Sim-

one Pika)表示：“將昆蟲放入開

放性傷口需要很大的信任。它們

似乎明白，‘如果你用這只昆蟲

對我這樣做，我的傷口就會好起

來’。這真的令人驚奇。”

研究員無法辨認出黑猩猩

在療法中使用的昆蟲種類，但

他們認爲這是種飛蟲，因爲黑

猩猩會快速移動將其捕捉。皮

卡表示，這種昆蟲可能含有具

有舒緩作用的抗發炎物質。

科學家已經觀察到鳥類、

熊、大象和其他動物通過食用

植物來自我治療。但黑猩猩的

獨特之處在于，它們不僅會爲

自己治療，還會幫助同伴。

然而，皮卡表示，部分科

學家對動物能否展現親社會行

爲，比如無私地關心照顧同伴

，仍抱持懷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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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大選正式開跑：
未來22天有哪些看點？

隨著主要候選人陣容最終出爐，韓

國總統選舉格局也暫時塵埃落定。韓國

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在野

黨國民力量候選人尹錫悅、正義黨候選

人沈相奵和國民之黨候選人安哲秀等主

要候選人已于上周末完成候補人登記。

自2月15日起，第20屆總統選舉的

拉票活動也正式揭幕。

剩余22天怎麽走？
在2月13日、14日總統候選人完成

登記後，韓國大選于2月15日正式起跑

。2月28日，本屆大選的選票將開始印

刷，3月4日和5日則是“事前投票”日

（“事前投票”制度允許總統選舉投票

日當天可能因故缺席投票的選民提前行

使投票權）。3月9日，選舉將正式舉行

，屆時韓國也將迎來第20屆總統。

據悉，目前共有14人完成了總統候

選人登記，其中四名主要候選人李在明

、尹錫悅、沈相奵及安哲秀備受矚目。

未來22天裏，他們將周遊全國，開展一

場拉票大戰。

目前，李在明與尹錫悅的支持率難

分伯仲，二人差距之小爲曆屆大選所僅

見。據韓國社會輿論研究所（KSOI）14

日發布的調查結果，尹錫悅以43.5%的

支持率領先于持有40.4%支持率的李在

明，但兩人差距在誤差範圍之內。自今

年起，李在明與尹錫悅的支持率持平已

久，且大幅領先于其他候選人，“兩強”

對決之勢已明顯。但在“兩強”格局下

，本屆大選也被路透社稱爲韓國兩個主

要政黨在20年間最激烈的競爭。

在拉票大戰啓動後，李在明選擇

“經濟”作爲法定競選期第一個公開活

動的關鍵詞。在大選“發令槍”響的當

地時間2月15日0點（北京時間14日23

時），李在明前往釜山港海上交通管制

中心慰問出口貨輪上的工作人員。韓聯

社報道指出，李在明在本屆大選中一再

強調發展經濟，而選擇其支持勢力相對

較弱的東南兩市一道（釜山市、蔚山市

、慶尚南道），也體現了一石二鳥、補

短板鍛長板的戰略考量。

尹錫悅方面則是在法定競選開始的

前三天便走遍了韓國各地，韓聯社稱其

試圖釋放“地區平衡發展和團結國民”

的信號。在15日的第一場拉票活動中，

尹錫悅選址首爾市清溪廣場，體現了其

“走出青瓦台體察民情”的執政願景。

選民為何“隱身”？
路透社報道援引民調結果指出，盡

管韓國選民的主要期許在于解決一直困

擾韓國的房價飛漲及不平等加劇等問

題，但這些問題也被圍繞候選人的數個

醜聞所掩蓋。在熱門候選人的相互“攻

擊”下，“非好感”和“搖擺選民”成

了本屆大選的關鍵詞。

自李在明和尹錫悅于去年10月和11

月相繼被選爲候選人後，兩人在民調中

的支持率少則不足30%，多則些微超出

40%，普遍徘徊于30%區間。剩余選民

則多數尚未作出決定，或是在兩黨中徘

徊，或是走向其他人。

之所以李在明與尹錫悅的支持率呈

現持平且均停滯不前，兩人均曾受困于

醜聞並遭質疑是原因之一，《韓國時

報》報道稱，兩人本身也存在“原罪”

，這導致了選民偏離兩者。

共同民主黨對策委總括本部長禹相

虎在接受韓媒采訪時指出，當他在觀察

“未決選民”時，曾發現一個“獨特的

群體”——部分選民在2017年大選時曾

選擇現任韓國總統文在寅，但他們其中

卻有許多人在本次選舉中不支持同屬共

同民主黨的李在明。同樣，在野黨層面

也有類似的問題，有許多保守派選民仍

對尹錫悅抱有懷疑態度。

的確，2017年的大選中，在與文在

寅有過激烈交鋒後，李在明曾被視爲黨

內“反文派”。盡管二人于去年會面打

破“不和”傳聞，但《韓國時報》報道

稱，部分文在寅的支持者對李在明仍心

存芥蒂，這也是李在明近日支持率停滯

不前的原因。

同樣，在韓國前總統樸槿惠卷入

“親信幹政”醜聞時，尹錫悅擔任此案

的檢察組組長，將這位前總統送進了監

獄，也因此成爲文在寅的得力助手。盡

管樸槿惠被特赦後尹錫悅曾“釋出好

意”，但政治分析人士樸聖珉也在接受

《朝日新聞》采訪時指出，目前被稱爲

“保守票田”的慶尚道地區對尹錫悅的

支持仍僅有四成左右，可見樸槿惠支持

者一方對于尹錫悅“親信幹政”調查的

不滿仍在持續。

此外，在曆屆韓國大選中，地區主

義是影響結果的一大因素，但在此次卻

被逐漸淡化。樸聖珉指出，在新冠疫情

影響下，此次也是韓國曆史首次的“線

上大選”，利用YouTube等社交平台進

行宣傳的比重大大增加。在這一背景下

，不僅是地區主義，保守與革新的對決

事態也較往年趨緩。

在野黨將“抱團”？
盡管四名候選人已“上線”，但截

至投票日的剩余22天內，局勢仍或出現

極大的變數。2月13日，安哲秀在記者

會中向尹錫悅提議通過民意競選調查方

式推選單一候選人，多家韓媒分析稱，

一旦雙方于未來實現“聯手抗李”，李

在明屆時恐在選舉中處于劣勢，大選格

局也將發生不可預測的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兩人是否合並

這一討論已被鋪墊甚久，但在安哲秀主

動發出“邀請函”後，以何種方式推舉

單一候選人卻成了雙方的爭議點。

據《韓民族日報》報道，安哲秀方

面提議通過民意競選調查方式推選單一

候選人，此方法曾于去年4月的首爾市

長補選時奏效，當時，安哲秀決定與國

民力量黨候選人吳世勳合作，由于安哲

秀在民調中落後吳世勳，最終後者以單

一候選人身份贏得選舉。

盡管尹錫悅對于安哲秀這一提議表

示歡迎，但卻對推舉方式持有反對意見

，稱民調推選存在“遺憾之處”，希望

以“候選人談判”方式選出單一候選人

。國民力量黨首李俊錫也稱安哲秀的提

案“缺乏誠意”，表示“倘若安候選人

放棄參選，直接宣布支持我們的候選人

，我們一定沒有理由拒絕”。

盡管短期內雙方的拉鋸戰仍會持續

，但一位國民力量相關人士也在接受韓

聯社采訪時表示，目前該黨正在考慮讓

安哲秀支持尹錫悅的積極措施。

鑒于些微的支持率變動便可撼動韓

國大選的格局，故安哲秀和尹錫悅的

“聯手”也足以成爲左右勝負的重磅變

數。盡管民主黨方面未就此發表正式立

場，但黨內相關人士在接受采訪表示，假

使合並單一候選人成功，“將是最壞的

情況”。但他也指出，未來也不能排除

執政黨支持層“逆向團結”（支持安哲

秀的進步傾向選民回流向李在明）的可

能性，未來22天內，支持率的變化及選

民意向仍值得關注。

韓媒探訪樸槿惠養老住宅 到處藏監控，戒備森嚴
綜合報導 獲得特赦的韓國前總

統樸槿惠預計出院後，將返回家鄉大

邱。近日，韓國《中央日報》探訪了

大邱市達城郡瑜伽邑雙溪裏的一家田

園住宅，據悉該住宅將成爲樸槿惠的

私宅。

韓國《中央日報》稱，住宅不僅

有高高的圍牆，而且到處都藏著監控

，顯得戒備森嚴。牆上還設置了密密

麻麻的鐵柵欄。

報道稱，該住宅占地面積爲1676

平方米，地上2層，地下1層，總面積

爲712平方米，擁有8個房間。在主體

建築物前面，還有一個寬敞的花園。

除加裝電梯的居住用房外，還附設

了 3 棟附屬建築物。據悉，購房價

格在 25 億韓元(約合人民幣 1329 萬

元)左右。

現年 70歲的樸槿惠 2021

年底獲得特赦，結束4年零9

個月的牢獄生活，目前因慢

性病惡化正在三星首爾醫院

住院治療。

此前，她決定出院後回家

鄉大邱達城郡居住。1月，她

的律師柳榮夏在當地購入了一

套價值25億韓元的住宅。

柳榮夏律師就購買私宅的

費用表示“目前只支付了定金”。對

于是否會在沒有家人等幫助的情況下

直接解決剩余費用，他表示“正在尋

求各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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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悉，2月18日，全國政協副主
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深圳主持召開支援香
港抗疫工作第二次協調會。在聆聽各工作組有關工作
匯報後，夏寶龍對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全力以赴、迅
速高效開展援港抗疫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希望大家與
香港同胞齊心協力、團結合作，共同打贏香港疫情防
控保衛戰。

會議強調，針對當前香港第五波疫情快速蔓延的嚴
峻態勢，各部門要堅定信心、聽從指揮、團結配合，有
關舉措要快啟動、快到位、快見效。要全力支持林鄭月
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領導全港抗疫工作，採取有力措
施盡快穩控疫情。當前要支持特區盡快提升核酸檢測、
隔離檢疫和重症救治能力。

會議還就援建方艙醫院、調撥N95口罩和快速抗原
檢測包等醫療物資、選派醫療人員入港協助開展核酸採
樣、保障供港生活物資順暢等工作進行了研究部署。

內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專班18日與特區政府抗疫
專班舉行視頻會議。會議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

任黃柳權和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
司長李家超共同主持。國家衞生
健康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疾病預
防控制局局長王賀勝出席會議，
並在會上介紹了內地自武漢抗疫
以來本土聚集性疫情處置的經
驗，對香港應對本輪疫情提出了
指導性意見與建議。

內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專班5
個工作組與特區政府對應工作組
相互通報各自工作進展，就當前
香港抗疫最緊迫工作，包括提升
核酸檢測能力、提高收治率、降
低死亡率、建立方艙醫院、醫療
物資和生活物資供應等進行具體對接。

會議認為，香港當前疫情形勢仍然複雜嚴峻，雙方
要保持緊密溝通，加強協作，快速行動，確保各項抗疫
措施落地見效。

夏寶龍再主持協調會 部署援建方艙與援港補給線
◀▼夏寶龍在深圳主持召開支
援香港抗疫工作第二次協調會。

◆◆石硤尾邨圍封強檢石硤尾邨圍封強檢，，內地援港核酸檢測車也有內地援港核酸檢測車也有
到場參與檢測工作到場參與檢測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協助香港應對第五
波疫情的訪港內地流行病
學專家團，18日展開第二
日的考察行程，四名內地
專家先到特區政府總部出
席流行病學專家工作小組
會議，了解香港抗疫工作
和交流內地經驗，其後到
衞生防護中心了解香港的
流行病學調查工作，而一
批內地支援人員則到馬鞍
山體育館視察“火眼實驗室”的設備。內地派
出的兩輛流動檢測車18日晚更首次出勤，到圍
封強檢的石硤尾邨第21座協助檢測工作。

廣東省疾控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所長康敏
率領的專家團於18日上午約10時30分抵達政
總，與擔任流行病學專家工作小組的特區政府食
衞局局長陳肇始舉行首次會議，出席會議的亦包
括香港食衞局常任秘書長（衞生）陳松青、衞生
署署長林文健、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會上就
香港疫情進行交流，並討論第五波疫情面對的挑
戰，亦交流內地應對疫情的經驗。

陳肇始表示，18日舉行的交流會議非常深入

及有建設性，會以專家團提出
的初步建議為基礎，未來數天
繼續探討控制疫情的策略和措
施。

專家團會後先返回酒
店，下午2時30分到訪衞生
防護中心，與香港衞生防護
中心總監徐樂堅及多位流行
病學專家會面及交流，了解
香港流行病學調查工作和流
程，以及與流行病學調查工
作相關的資訊系統。

內地支援人員則兵分兩路。18日上午，多
名身穿“中國衞生”字樣外套的支援人員，到
馬鞍山體育館的“火眼實驗室”視察，而一同
到港的兩輛內地流動核酸檢測車，連同一輛冷
凍車亦駛到體育館外停泊。
內地的檢測車及冷凍車18日晚更首次出

動。由於石硤尾邨第21座排放的污水樣本病毒檢
查呈陽性，懷疑大廈內有隱形患者，特區政府18
日晚7時圍封上址進行強檢，而邨內美薈樓17日
晚圍封強檢發現70宗初陽個案，特區政府延長圍
封至19日中午。該三輛內地檢測車與冷凍車亦到
圍封大廈外，協助特區政府進行檢測工作。

專家團予初步建議
內地檢測車在港首戰

林鄭月娥18日傍晚舉行記者會，再次感謝中央
出手幫助香港應對疫情，形容中央對特區政

府近期的抗疫援助要求幾乎“照單全收”。今次專
家團是來自廣東省的疫情防控專家，而現時長者染
疫人數較多，未來希望邀請內地治療方面的專家來
港，傳授重症治療經驗，幫助本地染疫長者。

她指出，為盡快控制疫情，需要做到“早發
現、早隔離、早治療”，而核酸檢測是必須手
段，特區政府正籌劃推行全民強制檢測，“在中
央的全力支持下，特區政府會加大力度採取各方
面的措施，包括我們正在籌備的方案──全民強
制檢測，但這些工作都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發揮
其效能。我們現在估計，起碼需要兩三個月才能
令這次疫情穩定下來。”

她預計本月底香港的日檢測量可達30萬次，但
採樣員數量有限，故已向中央提出具體要求。她18
日更正式宣布會實施全民檢測方案，又透露不會分
區進行，因為不能保證所有人都會外出做檢測，
“每次圍封強檢都起碼百分之十住戶是敲門也不出
來，或者無人，或者不出來，所以如果要
徹底做一個全民強檢，要有更好的工具，
香港居民身份證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先提升隔離設施至2.6萬個單位
她表示，有關全民檢測具體工作會交

由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負
責，因其曾經負責立法會選舉，認為強檢
規模與選舉相若，且曾國衞出身自入境
處，身份證處理安排是他的強項。她指

出，檢測不止一次，可以參考澳門的做法，即要市民
進行兩至三次檢測，但指出全民強檢不一定需要封
城，特區政府現時亦未有封城計劃。

“只能‘早發現’，但不能‘早隔離’，不是
一個最理想做法。”在落實全民強檢前，林鄭月娥
指出，香港要提升隔離設施，以配合全民強檢，竹
篙灣隔離設施共有3,000個單位，被徵用作隔離設
施的3座公屋大廈亦有3,000伙，加上酒店業界提
供的約兩萬個單位，香港合共有約2.6萬個用作隔
離的單位，而中央將為香港興建如“方艙醫院”般
的臨時隔離設施，收容沒有病徵或病徵非常輕微的
確診個案，以改善隔離設施不足情況。

外傭頻頻“犯聚”執法“不再仁慈”
針對外傭聚集的情況，林鄭月娥直言，剛過去

的周日仍然有很多外傭聚集，情況令人擔心，故明
日的執法將“不會再仁慈”，警方見到任何人，包
括外傭，違反了只容許兩人聚集的“限聚令”就會
發出告票。香港警方18日亦在社交網站以多種語

言，提醒外傭遵守社交距離措
施，並呼籲僱主提醒家中外傭嚴
格遵守有關規定，並表示將嚴厲
執法，在不作出警告下向違例者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打擊違反
防疫規例的行為。

◆車內人員準備核酸檢測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深夜，運房局局長陳帆到場，
詢問駐場專家運作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18日宣布，在中央全力

支持下，特區政府會加大力度採取各方面措施控制疫情，包括推行全

民強制檢測，初步考慮用身份證安排市民檢測，並參照澳門做法，實

施兩次至三次檢測，有關方案仍有待細化。同時，特區政府會盡快提

升隔離設施，包括由中央支援香港興建類似“方艙醫院”的臨時隔離

設施，有助應對在全民強檢下發現的新增感染個案。為控制疫情，她

強調執法部門將由明日開始嚴格執行“限聚令”，不會再仁慈執法，

倘違反“限聚令”會被即時票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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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選舉管理委員會18日發
表聲明，對押後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的決定
表示支持，並會與選舉事務處全力配合押後
選舉的各項實務安排。

選管會發言人表示，公共選舉無可避免
牽涉大量人力物力，而香港正面對抗疫以來
最嚴峻局面，特區政府必須集中力量應對疫
情。因此，選管會支持及配合政府押後選舉

的決定。押後選舉，無論在選舉物資、場地
安排、物資運送、選舉工作人員培訓等各方
面均需要作重新調配及安排。選舉事務處人
員必定全力以赴，盡力為行政長官選舉作適
當安排。

選管會會一如以往，根據實際及客觀的因
素按相關法例決定公共選舉事宜，並繼續致力
以公平、公正和誠實為原則舉辦公共選舉。

選管會選舉處全力配合押後選舉實務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經過連
續3天辯論，立法會18日通過《2021年施政
報告》致謝議案，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8
日發表聲明，對此表示感謝。她強調，目前
抗擊疫情是壓倒一切的任務，而穩控疫情是
香港大展鴻圖的必需基礎。因此，特區政府
會繼續以最堅強的意志，用好中央的大力支
持，以堅定的信心，竭力抗擊這場硬仗。

林鄭月娥說：“《2021年施政報告》是
我五年任期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這份以
‘齊心同行 開創未來’為主題的施政報
告，是建基於在中央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和
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雙重保障下，香港
已迎來良好局面，是砥礪前行，重新出發，
謀劃未來的時候；亦配合香港回歸祖國25周

年之際，豐富‘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新實
踐。”

林鄭月娥感謝立法會議員在過去連續三
天的致謝議案辯論中，就特區政府的施政和
《2021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措施給予很多寶
貴意見，議員對“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的
肯定和執行此大型規劃需注意的事項，令特
區政府深受鼓勵。

她強調，“一國兩制”是國家治理體系
的優勢之一，而中央永遠是特區的堅強後
盾。過去兩年多，在中央的主導和支持下，
香港成功克服不同性質的困難，“面對來勢
洶洶的第五波疫情，我們應以同樣的信心，
依靠中央的全力支持，團結一致，打贏這場
抗疫戰。”

感謝立會通過致謝議案 特首：竭力抗疫

戰疫不應分心 特首選舉押後
選舉日押後至5月8日 林鄭：引《緊急條例》有充分理據法律基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港澳辦18日發
表聲明表示，鑒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
波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的嚴峻態勢，
為集中精力防疫抗疫，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依法決定推遲第六任行政長官選
舉，體現了對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身
體健康高度負責的態度和採取一切必要
措施盡快穩控疫情的決心，十分必要，
合理合法，中央政府充分理解和支持。

聲明表示，農曆春節以來，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爆發的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
急速惡化，新增病例不斷上升，防疫形
勢異常嚴峻。習近平主席心繫香港同胞

安全與健康，非常關心香港抗疫工作。
面對嚴峻疫情，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
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的規定
和《緊急情況規例條例》，會同行政會
議決定推遲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這一
決定體現了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
念，有利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團結帶
領社會各界集中精力防疫抗疫，全力保
障市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切實維護
社會大局穩定；有利於第六任行政長官
選舉在公平、公正、公開和安全的情況
下進行，也不會影響特別行政區政府換

屆，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聲明指出，偉大祖國永遠是香港戰

勝疫情和一切風險挑戰的堅強後盾。中
央政府和內地各有關方面正在全力開展
支援香港抗疫的工作，包括選派抗疫專
家、核酸檢測人員、檢測車輛赴港，支
援醫療物資，援建隔離和治療設施，協
助開展重症救治工作，保障鮮活食品等
生活必需品供應等。我們堅信，有中央
的堅強領導，有全國人民的鼎力支持，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團
結一心、眾志成城，一定能夠早日打贏
疫情防控保衛戰。

港澳辦：高度負責合理合法 中聯辦：符合當前防疫抗疫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中聯辦18日發表聲明，表示理解和支持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因應當前新冠肺炎疫情惡化的嚴峻
形勢，作出押後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的決定。有關決定符合香港
當前防疫抗疫實際需要，順應了廣大市民集中力量抗疫的普遍期
盼，也有利於確保行政長官選舉公平公正公開安全進行，符合香
港整體利益。

聲明表示，新冠疫情全球爆發以來，因疫情推遲選舉已是不少國
家和地區的普遍做法。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緊急情
況規例條例》制定規例押後選舉，符合國際通行做法，法律基礎穩
固，相信社會各界會給予充分理解和支持。

聲明強調，當前正值穩控疫情的緊要關頭，希望香港社會各界同
舟共濟，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強有力支持下，進一步強化防疫抗
疫行動，奮力奪取疫情防控保衛戰的勝利。

林鄭月娥18日傍晚舉行記者會，宣布行政會
議舉行特別會議，批准引用《緊急情況規例

條例》制訂規例把原定在今年3月27日舉行的第
六屆行政長官選舉日押後至今年5月8日舉行。
原定在今年2月20日開始的行政長官選舉提名
期，亦相應押後到今年4月3日至4月16日。

她表示，作出有關決定是由於當前香港面對
抗疫兩年以來最嚴峻的局面，大大超出了特區政
府在“抗疫鏈”中每一個環節的應對能力，“可
以說形勢危急”。在公共衞生和保障市民健康的
大前提下，特區政府必須集中力量應對疫情，不
應分心，亦不容有失。

林鄭月娥說，是次並非特區首次因為新冠疫
情而需押後選舉。2020年7月底，當時香港正面對
第三波疫情，同樣是通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引用《緊急條例》把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的投
票日押後一年。

她指出，儘管辦這一場公共選舉只是涉及
1,462名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投票，但是選舉本身亦
會帶來一定的公共衞生風險。而由於各類社交距
離限制，候選人將無法正常地進行參選工作，某
程度上削弱了選舉的公平、公正、公開，對行政
長官的認受性亦會帶來一些影響。

針對法律問題，林鄭月娥表示，根據《行政
長官選舉條例》的第21條第1款，選舉只能延遲
14天，但疫情並不會在短短的兩星期後消減。雖
然選舉委員會亦可以再次行使權力，不斷押後14
天，但這種做法，將會為選舉引起不確定因素，
而第二項條例的規定，若在提名期結束時沒有候
選人獲有效提名，可在提名期結束當日起計42天
後重新進行選舉程序，但此做法非常被動，為選
舉帶來不確定性。

她強調，引用《緊急條例》理據相當充
分。第一，香港目前正處於非常危急的情況；

第二，根本沒有現行法律可以援引來切實執行
押後行政長官選舉投票日的目標；第三，當日
因為疫情押後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同樣都是引
用《緊急條例》，與是次做法一致。而終審法
院亦有裁決，確定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
緊急和危害公安的情況下可以引用權力，所以
引用《緊急條例》推遲這場選舉，有充分的理
據和法律基礎。

押後不會超越現屆政府任期
在押後選舉投票日時間方面，她表示，特區政

府主要考慮疫情發展，正籌備全民強制檢測，起
碼要兩三個月後才能穩定疫情；政府換屆工作需
要；以及選舉原則性規定，包括提名期不應少於
14天，競選期須有21天，以確保選舉公平、公
正，而這次押後亦不會超越現屆政府的任期，即
今年6月30日。

林鄭月娥表示，接下來會由行政會議盡快制
訂這條規例，一經行政會議通過便會即時生效，
然後交由立法會作出“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是次押後選舉是艱難決定，但做法符合現時香港
的實際情況和公眾利益。

��(���
第五波疫情仍未受控。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18日傍晚舉行記者會，宣布行政會議

批准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制訂規例將

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日押後至今年5月8日舉行，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則相應押後到

今年4月3日至4月16日。林鄭月娥強調，作出有關決定是由於目前香港面對抗疫兩

年以來最嚴峻的局面，形勢危急，特區政府必須集中力量應對疫情，不應分心，亦不

容有失。是次安排符合現時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公眾利益，引用《緊急條例》推遲選舉

亦有充分的理據和法律基礎。她已就此向中央報告並獲得同意。

◆林鄭月娥強調，是次安排符合現時香港的實際情
況和公眾利益，引用《緊急條例》推遲選舉有充分
的理據和法律基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押後到今年4月3
日至4月16日。

◆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日押後至今年5月8
日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香港特區行香港政長
官林鄭月娥18日宣布行政會議決定引用“緊急法”押後
行政長官選舉至5月8日舉行，社會各界18日晚紛紛發聲
表示，今次押後選舉順應了廣大市民集中力量抗疫的期
盼，以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和健康為先，體現了以人為本、
生命至上的精神，不但有法律依據，程序正當，亦有利確
保選舉在公平、公正、公開下進行，合乎香港社會的整體
利益，有助社會各界團結一致，攜手擊退疫情。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表示，現時疫情嚴
峻，特區政府不宜分心，押後選舉可以讓特區政府專
心做好防疫抗疫工作，他強調，希望特區政府能落實
好抗疫這個頭等大事，動員各界力量穩控香港疫情，
保障市民健康安全。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18日表示，在當前疫情嚴峻
下，不論是選委投票、候選人爭取選委提名和市民支
持，以及選舉宣傳等競選活動，都會受到嚴重影響，
而選舉活動中的社交接觸也會增添疫情蔓延風險。押
後行政長官選舉符合確保選舉能公平、公正、公開和
安全地進行，亦順應了廣大市民集中力量抗疫的普遍
期盼，以致有利於保障市民生命安全。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表示，香港現時疫
情是兩年以來最嚴峻的時候，最重要是做好防疫抗疫工
作，盡快穩住疫情，而選舉需要進行選舉活動，包括政
綱介紹、選舉論壇等，若按原定日期舉行選舉，對選舉
來說並不是好事，是次押後的決定符合實際情況。

工聯會會長、立法會議員吳秋北表示，理解及支
持行政會議押後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的決定，認為是
符合香港市民共同利益的正確決定。是次決定根據
《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而定，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據，

於情、於理，於法都是毋庸置疑的，希望特區政府專
注抗疫，一切以全體市民生命健康為重。

團結一致 官民合作 擊退疫情
經民聯主席、立法會議員盧偉國表示，香港近日

確診個案飆升，各行各業大受影響，市民目前最關心
的，是如何盡快穩控新冠疫情，加上人命關天，抗疫
為先，故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延後行政長官選
舉，助全港集中力量抗疫，符合民意民情和實際需
要，亦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相信在中央政府全力支持
下，香港定能夠團結一致，官民合作，擊退疫情。

新民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表示，抗疫是
現時特區政府的首要任務，而在疫情下並不適宜候選
人拜訪選委、舉行記者會等選舉活動。 2020年5月，
特區政府會同行政會議亦曾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
例》認為香港已進入醫療緊急狀態，故今次引用“緊
急法”押後選舉是有先例可援的。

自由黨主席、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人表示，
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即使提名期已經展開，一樣因疫
情而押後選舉。行政長官選舉參選人需要花很多時間
爭取選委提名，或會令社會各界分心，不利抗疫工
作，故是次押後選舉40多天是正確的做法。

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發起人陳清泉表示，抗疫
作為特區政府當前最核心、最重大、最迫切的任務，
不能有絲毫的懈怠，故行政長官引用“緊急法”押後
選舉，體現全力抗疫壓倒一切，有助保護市民生命安
全和健康，亦完全符合實際情况，保障選舉順利進
行，體現公平、公正，故他會堅決擁護今次決定，相
信符合香港科技界的利益。

各界：順應市民期盼 符合社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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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亞裔地產協會慶祝農曆新年午餐會好戲連台全美亞裔地產協會慶祝農曆新年午餐會好戲連台
國際猛男舞獅團國際猛男舞獅團、、地產精英美女俊男服裝秀超吸睛地產精英美女俊男服裝秀超吸睛（（上上））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休士頓分會」」 創會創會
會長林富桂律師會長林富桂律師（（前排中前排中））開場致詞開場致詞。。

貴賓桌的貴賓們合影貴賓桌的貴賓們合影。。包括亞裔地產協會創會主席李包括亞裔地產協會創會主席李
雄雄（（左二左二）、）、當天專題演講主講人李兆瓊大建築師當天專題演講主講人李兆瓊大建築師、、
地產開發商地產開發商（（右三右三），），及贊助商休士頓及贊助商休士頓 「「亞洲城亞洲城」」

負責人許文忠負責人許文忠（（左三左三））等人等人。。

地產精英美女俊男服裝秀合影地產精英美女俊男服裝秀合影。。

部分服務秀美女與創會主席李雄部分服務秀美女與創會主席李雄（（中中 ））合合
影影。（。（左起左起））王秀玲王秀玲、、創會會長林富桂創會會長林富桂、、

王藝達等人王藝達等人。。

該會在節目中同時增補貼金各該會在節目中同時增補貼金各$$10001000元給三戶元給三戶
去年德州大雪房子受損的亞洲低收入家庭去年德州大雪房子受損的亞洲低收入家庭。。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代表代表 office Districtoffice District
Director Rachael RodriguezDirector Rachael Rodriguez（（左左））送來送來
大會賀函大會賀函，，由現任會長由現任會長Dan KingDan King（（中中））
及創會會長林富桂及創會會長林富桂（（右右））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著名建築師著名建築師、、風水專家李風水專家李
兆瓊先生在大會上主講虎兆瓊先生在大會上主講虎

年年（（水虎水虎））運程運程。。

（（左起左起））創會主席李雄創會主席李雄、、現任會長現任會長
Dan King,Dan King, 為傑出會友頒獎為傑出會友頒獎。。

創會會長林富桂創會會長林富桂（（前排中前排中））開場時代表全開場時代表全
體演出人員向全場人士賀年體演出人員向全場人士賀年。。

著名地產經紀著名地產經紀、、開發商卿開發商卿
梅介紹當天大會主講人李梅介紹當天大會主講人李

兆瓊兆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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