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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中央
人民政府7月29日就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有关事宜
表明意见。全文如下：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20年

立法会换届选举押后事宜的报告》收
悉。中央人民政府对近期香港特别
行政区暴发的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
高度关注，将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抗击
疫情需求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和援助，

切实保护香港居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现就立法会选举推迟有关事
宜，提出以下意见：

一、中央人民政府支持行政长
官会同行政会议基于公众利益和

香港实际情况，依法作出将香港特
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
一年的决定。

二、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
立法会选举推迟情况下如何处理立

法机关空缺的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将
依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作出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
依法做好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涉
及的相关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就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有关事宜表明意见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国务
院港澳事务办公室31日发表声明表
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鉴于新冠肺
炎疫情蔓延的严峻态势，决定推迟第
七届立法会选举，这体现了对香港市
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度负责
的态度，十分必要，合理合法，中央政
府充分理解和支持。

声明表示，7月初以来，香港新
冠肺炎疫情再次暴发并在全港快速
蔓延，相当比例的确诊病例无法确
定源头，防疫形势异常严峻。采取
严格和有力措施尽快控制疫情传
播，已成为香港当下最重要最紧迫
的任务。为防止大规模人群聚集带
来的传播风险，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依据《紧急情
况规例条例》，作出第七届立法会选
举推迟一年的决定，这是保护香港
市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立
法会选举的安全和公正公平的重要
举措，也符合当下其他许多国家和地
区的通行做法。这一决定不会影响
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的正常运作，也

不会损害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民主
权利和自由。对于因立法会选举推
迟而产生的立法机关空缺问题，全国
人大常委会将会尽快作出决定。

声明指出，伟大祖国是香港战
胜疫情和一切风险的坚强后盾。
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请求，中
央政府已决定派遣内地检测人员

赴香港协助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
筛查，帮助香港加快建设临时隔离
及治疗中心，以尽快控制疫情。希
望香港社会各界在特别行政区政
府的带领下，聚焦抗疫大局，共担
抗疫责任，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早
日打赢疫情阻击战，为尽快恢复经
济、改善民生创造良好条件。

国务院港澳办：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迟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合理合法

新华社香港7月31日电 中央
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
公室31日发表声明，对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基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严
峻形势决定推迟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表示理解和支持，这是保护广大香港
市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负责任之举。

声明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防

疫抗疫，取得了显著成效。但7月5
日以来，香港疫情形势急转直下，连
续10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过百，出
现了社区传染，目前疫情仍在发展
中，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公共卫生
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连日来，社会
各界人士纷纷呼吁推迟立法会选举，
期望选举能够在确保公众安全与公平
公正的前提下进行。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将香
港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举行。
这一决定符合宪法、基本法和香港本
地法律，体现了对科学防控疫情的尊
重，体现了对广大香港市民生命健康
安全的责任担当，顺应了主流民意。

声明指出，没有安全的选举环境，
就谈不上选举的公平公正。据国际研究
机构统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至少有68个国家或地区因为疫情推迟
了全国或地方选举。尊重科学，生命至
上，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声明表示，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
区政府基于公众利益和香港实际情
况依法作出将香港第七届立法会选
举推迟一年的决定。对于第七届立
法会选举推迟情况下如何处理立法
机关空缺问题，中央政府将依法提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作出决定。
声明强调，中央政府对近期香港

暴发的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高度关
注，将根据特区抗击疫情需求提供一
切必要支持和援助，切实保护香港居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相信在中
央政府的坚定支持和内地的大力援
助下，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一定能带
领香港社会早日战胜疫情。

香港中联办声明：

理解和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关于推迟第七届立法会选举的决定

新华社香港7月31日电（记者
刘明洋 苏万明 周文其）鉴于目前香
港严峻的疫情形势已对选举造成重
大影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31日宣布，她会同行政会议基于公众
利益和香港实际情况，援引《紧急情
况规例条例》（“紧急法”），决定将香港
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

林郑月娥在当日傍晚举行的记
者会上表示，推迟四年一度的立法会
换届选举是非常艰难的决定，但为了
遏止新冠肺炎疫情、维护公共安全、
保障市民健康并确保选举在公开、公

平情况下进行，这是必须的决定。
林郑月娥表示，新的立法会换届

选举日期为2021年9月5日，撤销此
前有关2020年9月6日立法会换届
选举的公告，现有选举程序即告终
结。但选举事务主任及候选人仍须
履行责任，备妥供公众查阅的文件。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基本法第六
十九条订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
除第一届任期为两年外，每届任期四
年。因此，“紧急法”只能把第七届立
法会选举日期推迟一年，而未能处理
立法会未来一年将出现“真空期”的

问题。为此，她已向中央人民政府呈
交紧急报告，寻求支持和指示。

林郑月娥表示，国务院已回复，
支持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依法作
出的有关决定。对于香港特区第七
届立法会选举推迟情况下如何处理
立法机关空缺的问题，中央人民政府
将依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作出决定。

林郑月娥表示，经综合评估，目前
香港疫情正处于自2020年1月以来
最严峻的情况，社区扩散会继续蔓
延，大暴发风险与日俱增，已构成极

大公众危机。
对于疫情对选举造成的重大影响，

她举例说，立法会换届选举规模极大，
涉及大量人群聚集、人际互动等，构成
极大感染风险；在边境限制措施下，数
以十万计居住或滞留内地及海外的登
记选民不能回港行使其投票权；“限聚
令”使得选举集会或其他惯常选举活动
无法举行；中央点票站及传媒中心因
亚洲国际博览馆用作医管局的临时社
区治疗设施而须另觅地方；超过60万
长者登记选民将因病毒对他们的额外
风险而放弃投票；受制于现行法例，无

法考虑其他安排，例如通过电视及电
台广播竞选宣传，或分日投票、境外投
票、电子投票、邮递投票等。

林郑月娥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主
席近日致函她，详细列举了如期举行立
法会选举的公共卫生风险。选管会认
为，300多万名选民投票将带来几何级
的感染风险，特区政府须从公共卫生角
度考虑选举是否仍能安全进行。

林郑月娥指出，海外推迟选举的
做法相当普遍，根据有关国际组织统
计，目前全球已至少有60多个国家和
地区因疫情关系而推迟原定的选举。

林郑月娥：

因疫情严重将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

新华社天津7月31日电 2020年7月31日，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第十二届全国
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中共陕西省
委原书记赵正永受贿案，对被告人赵正永以受贿
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
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
假释。赵正永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3年至2018年，被告人赵正
永利用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陕西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人民
政府代省长、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
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职务
晋升、工作调动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
等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7.17亿余元。其中2.9亿余元尚未实际取得，属于
犯罪未遂。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赵正
永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
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
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
于其收受部分财物系犯罪未遂，如实供述全部犯
罪事实，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均已查封、扣押、冻结
在案，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
刑，可不立即执行。同时，根据赵正永的犯罪事实
和情节，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
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法庭
遂作出上述判决。

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
赵正永受贿案一审宣判

中国驻欧盟使团：

反对欧盟以网络攻击为由
实施单边制裁

新华社布鲁塞尔7月31日电（记者李骥志）
欧盟30日以从事网络攻击活动为由，决定对包括
中方个人和实体在内的有关人员和机构实施制
裁。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30日晚在回答记者
提问时表示，反对单边制裁，主张通过对话共同维
护网络安全。

使团发言人说，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
者，也是黑客攻击的最大受害国之一，始终依法打
击一切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为。我们也一贯主
张，国际社会应当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
上，通过对话合作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反对
动辄诉诸单边制裁措施。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30日发
表声明说，欧盟理事会决定对包括中国个人和机构
在内的6名自然人和3个法人实体实施制裁。

盖棺论定李登辉

7月 30日，台湾地
区前领导人李登辉病
亡。岛内媒体迅疾做了
报道，包括台湾当局领
导人在内的民进党头面
人物纷纷发声，称李登
辉“是时代的开创者”
“带领台湾走向民主”
“让台湾成为台湾人的
台湾”。而新党荣誉主
席郁慕明则说，李登辉
本来有机会促进两岸和
平、推动国家统一，但他
却追求做一个小岛的
“强人”，最终成了中华
民族的罪人。

汉语里有个成语叫
“盖棺论定”，意思是说
一个人一生的功过是非
到他死后才能作出定
论。李登辉到底是台湾
“民主先生”“台湾之
光”，还是“台独教父”
“历史罪人”，世人已有
定论，他在世时的言行
也提供了确凿注脚，现
在只需给他“盖棺”，再
钉上最后一颗钉子。

“岩里政男”是李登辉曾经用过
的日本名。李登辉出生于日本对台
殖民统治时期，他父亲为宣示效忠殖
民政府，给他取了这个日本名字。李
登辉始终认为自己“22岁以前是日本
人”，对“皇民身份”深感荣耀，完全没
有遭受殖民统治的屈辱感。在他的
回忆中，读书的时候，“虽然一班40
人中台湾人仅有三四位，但不觉得受
歧视”；二战爆发后他加入日军，“一

心怀抱为国家挺身作战、光荣赴死的
理想”；其兄战亡，被供奉在靖国神
社，“光是这点，我就很感激了”。

对日本在台实行的50年殖民统
治，李登辉赞赏有加。“是日本让台湾
完成近代化”，日本“让贫瘠的土地变
成谷仓”，所以“台湾人很感谢日本统
治”。他认为，台湾人二战期间加入

日军，“是以货真价实的‘日本人’身
份为祖国奋战”，所以“台湾抗日不是
事实”。

李登辉的“皇民本色”愈老弥坚，
身为卸任的台湾当局领导人，却竭力
维护日本利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是中国固有领土，在行政管辖上属
于台湾宜兰县头城镇，附近海域是台

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但李登辉却说
钓鱼岛“不归属台湾”，多次公开鼓吹
钓鱼岛“是日本领土”。

李登辉对“日本皇民”身份的尊
崇、对殖民统治的美化，不仅事关其个
人品行。他倚仗特殊身份，在台湾卖力
推行“皇民思想”，出卖台湾人民利益，
导致部分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国家、
民族、文化认同错乱。说他“出卖台湾、
羞辱人民、作践自己”，实不为过。

李登辉时常扬言“向不可能的
事务挑战”，践行这一信条的最疯
狂举动，莫过于竭力推动“去中国
化”，割断两岸的历史文化联系。
他曾以圣经故事中的摩西自况，
誓言“带领台湾人去建立一个新
的国家”。

李登辉很懂得“审时度势”。上
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上台伊

始立足未稳，常把“一个中国”“两岸
统一”挂在嘴边。及至大权在握则
翻脸不认账，谎称“始终没讲过一个
中国”，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说成
是一个“奇怪的梦”。

李登辉很擅长言语包装。从
“一国两府”“两个对等政治实体”

“两岸分裂分治”“中华民国在台
湾”，到“特殊国与国关系”；从“新
台湾人”“台湾认同”，到“台湾‘脱
古’思考”……各种概念、旗号花样
翻新，目的都是把台湾与大陆分割
开，挑战的都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的事实。

李登辉很善于偷梁换柱。他片
面强调台湾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
以此否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
他把持台湾政坛的12年里，社会上
开始形成并逐步强化以加深两岸分
离为基础的民族观、历史观、文化
观，岛内“去中国化”之逆流肇始于
李登辉。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
人，实不为过。

李登辉主政台湾12年，从上台
之初没有亲信班底势单力孤，到权倾
八方呼风唤雨，主要靠两手，一是党
同伐异，二是“黑金政治”。

李登辉善于制造并利用派系矛盾
和族群冲突牟取私利。他打着所谓“本
土化”旗号，不择手段清除党内异己，巩
固个人威权。在一波又一波权力斗争
中，岛内大陆籍元老逐渐失势，国民党
内“非当权派”陆续出走，“台独”势力化
暗为明登堂入室，李登辉最终建立起属
于自己的权力架构和既得利益体系。

在台湾，人们常用“黑金”这个

词来描述始于“李登辉时代”的政治
特色。在李登辉及其亲信操盘下，黑
道势力公然介入政治，成为权力掮
客。随之而来的是“金权”泛滥贿选
成风，直至明码实价公开买票。李登
辉联手黑道势力和地方财团，建立起
一套组织严密的“桩脚”体系，形成维
持其威权统治的“共犯结构”。

李登辉的所作所为，严重毒化台
湾政经环境，后患无穷。在他当政后
期及下台之后，曾经在“亚洲四小龙”

中表现优异的台湾，经济水平一路下
滑，投资环境不断恶化，其以“戒急用
忍”为核心的大陆政策，更是断了本
地企业依托大陆全球布局的大好前
程，导致企业纷纷出走，台湾竞争力
不断流失。说李登辉愧对2300万台
湾同胞，实不为过。

李登辉至死未能实现“建立台湾
人的国家”之迷梦，但其所作所为对
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年人民族观、历史
观、文化观造成极大戕害，贻害当代、

祸及子孙，其恶劣影响可能需几代人
努力才能消除。

国台办发言人 31日表示，“台
独”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国家统
一、民族复兴的历史大势，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两岸关系
发展的现实已经给出明确答案：逆
潮流而动者，必遭时代唾弃！对台
湾政坛的后来者而言，特别是对那
些仍想继承李登辉分裂衣钵的台湾
政客而言，李登辉实乃前车之鉴。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记者
赵丹平）

“日本皇民岩里政男”

“去中国化”始作俑者

党同伐异+“黑金政治”

7月29日，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和第一夫人米歇
尔·博索纳罗在巴西利亚普拉纳尔托宫出席活动。

巴西卫生部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新冠
确诊病例累计已超过260万例。同一天巴西总
统府宣布，第一夫人米歇尔·博索纳罗确诊感染新
冠病毒。 新华社/法新

新冠累计病例超260万

巴西总统夫人感染新冠病毒

美前总统竞选人
死于新冠并发症

美国前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赫尔曼·凯恩的网站
7月30日宣布，凯恩当天早上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
一家医院去世，死于感染新冠病毒后的并发症。

凯恩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坚定支持
者。凯恩为非洲裔，现年74岁，6月20日参加特
朗普在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举行的疫情暴发后
首场竞选集会，6月29日得知新冠病毒检测呈阳
性，7月1日出现需要治疗的症状后进入亚特兰大
一家医院，此后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家医院。

凯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照片显示，参加特朗
普竞选集会时，他和周围许多人没有戴口罩。在这
场活动前后，特朗普竞选阵营多人感染新冠病毒。

特朗普7月30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赫
尔曼拥有非凡的职业生涯，受到所有见过他的人的
尊敬，尤其是我。他是个很特别的人，一名爱国者，
伟大的朋友。”他还说，自己已经与凯恩的家人通话。

疫情暴发以来，特朗普多次拒绝戴口罩，他的
许多支持者也拒绝按照公共卫生专家建议戴口
罩。凯恩病亡消息传出后，一些重量级保守派人
士表达哀悼。民主党人则强调戴口罩的重要性。

路透社报道，凯恩自称“ABC”，即“美国”“黑
人”“保守派”缩写，主持大全新闻网电视节目出
道，后来成为“教父”比萨饼连锁店的首席执行官，
参加2012年总统选举，在共和党预选初期的一些
民调中一度排名领先。

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凯恩支持特朗普竞
选。2019年，特朗普曾计划提名凯恩进入美联储
董事会，但因面临包括共和党内部的反对意见而
作罢。 庄北宁（新华社专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