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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參選取6席 工聯堅守「為勞工」
棠哥讚嫻姐帶動「風車」當選率高達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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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發力 拓逾37萬票源
鄭耀棠昨日聯同工聯會會長林淑儀、理事長吳秋北及

6位當選議員舉行記者會，一行人先舉出「工聯會感謝
市民支持」字句，衷心答謝支持者及義工的信任。鄭耀
棠指，工聯會在部署選舉工程時，不單是拉票，還深入
了解市民及勞工基層的訴求，理解他們內心想法，同時
以「風車效應」策略四出宣傳，最終開拓了37萬多的票
源，「嫻姐本身在軸心發動起來，同時帶動各區發力，
成功起到效果」。

首次單獨出戰 深刻磨練
對於葉偉明在新界東選區以數千票落敗，鄭耀棠否認

是建制派配票失利，強調工聯會沒有條件配票，選舉形
勢相當複雜，日後會再重新檢視選舉策略，又形容今次
選舉對首次單獨出戰的工聯會團隊來說，是非常深刻的
磨練。

與民記關係好「無過節」
被問到臨近投票日發生「 票」情況，他坦言，在

選舉中互相「 票」是正常，但不同意「 票」的做
法，又指工聯會與民建聯關係友好、「從無過節」，不
會因為「 票」問題與民建聯或其他政黨交惡，也不
會埋怨，他明白是因為黨派求勝心切，才出現這個情
況。
鄭耀棠又澄清，工聯會在選戰時公開呼籲各組織停止

向工聯會「 票」，純粹是見形勢嚴峻，臨時在地區會
見傳媒，「我們覺得不對路，再 下去，可能黃國健、
王國興、麥美娟個位都無埋，所以才公開表態」。陳婉
嫻回應「 票」一事時亦稱，不會批評其他政治組織，
認為選舉靠理念爭取選民支持，而自己在當選後也跟民
建聯的劉江華握手，並輕拍對方膊頭說「保重」。
另外，鄭耀棠指，建制派在超級區議會之爭中只能取

得兩席，是意料之內，又稱選舉前夕的國民教育爭議，
對工聯會選情沒有影響，「國民教育事件的確吸引了後
生仔投票，但同時也吸引了一些支持國民教育的人投
票，所以才有53%的高投票率，我們亦打破了高投票建
制派『死硬』的情況，沒有因此少了議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工聯會在今

屆選舉中首度打正工會旗號派出7人參選，奪

得1個超級議席、3個地區議席及2個勞工界功

能界別議席，當選率高達86%，共開拓逾37萬

票源。工聯會榮譽會長、政務委員會主任鄭耀

棠認為，工聯會全面參選的成績不俗，相信取

得好成績是基於「定人定點」策劃及安排，並

以出戰超級的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為軸心，

成功帶動「風車效應」，爭取各區選民支持。

他承諾工聯會團隊會堅守「參政為勞工」的信

念，不論在議會內外均會監督政府施政，維繫

打工仔權益。

經過2個月「日以繼夜，
夜以繼日」的苦戰，王國興
有驚無險下在港島區如願得
選。獲宣布當選後，王國興
代表工聯會感謝港島區巿民
支持，他形容選情像坐過山
車，而自己則像一匹用黑布

蒙眼的戰馬奮力向前衝，才得以
當選。他認為，今次當選具有象
徵意義，因為工聯會過去未試過
在港島這個標誌性選區贏得議
席，對自己今次做到「零的突破」
感榮幸。

當務之急 港島覓新居
王國興還說，他承諾過選民會

住在他服務的選區，和巿民一同
體驗該區生活，所以他當務之急
是要在港島尋找新居所，兌現承
諾。被問到會否擔心捱貴樓、捱
貴租、大屋搬細屋，王國興表示
他會為巿民促請政府穩定樓巿，
而非為了個人利益去做。

他又說，等到立法會復會，他
便會「再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爭取標準工時立法、全民退休保
障，改善小販政策等事項，更會
手處理港島區空氣污染、嘈音

污染、光害等環境問題，亦會改
善交通擠塞情況。

日夜發聲 爭標準工時立法
成功為工聯會在港島創下「零

的突破」的王國興，昨日在工聯
會的記者會上形容今場選戰十分
艱辛，感激團隊全力以赴，尤其
是隊友兼工聯會副會長潘佩璆無
私支持他，才能攜手為工聯會在
港島寫下歷史。他形容在競選時
仿佛登上過山車，自己則如一匹
戰馬努力向前衝，強調每一位街
坊的訴求已一一記在心中，自己
在新一屆議會定必為港島勞工基
層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發聲，尤
其是努力爭取標準工時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首度以
單獨旗幟出戰立法會的工聯會，在團隊及
助選團上下一心努力下，打了漂亮勝仗。
回望選戰，在九龍東成功連任的黃國健點
滴在心頭，形容選舉令人謙卑，在競選公
布結果前自己對當選未有把握，吃了不少
「驚風散」。再次當選，倍感任重道遠，他
強調選民的支持會銘記在心，保證珍惜選
民的信任，今後不會浪費在議會的一分一
秒，用行動及實績答謝選民。

麥美娟讚助選團義無反顧
而接棒在新西當選的麥美娟形容自己全

靠硬正的團隊，打贏了一場硬仗，大讚助
選團不論是8號風球還是37度高溫，始終
義無反顧地支持她入局。她特別感激王國
興昔日在新西做了大量服務，打下扎實基
礎，強調她今後會在新西把工聯會的旗幟
插得更穩，加倍努力。她亦難忘街坊的支
持，當她在選舉告急之際，有清潔工人上

前表明晚上10點收工後一定趕去投票助她
一臂之力，今後躋身議會，她會將心比
己，務必急市民所急，做好「抗霸權、反
壟斷、脫貧窮」的工作。

郭偉強鄧家彪盼同心議政
工聯會在直選報捷，在勞工界議席上也

致力培養新人。面對議會激進勢力，作為
新丁的勞工界議員郭偉強坦言，激進派對
政治議題可能激烈，但在廣大市民權益問
題上，不相信他們會背棄民意反對工會的
立場，他作為打工仔代表，定必站在勞工
陣線，積極改革奉行了數十年的勞工法
例，與時俱進。鄧家彪亦笑指，有新當選
的激進派議員是自己的大學同窗，相信黨
派之間有合作改善民生的空間，「大家也
是中大社會學系，或許大家可以食個下午
茶，交流觀點。」自己亦會謹記「存謙
卑、好憐憫、行公義」的信念，做好議員
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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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長江後浪
推前浪，今屆立法會多了較多第二梯隊候
選人排於各黨派名單首位，令建制派與反
對派皆有政治新星上位，為議事堂帶來新
面孔，也引入議政新思維。

鍾樹根首重民生 蔣麗芸不負眾望
新人參選知名度不足，由他們打頭陣更

加是冒險之舉，但在今屆選戰大勝的民建
聯貫徹培養新人信念，甘於在地區直選中
一試分拆名單，令多位黨內新星成功「升
呢」。在港島區，扎根服務地區20年的鍾樹
根今次領軍參選，聯同曾鈺成雙雙成功入
局，強調今後首要關注改善社會民生；在
九龍西，民建聯副主席蔣麗芸從李慧 手
中接棒，夥拍多位地區年青生力軍出戰，
在黨內分量十足的她，放下身段、低下頭
來專心做好地區服務，結果不負眾望，成
功當選。

陳 鑌懶理流言 化壓力為動力
在新界西，梁志祥及陳 鑌在不被看好

下雙雙脫穎而出，其中現任元朗區議會主
席梁志祥服務社會多年，今次首次領軍出
戰即成功進軍議事堂；陳 鑌在選戰後期
面對「棄保」流言，但他未有輕言放棄，
反而化壓力為動力，以拚搏精神跑遍葵

青、荃灣等地15條村，一票一票努力爭
取，直到最後關頭取得勝利。

葛珮帆關心主婦 麥美娟爭工時
在新界東，一度徘徊出局邊緣的葛珮

帆，也憑藉努力贏得選民支持，並以高票
當選，未來她會主打關心婦女家庭事務及
科技環保等議題，希望為香港建設優質生
活。
工聯會方面，在新界西接棒參選的麥美

娟力保議席，打正旗號捍衛打工仔權益，
會力爭訂立標準工時為勞工發聲；新民黨
副主席田北辰亦在新西穩佔一席，聯同成
功連任的黨主席葉劉淑儀，為該黨創下
「好事成雙」佳績。

在反對派陣營方面，苦等多年上位無望
的民主黨胡志偉，終於在前立法會議員李
華明退位支持下，一嚐議員生涯；黃碧雲
也獲涂謹申轉戰超選及前立法會議員張文
光讓位而上位。另一邊廂，當年因民主黨
「大佬文化」而出走自立門戶的新民主同盟
范國威，終於吐氣揚眉，贏得新界東末
席。而公民黨的郭家麒及陳家洛，則在余
若薇及陳淑莊「抬轎犧牲」下，分別在新
西及港島「登基」；黨友毛孟靜也在九西
跑出。「人民力量」的陳志全在新東混戰
中，也「爆冷」奪得議席。

政治新星上位
引入議政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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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有驚無險下在港島區如願得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工聯會在今屆選舉中首度打正工會旗號派出7人參選，奪得1個超級議席、3個地區議席及2個勞工界功能界別議席，當選率高達86%，共開拓逾37萬票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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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
聯今屆直選有5個新人，創了歷來最多
新人出選的新高。多位新當選的民建
聯議員新人昨日不約而同地提到，未
來在議會內會集中精神推動香港民
生、經濟發展等措施，希望新議會可
以回復正常軌道。據了解，民建聯最
快於下周舉行首次新黨團會議，一方
面討論未來為議員如何推動民生、經
濟政策，亦會為新人議員做培訓，協
助他們盡快熟悉議會工作。

蔣麗芸：拓中小企空間
本身是商界出身的民建聯副主席蔣

麗芸很高興獲得如此多的支持者力挺
進入議會，坦言民建聯的街坊和支持
者已接受到一個商界背景的黨員參
選，感受非常鼓舞，亦感覺民建聯正
朝向跨階層政黨發展。
她未來在議會亦會關注經濟發展，

特別是中小企的發展機會和生存空
間，亦會積極參與推動改善市民生活
的民生政策。
新界西陳 鑌坦言「還未來得及開

心」，甚至感受到壓力。選舉期間有
很多巿民向他舉出新界西區內的問
題，他要一一處理，故此感到戰戰兢
兢，希望不負巿民所託。他要向選
民、支持他的團體、朋友各方謝票，
所以不敢放鬆心情，並為自己定下目
標，希望未來4年能改善地區民生，
令香港向前，不再拖延。他又認為，
住屋是最迫切需要處理的問題，其次
是長者的生活狀況，他會善用自己規
劃工程師的專業，在改善規劃標準方
面下功夫。
首次晉身議會，新界東葛珮帆昨日

心情比較複雜，一方面在新界東取得
高票當選，但另一方面師父劉江華惜
敗超級區議會界別。她形容，參選一

路以來面對許多明星級的候選人，民
調支持度亦不高，因此令她的團隊更
加拚搏去催票，對自己的最終得票數
亦感到驚訝。而她未來在議會亦將關
注婦女等民生議題。
至於劉江華惜敗，她坦言感到很傷

心，亦很失落，相信可能是李慧 的
民調一直不高，因此令許多支持選民
投票扶助李慧 ，導致分票不均勻。

鍾樹根：曾鈺成是數學天才
港島區鍾樹根則認為，民建聯在港

島區的成功原因是因為「曾鈺成的數
學」，他坦言選舉初期不太相信配票策
略會奏效，現在看到策略成功，他讚
嘆曾鈺成是數學天才，善用了比例代
表制的特點和港島地區分隔。又強
調，選舉過程中沒有和工聯會商討配
票、過票，只有和曾鈺成兩支港島團
隊緊密溝通。

■蔣麗芸（中）很高興獲得不少支持者力挺進入議會。 記者彭子文 攝

■在港島區勝出的鍾樹根(右)與同黨漁農界當選

人何俊賢合照。 記者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