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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選揭盅面面睇

「民婦」頂半邊天 董健莉膺「票后」
鴿黨黎熙琳僅輸3票 堪稱今屆「最陰功豬」候選人

建制區員謝票 不懈怠續努力

香港回歸後第五屆區議會選舉結果揭曉，在創新高的
47%投票率下，包括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經民
聯、自由黨等建制派政黨和團體依然獲取了良好成績，
獲得七成議席，整體得票增加10多萬票，更打破了所謂
高投票不利建制派的「定律」。這一結果，顯示出廣大
選民要發展、求安定、輕政治、重服務的強烈願望，許
多過往沒有參與的選民踴躍站出來，用手中一票對違法
「佔中」及激進暴力說「不」；另方面，也體現出建制
派通過多年持續不懈的努力，贏得了全港多數市民的認
同和支持。建制派理性務實、真誠服務市民的形象，在
區選中備受讚譽、廣得民心。期待所有當選者尤其是建
制派區議員，抓住此次區選所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
進一步總結經驗，因應新的形勢，制定新的策略，更好
地建設香港、服務市民。

2015 年區議會選舉順利舉行，建制派共得到約 78 萬
票，加上自動當選及其他傾向建制的獨立人士在內，共
佔有約七成的議席，其中民建聯取得119席，成為區議
會內第一大政黨；工聯會取得29席；新民黨與公民力量
結盟，取得26席；經民聯獲10席；自由黨獲9席。尤其
值得指出的是，選舉投票率創出新高、選情激烈的情況
下，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工聯會王國興及鄧家彪、新民
黨田北辰、經民聯梁美芬和獨立的謝偉俊等建制派立法
會議員順利勝出。反觀反對派，何俊仁、馮檢基、尹兆
堅、陳家洛、譚文豪等具「指標性」人物紛紛落馬，今
後四年區議會的政治格局，繼續由建制派主導。

回顧過去香港歷次選舉，坊間歸納稱，在所謂「六四
定律」(即支持反對派的佔六成，支持建制派的佔四成)
的影響下，投票率越高，對建制派就越不利。但今次區
議會選舉結果顯示，即使投票率創新高，對建制派選情
也沒有定向的不利影響。這一所謂高投票不利建制派的
「定律」，已經開始被打破。分析箇中原因，主要有四

點：
首先，區議會的基本性質，是以地區服務為主，建制

派各政黨和團體，以愛國愛港為宗旨，用理性務實的態
度，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並熱心服務市民，是維護香
港繁榮穩定的積極和正面的力量。他們高度重視地區工
作，派出骨幹和精英，扎根基層，深入社區，注重民
生，做了大量促進市民福祉的實事，贏得了廣大選民的
認同和支持；相反，多數反對派參選者長期以來「政治
掛帥」，忽視基層服務，不少人到選舉時才臨急抱佛
腳，這些伎倆絕對不能矇騙廣大選民。他們在選舉中輸
給形象正面、扎實服務的建制派，是必然的事情。

第二，反對派策動違法「佔中」及「綑綁」否決政改
方案的劣行不得人心，在此次選舉中遭選民「票債票
償」。去年至今年初的違法「佔中」行動，對香港法制
的衝擊、對香港經濟的破壞、對市民生活影響程度之嚴
重，都是香港特區成立以來所未見的。在今次選舉中，
「佔領」行動所在的中西區和油尖旺區，選民多數都投
了建制派一票，令這兩個區的建制派的當選者佔了大多
數。從這個例子就可以充分看到，廣大市民對違法「佔
中」等激進暴力行為深惡痛絕。

第三，隨國家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綜合國力不斷
增強，國際地位大大提升。國家大力推動「一帶一路」
戰略，在制定「十三五」規劃時，又充分發揮香港的優
勢，為香港今後的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和廣闊空間，廣
大港人對國家的認同也與日俱增。這些都為擁護「一國
兩制」、愛國愛港的建制派，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當然，此次區選也出現一些值得重視的新動向，特別
是多位毫無地區服務業績和基礎的反對派「傘兵」當
選，對整體的區議會生態，帶來一定衝擊。期望這些香
港政壇的「新兵」，能夠切實履行區議員的職責，拋棄
泛政治化的思維，真真正正在地區服務市民。

建制派打破「高投票率不利」的「魔咒」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就剛結束的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發表評論，

洪磊表示，中國堅定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反對任何國家在南海採取不利於
安全、穩定和互信的「軍事化」行動，中方也不謀求在南海搞「軍事化」。中
國和東盟有能力、有智慧解決領土主權爭議，共享和平發展成果，完全不應讓
美日等域外國家插手南海問題，避免令南海問題國際化、複雜化。南海不穩，
對區內外國家都無好處，中國更不會向任何強權低頭，有關各方應審時度勢，
好自為之，不要做破壞南海和平穩定的罪人。

美國、日本並非南海域內國家，但為遏止中國崛起，近期不斷在南海興風作
浪。美日拿中國在南海島礁的建設工程大做文章，攻擊中國「軍事化」，製造
緊張氣氛。美國更打着維護航行自由的旗號，不理中方的強烈反對，一再派出
艦機駛近中國島礁，進行赤裸裸的挑釁。美日又利用近日的東盟系列峰會，肆
無忌憚插手與他們沒關係的南海問題。美國總統奧巴馬公然表示，南海問題是
東盟系列峰會上的「核心議題」，「美國支持菲律賓和我們的地區夥伴增強海
軍力量」。日本首相安倍也趁機對南海「表示關切」。美日深度介入，旨在慫
恿區內個別國家挑戰中國，給中國製造麻煩，不斷擴大其在亞太和南海的政治
影響，達到牽制中國的目的。

中國一向主張與區內各國共同開發利用南海，堅持通過雙邊協商和平解決南
海爭議，反對任何國家在南海採取不利於安全、穩定和互信的「軍事化」行
動，中國也不謀求在南海搞「軍事化」。中國總理李克強日前出席東亞峰會時
強調，「中國在自己的島礁上開展建設合理合法，不針對、不影響任何國家，
有利於維護航行自由、應對海上災難，談不上『軍事化』。」 李克強還就維
護南海和平穩定提出多項建議，包括與南海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根據國際法
原則，透過磋商和平解決爭議。而中國和東盟國家要承諾全面落實《南海各方
行為宣言》，盡早達成南海行為準則。中國用實際行動維護南海和平穩定，釋
除區內各國疑慮。

中國是東盟最大的貿易夥伴，東盟是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日前雙方已簽訂
《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議定書》，將為雙方經濟發展提供新助
力，加快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促進雙方互利共榮。中國與
東盟加強合作符合雙方利益，絕不能讓美日借南海問題挑撥離間，破壞南海和
平發展的大局。中國不會屈服於任何外力，更有能力反制任何不懷好意的挑
釁，東盟應避免受人誤導，拒絕外力插手，與中國攜手維護南海和平穩定。

不容外力插手 確保南海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翁麗娜）
2015年區議會選舉結果塵埃落定，民建聯、工
聯會、新民黨等各建制派政黨當選者昨日紛紛
落區謝票，答謝街坊的支持。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陳恒鑌昨日在其楊屋道選區內四出向街坊揮
手謝票，並指全賴大家的支持才可成功連任，
他必定會繼續努力，為社區增值，為街坊出
力。西九新動力/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戰勝
「傘兵」後，昨日也落區向街坊揮手致謝。她
在個人社交網站上說道：「雖然成功連任，但
都不敢怠慢！」

民建聯：街坊讓我強大
民建聯多名當選者昨日齊齊落區。青年民建

聯主席、佐敦谷顏汶羽與彩雲東蔡子健一起謝
票。顏汶羽表示，選舉結果顯示居民對他過去4
年工作的肯定，及願意將未來4年的社區事務交
託予他。他指出，反對派在鉛水事件上不斷抹
黑、散播謠言，但選舉結果說明市民眼睛雪
亮，明辨是非，作出正確選擇。
中西區水街楊學明昨晨7時就隻身帶同自己的

紙板公仔向街坊謝票。當時，差不多每名街坊
都知道他整晚沒睡過，着他早點回家睡覺。其
中一名男士更熱淚盈眶向他說：「4年前投票日
後大清早見你輸了都出來謝票好心酸，為你流
淚，今天是開心到流淚。」連幼稚園學生都能

喊出他的名字及向他道賀，令他「超感動」。
高票擊敗「傘兵」的佐敦北楊振華表示，謝
票時看到街坊及販商們熱情的笑容與肯定的目
光，覺得以往自己在社區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他表示，幫助居民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所
得到的不僅僅是「贈人玫瑰，手有餘香」，內
心更愈來愈強大，經驗愈來愈豐富，「有他們
做我的後盾，未來爭取香港繁榮昌盛之路上，
我一定能愈戰愈勇。」
多名民建聯選勝者則在社區網站向大眾分享

其喜悅。大白田的郭芙蓉指出，今次的成績是
各位街坊、朋友對她過去工作的肯定及支持，
她承諾日後會更努力工作，貫徹民建聯以汗水
灌溉社區，真心實意服務街坊的精神，全心為
大家服務。大圍董健莉指出，因有民建聯沙田
團隊支援，才可有方向、有方法在區內服務，
今後重新檢討工作。
灣仔鵝頸鍾嘉敏表示，感謝各位支持他的街

坊、同事、朋友及親人，令她一直有力量堅持
下去，她會堅持繼續努力做好。屯門兆翠葉文
斌則表示，他今後會繼續加倍努力，服務市
民，「堅持為民生，改變已成真！」

工聯會：選民信任託付
工聯會多名當選者也齊齊落區。在上屆擊敗
李卓人一舉成名的「小花」劉桂容（富恩）今

次取得2,819票成功連任 。她表示，很高興工
作得到居民認同及支持，投下她信任的一票，
謝票時最開心的是很多小朋友及街坊到街站為
她打氣，令她充滿力量。她在社交網站則撰文
指，誠心感謝每一位選民的信任和支持，她將
在未來任期繼續以真心為您、義不容辭的工作
態度，努力實現各項政綱。
在天恒成功連任的陸頌雄指出，投票支持他
的選民，是信任及託付，是他工作最大的動
力，「沒有投票給我的，給予鞭策和讓我反思
不足的機會。未來4年，我一定會更進步，為大
家建設更美好的社區。」選舉過後，他就要落
實政綱，希望大眾與他一起一同為建設社區而
出力，提出寶貴意見。栢雅的何啟明亦感謝各
街坊朋友支持，順利連任，踏實為康雅苑、康
栢苑及康瑞苑建設社區。
在海怡西選區壓倒性擊敗「人民力量」主席袁

彌明的新民黨陳家珮在社交網站上指出，選舉期
間，她與她的助選團雖然不斷被抹黑及人身攻
擊，但仍然堅持繼續做好自己工作，「非常感謝
居民雪亮的眼睛，及對我這一年半成績的認同，
家珮承諾會努力服務各位！」新民黨/公民力量
林松茵（顯嘉）表示，順利當選全因大家的厚愛
與支持，而她的小寶寶即將出世，故未能親自落
區向各位致謝，但她的服務團隊會繼續努力，做
好地區服務，以報答大家的支持。

今屆區選之「最」
史上最高投票率

最多候選人選區

最高投票率選區

最低投票率選區

最多選民選區

最年輕議員

最年長議員

議席最多黨派

議席最少黨派

全港票王（全港得
票最多男議員）

全港票后（全港得
票最多女議員）

贏得最多票議員
（輸贏相差最多）

贏得最險議員（輸
贏相差最少）

任期最短議員

47.01％

沙田85人

荃灣區50.88％
（累積投票率）

屯門區41.69％
（累積投票率）

沙田329,325人

黃學禮22歲

蘇炤成76歲

民建聯119席

社民連/熱血公民0席

新 民 主 同 盟 任 啟 邦
4,148（大埔>怡富）

民建聯董健莉3,649
（沙田>大圍）

任啟邦 4,148 張鳳燕
1,607（大埔>怡富）

南區華富南獨立歐立成
1,632 險勝民主黨黎熙
琳1,629（3票）

工黨郭永健（在任165
日）大埔＞新富

今年7月20日起始擔任大埔區議員的工黨秘書長郭永健，在新富
選區競逐連任失敗，議會生涯只有4個多月，到12月31日就要結
束，成為史上最「短命」的區議員。

郭永健在7月19日的新富選區補選中，以1,392票成功「偷雞」，
但其兩位對手何萬傑及羅曉楓也分別獲1,147票及1,111票，數字非
常接近。無黨派的羅曉楓在今年區選再接再厲，最後以2,447票擊敗
獲2,064票的郭永健，復仇成功。

郭永健可謂「案底」纍纍，在參與新富補選時就被翻舊賬，當時
區內居民都收到信件，內容指郭永健曾組織「佔領」行動被捕，並
涉嫌處理「禍港四人幫」之一、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的「黑金」被查。

另外，公民黨的余俊翔於今年4月在離島東涌北選區
補選勝出，今屆區選卻被新民黨傅曉琳擊敗，也是
「短命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短命」區員郭永健 4個月玩完

選管會昨日凌晨公佈，投票人數及投票率均創歷屆新高，共約
1,468,000名登記選民投票，累積投票率約為47%，較上屆選舉

高約6%。其中，荃灣區的累積投票率達50.88%，成為全港投票率最
高的地區；南區及深水埗則分別緊隨其後，同樣錄得逾五成投票率。
屯門區的累積投票率則為全港18區中最低的地區，僅有41.69%。
在當選者方面，民建聯繼續獨佔鰲頭，成為區選的「大贏家」：

他們共派出171人參選，最終成功奪得119個議席；激進反對派「社
民連」及「熱血公民」則全軍覆沒，可見偏激的政治立場並不獲市
民認同。以個人票數來說，出選大埔怡富區的「新民主同盟」任啟
邦成為「票王」，共獲 4,148票；「票后」則是出選沙田大圍選區的
民建聯董健莉，共獲3,649票，表現毫不遜色。

61人不足5%票 沒收3000元按金
在867名競逐議席的候選人中，有61人因為所得票數不足當區有
效票數5%，需被選管會沒收3,000元的選舉按金，其中得票最低是
參選九龍城啓德北選區的獨立人士陳寶玉，僅取得16票。

蘇炤成10屆「長勝將軍」
在這場激烈的「選戰」中，部分選區的選情相當激烈，只以數張選
票數目分出勝負。其中，出選南區華富南選區的獨立議員歐立成僅以
3票之微，打敗民主黨的黎熙琳；參選黃大仙池彩選區的工聯會何賢
輝，則以5票敗於對手、民主黨胡志健，落選者可謂是「最揼心落選
人」。
今年區選是違法「佔領」行動及政改被否決後的首場全港大型選

舉，出現了不少所謂的「傘後團體」參選。這群被稱為「傘兵」的
候選人大多數只是20多歲的年輕人，出選沙田松田選區的「傘兵」
黃學禮更以22歲之齡，成為今屆區選中最年輕的當選者。
不過，古語有云「有人辭官歸故里 有人漏夜趕科場」，今屆區選
仍有不少有心人未有因年紀老邁，而放棄服務地區市民。其中，出
選屯門三聖選區、年屆75的新民黨蘇炤成今屆繼續是「長勝將
軍」，成功連任，將成為連續10屆的區議員，可謂魄力十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屆區議會選舉是歷

年來最激烈的「選戰」，共有約1,468,000名登記選民

投票，累積投票率約為47%，兩者均打破歷屆紀錄。民建

聯繼續成為區選的「大贏家」，合共奪得119個議席，遠

較排次名的民主黨43席高出逾倍。「票王」及「票后」

則由反對派及建制派分別奪得。其中，出選大埔怡富區的

「新民主同盟」任啟邦以4,148票成為「票王」；出選沙

田大圍選區的民建聯董健莉則以3,649票成為「票后」。

由於票數相近，有候選人就僅以3票之微勝出。

■梁美芬昨日落區向途人揮手謝票。她在個人社交網站上
說道：「雖然成功連任，但都不敢怠慢！」

■■顏汶羽及蔡子健一同向街坊謝票顏汶羽及蔡子健一同向街坊謝票。。
■楊學明隻身帶同紙板公仔
謝票。

■■陳恒鑌在陳恒鑌在
當選後於昨當選後於昨
日謝票日謝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