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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選民求安定重民生厭倦政爭
今屆區選不僅是民心走向的「試金石」，而且是關
乎特區未來4年政治格局的「前哨戰」。今屆區選務實
建設力量仍然是主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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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選結果證明務實建設力量仍然是主流，再一次清

楚顯示民心所向，反映選民求安定、求和諧、重民
生、重發展，以及厭倦政爭和泛政治化的願望，因此
廣大市民用選票支持扎根基層、真心為民的實幹理性
政黨。大部分選民仍然支持愛國愛港力量繼續穩住大
局，不願見到激進破壞力量進一步坐大。大部分選民
選擇把票投給務實建設力量，顯示選民對香港政爭氾
濫忍無可忍，用手中的選票向激進破壞力量說
「不」，大部分選民不再受空洞的泛政治化口號所蠱
惑，最終冷靜理性作出明智抉擇。

多名激進反對派主將紛紛落馬
今次區選激進破壞力量失人心的重要標誌，首先是

多名激進的反對派主將紛紛落馬。其中，落馬的民主
黨超級議員何俊仁，是民主黨中轉向激進的典型，他
在2017特首普選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針對人大「8∙
31」決定，帶頭鼓吹辭職「變相公投」，試圖將民主
黨引入死胡同，加上他不務正業，竟然在立法會議事
堂偷看艷照，這次落敗是選民對他激進加醜聞投下的
否定一票。另一個落馬的民協超級議員馮檢基，不僅
近年疏於地區工作，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愈走愈激，由
原來的「又傾又砌」即半溝通半對抗，轉為「不傾只
砌」滑向對抗激進立場，他這次落敗是選民對他走進
對抗死胡同投下的否定一票。另一個落馬的公民黨陳
家洛，是該黨超級區議員的「希望人選」，號稱「顏
色革命」專家，他自爆參加區選只為取得超級區議員
議席以便可發動「公投」，他的落敗是選民對公民黨
滑向激進路線的否定。
另外，反對派多名「次重量級」激進派人馬也以落

選告終，包括出選葵青石蔭選區的民主黨副主席尹兆
堅、出選屯門兆康選區的民主黨資深黨員陳樹英、公
民黨中被欽點為九龍東立法會議員梁家傑「接班人」
的譚文豪、參加南區海怡西選區的「人力」主席袁彌
明、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屯門樂翠選區的「熱血公
民」要員鄭松泰、樂康選區的社民連候選人曾健成
「阿牛」等。

激進破壞力量參選勝出率低
區選激進破壞力量失人心的重要標誌，是激進破壞

力量參選勝出率比例很低。反對派聲稱這次「傘兵」
崛起，有望成為與建制派、傳統「泛民」鼎足而三的
政治力量，這完全是信口雌黃。這次「傘兵」約58人
參選得8席，勝出率僅13％；公民黨號稱行精兵制，派
出25人參選得10席，勝出率僅40％；民主黨派出95人
參選得43席，勝出率僅45％；工黨派出12人參選得3
席，勝出率僅25％；打正激進反對派旗號的「人民力
量」派出9人參選得1席，勝出率僅11％；而同屬激進
破壞力量的社民連、「熱血公民」與「城邦派」則全
軍覆沒。必須指出的是，今次有8名「傘兵」當選，但
當選的大都是年輕及外表斯文的靚仔靚女，更對「佔
中」三緘其口。事實上，現時年輕人參選及當選，是
時代潮流，並不是新鮮事。
比較起來，民建聯派出171人參選得119席，勝出率

高達70％；工聯會派出51人參選得29席，勝出率達
57％；經民聯派出16人參選得10席，勝出率達63％。

務實建設力量參選勝出率遠
高於激進破壞力量，證明選
民求理性、求建設、求和
諧，反激進、反破壞、反暴
力。

「佔領區」建制派當選者佔大多數
區選激進破壞力量失人心的重要標誌，是去年「佔

領」所在區建制派當選者佔了大多數。金鐘、銅鑼灣
和旺角是去年「佔領」行動期間的三大「佔領區」，
三區居民首當其衝。今屆區議會選舉是「佔領」行動
後首場大型直選，三個「佔領區」不僅投票率高於上
屆區選，務實建設力量在三個區議會仍力保多數議
席，「佔領」和激進背景的候選人全部鎩羽而歸，凸
顯選民對「佔領」行動的不滿、讓反對派票債票償。
團結香港基金主席董建華在該基金成立一周年晚宴上的

致辭中，指出本港社會上的內耗，莫過於去年的「佔
中」，「佔中」不但大面積影響很多市民的生計，也鼓勵
了以違法行為去表達不滿，削弱了香港一直以來賴以成功
的法治精神，對香港危害深遠。事實上，「佔中」令數以
百萬計市民的生活生計嚴重受損，許多行業受到衝擊，升
斗市民因道路阻塞，飯碗受到威脅。「佔中」撕裂香港社
會，製造矛盾，分化社會，不僅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
展，亦加重香港邊緣化的趨勢，市民至今怨氣未消，「佔
領區」有「佔領」和激進背景的候選人無法得逞，說明
「佔中」是一場與民為敵的行動，不得人心。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評論員

務實建設力量是主流 激進破壞力量失人心
今屆區選雖然選情複雜，但務實建設力量仍然是主流，建制派得票多了11萬票，獲得七

成議席，還打破了所謂高投票不利建制派的「定律」。在高投票率下，反對派僅增3萬票和

僅取得三成議席。激進破壞力量失人心的重要標誌包括：多名激進的反對派主將紛紛落馬；

去年「佔領」行動所在區建制派當選者佔了大多數；反對派參選得勝率低。這些結果，顯示

出廣大選民認同支持務實建設力量，大部分選民用手中一票對激進破壞力量說「不」。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

地區工作「再出發」
「佔中」後的首次大型地區直選區議會選舉

成功落幕。如選前大部分預測結果一樣，由於
社會長期深陷政爭泥潭，嚴重損害香港的經濟
發展與民生改善，廣大市民用手中的選票，強
有力地表達了他們厭棄政爭，求繁榮、求發
展、求安定的強大呼聲。建制派攜「天時地利
人和」，在區議會選舉中所取得的成績有目共
睹，值得肯定。

區選結果彰民心向背
當然，拋開有利於建制陣營的外圍因素，仔
細分析此次區選賽果，我們不難發現絕大部分
成功當選的議員，往往在過去的幾年中都堅持
以務實精神，兢兢業業地為社區市民服務。正
是這種甘於沉下心來，在社區「深耕細作」的
可貴精神，超越了一切無謂爭拗，贏得了大部
分選民的擁護及愛戴。
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擁有特殊的憲
制地位和地區政策，然而卻被別有用心的人士
扭曲利用，打造成為反中亂港的橋頭堡。尤其
是在一系列衝擊中央和特區管治的事件影響
下，香港幾輩人胼手胝足建立起來的城市聲譽
和經濟繁榮，都被「一鋪清袋」，付諸東流。
在負面事件陰影籠罩下，香港的地區優勢不斷
被分薄，綜合競爭力更是受到拖累，面對區內
競爭者的追趕和環球經濟的持續不明朗，所有
愛護香港，珍視今日城市發展成果的香港人，
都會傾盡全力去對抗和抵制任何破壞、阻礙城
市發展的惡行，因為這裡是我們熱愛的家園，
我們絕不會坐視不理，任由「香江明珠」蒙塵
失色。

此次區選投票率，創下歷年之最，這一結果
清晰影射出本港民心所向，顯示維護繁榮穩定
是市民最大的訴求，同時再一次證明「得民心
者得天下」，只有做到老百姓滿意，才是政黨
最重要的立足之本，這也是建制力量未來繼續
努力的目標和方向。近幾年，建制派議員在地
區工作上的確取得了一些進步，但單靠他們的
力量顯然是不夠的。如何動員更多的愛國愛港
力量齊齊發功，為港為民，才是未來的主要要
務。

創新務實 社區工作「再出發」
作為一個擁有25年歷史，地區基礎扎實的愛

國愛港社團，在區選後「再出發」的關鍵時
刻，我們充分認識到，只有不斷創新，不斷增
強自身力量，凝聚更多的社會正能量，壯大愛
國愛港團體，才能為老百姓營造一個安居樂業
的大環境。「蛇齋餅糭」不應該成為地區工作
的代名詞，無論什麼政團，單憑這一手法都不
會是長久之計，因為這種活動只能收到短暫效
應，且持續性不強。其實歸根結底，地區工作
的根本，民眾的心之所繫，無非是如何令自身
和所處的地區生活，發生積極且看得見的改
變。所以，本會認為，只有從民眾最根本、最
關心、最生活化的議題入手，充實和提升我們
的基層工作水平，予以地區市民最實際、最適
切的幫助和關懷，這樣才是回歸到地區工作的
本分和根本。
不可否認，包括貧富懸殊在內的眾多社會深
層次矛盾，不可能僅憑某一個社團的力量就在
短時間內得到解決。不過，「不積跬步，無以

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作為一個
工商專業界的組織，本會願意利用自身優勢和
既有資源網絡，以點滴行動匯聚起向上向善的
強大力量，助力基層不同受眾進行「自我增
值」，消弭因貧富懸殊帶來的社會戾氣，給更
多人以生存和發展的機會。我們計劃以工商專
業界的資源為基礎，針對區內的幼稚園學童、
在校大中學生、在職青年乃至婦女和長者群
體，出台制定為他們「量身訂做」的「增值計
劃」，為具有天賦的貧困學生創造高質豐富的
課餘活動，幫有學習能力的學生就讀一些基本
上屬於世襲才有可能完成的課程，例如法律、
會計等。號召工商界從業者走進學校，對學生
普及職業知識和訊息，從旁輔導他們及早為未
來發展定下方向。除此之外，我們還考慮鼓勵
旗下的企業開放更多的暑期工機會給不同社區
學生，通過舉辦形式多樣，內容詳實的業務興
趣班，提升一班在職青年的專業技能，讓其有
機會成為「行行出狀元」中的「狀元」來脫
貧，改變人生路向。
凡此種種，都是讓我們的新一代基層市民擁
有更美好將來的「希望工程」、「民心工
程」。如果類似的活動能夠在更多的社團中推
廣開來，那麼受益市民的民心和滿意度自然就
會產生正面的推動作用，對於地區的建制派議
員，這就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協同力量，為香港
社會創造和諧局面。
未來，讓我們在地區實踐中吸取更多經驗，

一步一個腳印地爭取更多的「同路人」，及時
分享，及時拓展，為社會的繁榮安定貢獻自己
的一份力量！

四年一度，備受關注的區議會選舉已經圓滿結
束。數字顯示，這屆區選參選人數和議席都是歷來
最多，除68人自動當選外，由867人角逐363個議
席，同時全港投票率達47.1%，是回歸以來最高的一
次。這當中，民建聯在這次區選中再創佳績，成績
斐然。

當選率大幅領先
民建聯這次派出171人參選，贏得119個議席，當
選率多達七成，是本港所有政黨中奪得最多議席的
政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績單。對比之下，反對
派政黨民主黨、公民黨、工黨等遜色得多。
與此同時，在68人自動當選中，民建聯佔21人，
位居首位；而在全港18個大選區中，民建聯幾乎在
所有選區中都有人勝出，其中以屯門區和觀塘區當
選人數最多，涵蓋面相當廣，由此可見一斑。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這次參加九龍城土瓜灣區競選
連任，結果以大比數擊敗對手勝出，作出了良好的
示範。選前她就強調，民建聯期望獲得反對拉布、
反對「佔領行動」的選民支持，爭取最多議席，創
出佳績。她並指出，這次高投票率是因為不少市民
不滿香港近期社會充滿戾氣，出現暴力衝擊，使經
濟停滯不前，而決定走出來投票，踢走亂港政客。
由此可見，民建聯這次再創佳績，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市民人心所向，選民已用自己手中神聖的一
票，對亂港政客作出了懲罰。

社區政績獲支持
民建聯這次新當選的119位區議員都是長期扎根基
層，熱心服務社區，做出實績的民建聯成員。也因
此，他們獲得選民的認同與支持。不少選民都說，
把票投給民建聯，就能使社會得到安寧，經濟民生
得到改善，因為民建聯是本港愛國愛港的中堅力

量，是政府施政的重要夥伴，使市民切身利益得到保障。正如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所說，自己能勝出西環選區，是因為4年以
來的地區工作扎實，贏得選民的認同與支持。可見，民建聯與
街坊心連心而在區選勝出，也就不足為怪。
不僅如此，圍繞這次區選，民建聯提出的十八項政綱中，件
件都是實事，包括經濟民生、長者福利、幼兒教育以及社區建
設等，可謂想得周到巨細無遺。
勝不驕，敗不餒，民建聯宜趁區選大好勢頭，再接再厲，創
出新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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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正就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制定執
行細節，民建聯及時於9月末到10月初向多所幼
兒學校和幼稚園發出調查邀請，並得到73所幼兒
學校和幼稚園的積極回應，收到的家長問卷多達
5,652份，對特區政府的決策提供了民意參考。根
據調查結果，幼兒家長普遍反映兩個問題，一是
對全日制和長全日制幼稚園的需求非常大，二是
幼兒教育佔家庭收入的比例普遍不低。這兩方面
需求，政府在制定決策時須多加考慮，增加財政
投入予以回應和支持。
根據調查，超過一半的幼兒家庭為雙職工父母
家庭。眾所周知，香港生活壓力大工作時間長，
超時工作更是常事，雙職工父母實在難以有充足
的時間應付目前半日制的幼兒接送看管的工作，
有98%的家長希望讓幼兒入讀全日制和長全日制
幼兒教育機構，其中希望入讀朝8晚6的長全日制
幼兒教育機構的家長佔比高達45.9%，同時有
52.6%的家長希望政府對長全日制幼兒教育機構
提供更多財政支持，以維持其服務質素。
顯而易見，全日制和長全日制幼兒教育能幫助
在職父母緩解照顧年幼子女的壓力，亦能幫助在
職父母更專心地工作和安排家庭生活，高質素的
全日制和長全日制幼兒教育也能提供幼兒健康的
成長環境，大多數的家長期望政府能在全日制和
長全日制幼兒教育方面增加投入資源，滿足社會
在這方面的迫切需要。
調查同時顯示，65%家長用於幼兒教育的開
支，佔每月扣除住屋開支後家庭總收入的30%以
上，對整體家庭經濟構成比較大的壓力。民建聯
特此向特區政府提出把學校書簿津貼擴展至幼兒
園和設立學生開支扣稅兩項建議，希望以此減輕
家長們的生活壓力。總括而言，希望政府加以考
慮民建聯提出的建議，在執行免費幼稚園教育政
策細節中有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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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和中國內地「走出
去」戰略的實施，對外經貿合作對法律服務的需求
和要求越來越高，也越來越多。尤其是沿線涉及60
多個國家和地區，政治體制、歷史文化各有不同，
法律體系更存在較大差異；各國發展的完備、執法
的嚴格、對涉外合作的友善、整體法律環境的優劣
等，均有一定不同，對經濟合作和涉外投資帶來新
的風險，也為兩岸四地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帶來了
新的機遇。
目前，中國內地已經從淨出口國變為資本輸出大

國，每年對外投資額達一千多億美元。不過，由於
缺乏經驗和法律風險意識，部分對外投資往往遭遇
不同政治法律風險而導致虧損嚴重。總體上，中國
內地法律服務業的發展還跟不上對外投資經貿合作
需要，法律風險和由此造成的損失構成對外投資合
作的重大障礙。

加強兩岸四地法律服務業合作
由於缺乏經驗，中國對外投資過程中的法律服務業

務，較多被歐美及西方律所壟斷，內地律所更多是做
低端業務。而兩岸四地加強法律服務業的合作，則能
彌補這方面的不足。香港既是世界性的金融、航運、
貿易物流中心，跨境人民幣結算等中心，也是「一帶
一路」沿線重要據點，更是地區商務爭議解決中心。
香港律師熟悉國際法律、慣例，具有處理國際投資和
商事爭議的專業素質，和豐富的跨境服務經驗。香港
還具有豐富的金融、工程、財會與管理專才，與法律
服務人才相配合，對中西方文化差異的了解和敏感，
有利於從事涉外商務談判、合同起草與項目管理。香
港的仲裁法律完善，仲裁機構與仲裁員數量眾多，仲

裁服務質量好，競爭性強，仲裁裁決能夠在150個國
家和地區執行。香港法律服務業完全可以充分利用
「一帶一路」契機，為中外經濟合作提供專業、多元
化的法律服務，把香港打造為國際商事法律服務和爭
議仲裁中心，並進一步提升香港金融中心、貿易中
心、航運中心地位。
澳門與內地地緣相連，交通便利，經貿文化和人

員往來十分頻繁，內地與澳門司法合作順利。由於
歷史、文化、語言和人脈關係等因素，澳門同葡語
國家保持了傳統的廣泛聯繫，在中國對外經貿交流
史上，澳門一直擔當了聯繫中國與葡語國家間的重
要角色。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中，有一些國家
以葡語為官方語言，澳門特區可以作為雙方經貿合
作橋樑，發揮重要作用。澳門律師雖然人數不多，
但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特別是在葡語國家投資
建設法律服務中，具有獨特優勢和業務發展空間。
在澳門發展中國與葡語國家商事糾紛仲裁、調處中
心也不是沒有可能。
台灣地區向來以外向型經濟為主，台灣律師在對

外市場拓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具有服務於外向型
經濟的經驗和優勢。不少台灣律師都擁有美、德、
日等國留學背景，具有豐富的外國法律知識。近年
來台灣律師數量增加較快，競爭日趨激烈，「一帶
一路」建設無疑給台灣法律服務業的外向拓展帶來
新的機遇。內地與港澳台地區法律服務業有必要加
強合作，優勢互補，才能充分利用內地資金、產能
和技術大規模走出國門的機會發展業務，並在與歐
美律所的競爭中取得一定優勢。

拓展及深化各類合作形式

目前，內地與港澳地區不斷拓展更緊密經貿
關係，在此框架下已經發展了在內地設置代表
處、兩地律所聯營、聘用對方律師擔任法律顧
問等不同合作形式，未來還可以繼續探討在現
有聯營基礎上，進一步放開聯營所自主聘用律
師，放寬合夥聯營准入條件和出資比例，兩地
律所相互併購、互派法律顧問，放寬取得內地
執業資格的港澳律師在內地承辦代理民事訴訟
案件範圍等等。在兩岸法律服務方面，也可探
索除設立分支機構之外的其他合作形式，台灣
方面適度放寬對大陸投資限制、加速自由經濟
示範區建設是克服兩岸投資貿易失衡狀態、更
好融入地區經濟、促進兩岸法律服務合作的良
方。港澳台與內地尤其可以利用上海浦東、廣
東南沙、珠海橫琴、深圳前海、福建平潭等經
濟自貿區，嘗試推動擴大不同法律業務合作方
式，取得經驗後再加推廣。
「一路一帶」乃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偉大經濟

工程，其所展現的政治、安全、文化意義更是曠
古未見，思之令人激動不已。港澳台和內地法律
界應以歷史責任感、使命感，努力投身這一偉大
事業。除了加強港澳台與內地相互之間的法律交
流合作，還應加強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法
律制度研究，加強與這些國家法律界的交往合
作，在法學教育、人才培養上加大力度。港台法
律界尤有必要克服對發展中國家居高臨下的制度
優越感，克服對民主、自由的教條思維，以中國
文化的人文情懷和包容精神，以法律人崇尚正
義、排憂解難的品德和素質，為全社會的和平正
義事業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一帶一路」戰略和港澳台與內地的法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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