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民主同
盟」在今年區議會選舉中取得15個議席，有足
夠人數提名參選者參加立法會「超級區議員」
選舉。聲稱無意參加「超選」的「新同盟」，
該黨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昨日稱，他們派員參選
會「有困難」，但會與其他反對派組織商討，
並對借出提名權協助其他反對派中人參加「超
選」持「開放態度」。
要參加「超選」，除了參選者必須為區議員

外，還要取得15名民選區議員提名。在區選結束
後，范國威在記者會上代表取得15個議席的「新
同盟」回應「超選」的問題時稱，「新同盟」是

因為5年前不滿民主黨支持政改「超選」方案而
成立的，故該黨會「堅守原則」，但就「留定後
路」稱，倘對「民主運動」有幫助，他們不排除
「借出提名權」提名其他反對派參選。
范國威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稱，他們希望

「集中火力」處理「本土議題」，加上對「超
選」的制度「有保留」，派員參選會「有困
難」，但會與其他反對派組織「商討」，並對
借出提名權「持開放態度」。針對明年初舉行
的新界東補選，他則稱黨內無成員有意參選，
他們會跟隨反對派的協調機制，協調後派1名成
員出選。

范國威：借出「超選」提名權態度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所謂「傘後團體」在今年
區選中輸多贏少，其中多名打正「佔領」招牌的候選人均告
落敗。「佔中三丑」中的陳健民昨日「指點江山」稱，「傘
兵」不要把「佔中」議題掛口邊，以免「贏黃色票，輸藍色
票」，又稱年輕人不要標榜政治議題，多做地區工作，趁機
散佈所謂的「雨傘精神」，是在試圖欺騙市民。
在今年區議會選舉中，「佔中三丑」打正招牌支持，更落
區為他們站台的「傘後組織」「灣仔廣義」，兩名候選人區
麗莊及梁柏堅均以低票數落敗，「三丑」所支持的，由自
稱「佔中十死士」錢志健領導、前身為「佔中金融組秘書
處」的「2047香港監察」，參選者也全軍盡墨，反映「佔
領」不得民心，反而少數沒有將「佔領」掛在嘴邊的「傘

兵」儘管大部分落敗，但仍有多名「漏網之魚」當選。
陳健民昨日以「大佬」的口氣稱，部分「傘兵」在是次
選舉中取得議席是一個「好開始」，又「教路」稱刻意不
提「佔領」議題，可以避免「贏黃色票，輸藍色票」。
他又事後孔明地稱，「傘兵」弱點是缺乏實際政績，與
建制派的實績有天淵之別，故「傘後團體」不要只帶着
「民主理念」，就以為可以服務社區，反而應「踏實做好
工作」，要透過區選及地區工作，讓中間立場的市民理解
「佔領」的原因。
被問及明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陳健民相信「傘兵」一

定會參與，又建議若果傳統反對派不希望分散票源，就應
考慮派出更多年輕人參選。

陳健民：「傘兵」少談「傘經」多呃票

A8 ■責任編輯：郝 原 ■版面設計：張景光 2015年11月28日（星期六）

區選揭盅面面睇

黃國健：工聯將拓青年票源
預期選民用預期選民用票票「「宣情宣情」」 需檢討思考應對措施需檢討思考應對措施

黃國健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分析，
今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創下新

高，其中大批選民更是主動自行投票，
預期選民期望利用選票作情緒表達，最
終衍生「對沖效果」，「今次選舉形勢
很奇怪，除了建制及『泛民』陣營事前
沒有『大力谷票』外，候選人更很少在
宣傳期間高舉『政治牌』。不少候選人
甚至是隱藏身份，個別候選人高舉『黃
傘旗幟』參選最終同樣落敗。我預期，
選民期望利用選票作情緒表達，特別是
『佔領』及政改方案被否決的感受，最
終衍生『對沖效果』。」

小花與傳媒溝通尚待適應
對於今年區議會選舉出現年輕化趨勢，
黃國健承認，工聯會一直重點服務草根基
層及公共屋邨的選區，主要票源來自成熟
選民及長者，因此，接觸青年選民同樣是
工聯會的弱項，未來需要檢討及思考應對
措施，「工聯會向來主打勞工及地區服
務，較少有渠道接觸青年，我們亦從來不
會利用工聯會課程灌輸政治意識，對區議
會選舉出現年輕化趨勢感到擔心。」

今年選舉中，工聯會「小花」陳穎欣
成功擊敗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當選
深水埗麗閣區區議員，但被外界質疑不
懂與傳媒溝通。黃國健回應時強調，工
聯會向來有「只做不講」的血統，深信
陳穎欣經過一段時間適應後，肯定懂得
與傳媒溝通，「她的助選團隊太愛護
她，當選後急不及待協助她解答傳媒問
題。事實上，她擁有高學歷，又善於與
街坊溝通，我相信她經過一段時間適應
後，肯定懂得與傳媒溝通。」

未來必招更多青年參政
放眼明年的立法會選舉，黃國健坦

言，除了「超級區議員」議席轉變，可
能對地區議席帶來變化外，區議會選舉
結果沒有帶來明確啟示，但強調未來必
須招攬更多青年參政，「目前香港的政
治模式傾向『半業餘化』，加上各個區
議會服務範圍較細，區議員無法發展個
人理念，導致很多青年人未必願意擔任
『雞毛蒜皮』的『街坊保長』。現時香
港較難培養傑出的政治人才，期望特區
政府檢討從政待遇及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區議會選舉投票率創下新高，不少

選區更湧現大批「生力軍」參選。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昨日分析

說，今屆選舉建制派及反對派陣營事前都沒有「大力催票」，更沒有

在宣傳期間高舉「政治牌」，但反過來吸引大批選民自行投票，說明

選民期望利用選票作情緒表達，特別對「佔領」及政改方案被否決的

感受，最終衍生「對沖效果」。他強調，工聯會向來重點服務基層選

區，主要票源來自成熟選民及長者，未來需要開拓渠道接觸青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
明）在剛結束的區議會選舉
中，各激進反對派政團全軍盡
墨，少數避談違法「佔領」的
「傘兵」卻以模糊的身份贏得
議席。在沙田頌安區未能連任
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認
為，自己敗選原因包括無打
「反佔中」的政治牌，又質疑
有網民連日到其地區辦事處作
出滋擾行為。她強調，互相尊
重是民主選舉的基本條件，當
選者有責任呼籲支持者別做出
侮辱對手的行為，也不應再擾
亂頌安區的安寧。

以為贏硬「告急」無人信
任沙田頌安區區議員8年的
葛珮帆，在今屆區選中以130
票之差敗於工黨葉榮。她近日
先後接受電台及網媒訪問時，
總結敗選原因包括過於「低
調」，沒有在選戰高調打「反
佔中」牌，反制對手政治訴
求；重劃選區導致票源流失，
告急又「無人信」，結果在選
舉中出事。
她坦言，自己原本以為市民在
區議會選舉中較着重民生，欣賞
實事求是、默默做好地區工作的
候選人，故此沒有在選戰中打

「反佔中」牌或拉布這類政治議題。奈何
對手是「社運人士」，打正「佔中」旗號
而勝出，反映今屆區選市民投的是「政治
票」，而非「實幹票」。她慨嘆議辦中有
年輕義工也對此結果感到氣餒，不滿做實
事卻無人欣賞。
葛珮帆強調，自己從沒輕視對手，在

投票當日下午已知道自己選情需要告
急，只是選民和黨友都以為她勝利在
望，「講極都無人信，個個都以為我贏
硬」，即使投票當晚獲民建聯創黨主席
曾鈺成親自「加持」，也為時已晚。
除了政治因素，葛珮帆分析自己另一

選舉失利原因是
選區重新劃界：
上屆投票予她的
居屋居民被劃至
另一選區，而自己
缺乏足夠時間接觸新
劃入區內的私樓居民。
同時，今年6月政府不理區內反對，堅
持在原先劃作休憩用地的馬鞍山恒健街
地盤上興建居屋，令恒安邨及私人屋苑
聽濤雅苑等居民憂慮這會影響通風及令
交通超出負荷，紛紛把當局決定歸咎於
她爭取不力，並估計「堅持上馬」起樓
所得罪的600多個住私樓選民，假設當
中一半人拒絕支持她，加上改劃選區令
她流失了的400票，自己最少流失近800
票。
不過，葛珮帆表明不能怪責特區政

府，認為是自己未能擔當好橋樑角色，
說服雙方，才流失選票。自己雖然身為
「雙料議員」，但地區工作從未鬆懈，
她今屆的得票與上屆僅相差79 票，也反
映自己地區日子有功，才能額外吸納700
多張「新票」。

不離不棄 續區內服務
失落頌安議席，葛珮帆坦言感到傷心

難過，但認為勝敗乃兵家常事，會痛定
思痛，如果明年有份參選立法會選舉，
會加倍努力。自己不急於決定是否捲土
重來，會與團隊評估，如果心懷不忿就
說下屆必定再參選，也是不負責任的決
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區議員團隊
會移師至區內立法會議員辦事處，繼續
服務頌安區，承諾對區民不離不棄。
談到有反對派網民近日連番在晚上到

其區內辦事處外「熱烈彈琴，熱烈地
唱」，噪音對樓上居民造成滋擾，有人
「高空」擲蛋洩忿。葛珮帆回應指，理
解對手的支持者「贏咗當然開心」，但
強調互相尊重是文明選舉的基礎，「君
子和而不同」才是文明的表現。她提醒
當選者有責任呼籲支持者別做出侮辱對
手的行為，不要再擾亂頌安區的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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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區議會選舉雖然

結束，但「青年新政」黃埔東候選人
游蕙禎的支持者，似乎對選舉結果不服
氣，近日不斷抹黑當選的立法會議員梁美
芬。立法會全體會議日前討論「盡快取消
小三TSA」議案，贊成取消小三TSA的梁
美芬對原動議投下了支持，但對各修正案
投下了棄權票，卻被指稱她在「盡快取消
小三TSA」的議題上投棄權票，是「今天
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梁美芬昨日澄清，
立法會投票記錄俱在，「是粉碎謠言的最
好證據。」她對有人刻意扭曲真相，散播
失實言論深感惋惜。

反對派抹黑梁「立場反覆」
自梁美芬擊敗游蕙禎連任黃埔東區議員

後，有人就不斷在網上密集抹黑，例如有
人完全「以貌取人」，侮辱選民「視力有
問題」才會不投票給「美女」游蕙禎，甚
至「作故仔」稱有一名丈夫投票予對方而
「背叛」太太。日前，立法會全體會議討
論由「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提出的「盡
快取消小三TSA」，梁美芬就提出了修正
案，既促請特區政府盡快取消小三TSA，
更要求當局在諮詢檢討小六、中三TSA時
一定要諮詢家長，而教育局也必須徹底改
變「填鴨式教育」、「考試導向」（Ex-
am-oriented）的思維，讓小朋友可以愉快

學習，愉快成長。
最終，梁美芬在民主黨議員何俊仁、公

民黨議員陳家洛、教育界議員葉建源的修
正案投了棄權票，但就投票支持了陳偉業
的原動議。不過，親反對派傳媒《壹週
刊》 就「斷章取義」，在其app中報道稱
梁美芬以「今天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內
文稱梁美芬「先大大聲表態，話要叫停全
港小學系統性評估（TSA）」，但在立法
會表決有關議案時就「轉軚」，「投咗棄
權票，引嚟網民指責。」
有關「報道」更引用網上的「討論」，

部分反對派中人未明真相更肆意侮辱梁美
芬，有人更在梁美芬的facebook專頁中粗口
橫飛：「X你老母……叫停tsa 又係你地
（哋）講！反對又係你地（哋）X樣講！」
有疑為游蕙禎的支持者則留言稱，「你幾時
先肯讓返個位出嚟俾啲後生？」
梁美芬昨日澄清，在日前表決陳偉業的

「盡快取消小三TSA」議案時，她投票贊成
原議案，及工業界議員林大輝、民建聯議員
李慧琼及自己提出的修正案，對何俊仁、陳
家洛、葉建源的議案則投了棄權票。

梁出示立會投票記錄反擊
她解釋，3個修正案都沒有偏離原議案的

大方向，即盡快取消小三TSA，惟何俊仁
的修正案提出要全面取消TSA，她認為現
階段未有需要一併取消小六、中三的
TSA，故投下棄權票；陳家洛的修正案提

出要譴責教育局局長缺席教育事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她認為事態未去到要譴責的程
度而棄權；葉建源的修正案，她則認為原
動議「盡快取消」比對方的「立即停辦」
較為合理，故此投了棄權票。
梁美芬以立法會的投票記錄作證，強調

稍為熟悉立法會會議流程者都知道，立法
會會先就各項修正案投票，最後才對原議
案表決，根本不可能發生贊成原議案後棄
權修正案的情況，且議員對修正案投棄權
票，不會抵銷對原議案的贊成票，完全不
存在所謂「轉軚」情況。
她強調，「本人由始至終贊成『盡快取

消小三TSA』議案，立法會的投票記錄就
是粉碎謠言的最好證據。……本人是兩個
孩子的母親，亦是教育界一分子，完全明
白公眾和家長十
分關注「盡快取
消小三TSA」議
案的投票結果，
但評論必需基於
事實，對於有人
刻意扭曲真相，
散播失實言論，
本 人 深 感 惋
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區創
新及科技局被拖拉3年半後終於上馬，反
對派為區議會選舉暫擱拉布，但所謂「死
性難改」，區選一過，「拉布四丑」又再
出動。立法會財委會昨日審議向4間研發
中心注資6.7億元的撥款申請，但激進反對
派以新任創科局局長楊偉雄未有列席會議
為由，借題發揮提出休會。創新科技署署
長蔡淑嫻強調，項目是她全權負責，故由
她列席。有關休會動議最終被大比數否
決，但由於激進派刻意鬧事，相關審議未
及完成，要留待下次會議再續。

「拉布黨」再阻創科申撥款
「拉布四丑」所屬的政黨及政團，包括

「人民力量」、社民連及「熱血公民」，
在今年區議會選舉可謂「全軍盡墨」，其
中拉布可謂最不得民意之舉。不過，「四
丑」在區選失敗後未有痛定思痛，反變本
加厲。立法會財委會昨日審議創科局轄下
創新科技署4個研究中心逾6.7億元的撥款
申請，以延長研究中心營運，支持推動應

用研發和促進研發成果商品化的工作。
會上，多位議員發言支持議案。民建聯

議員葛珮帆希望香港將來有更多研究中心
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等發展，又指目前
香港的研發規模不及新加坡等地，促請研
發中心做好科研商品化工作，否則難向市
民交代。
正當業界關注香港創新科技如何急起直

追，奈何激進派繼續上演拉布騷。「人民
力量」議員陳偉業及陳志全揚言，今次是
創科局成立後的首項撥款申請，但當局未
有派局長出席會議。其中，陳偉業聲稱官
員「趾高氣揚」，更破口大罵稱代表特區
政府出席會議的蔡淑嫻「擺官威」：「你
係一個技術官僚，議事堂的對口單位係個
局，你無權代表局長答！」
陳偉業又堅稱自己「被冒犯」，當局安

排是「荒謬絕倫」，隨即動議休會，要求
創科局官員下次出席會議，期間由於會議
室內一度不足法定人數，他又要求點算人
數，令會議要暫停。
蔡淑嫻在回應時指出，特區政府在向財

委會提交撥款申請時，創科局尚未成立，
而她身為基金的管控人員，應該代為出席
會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謝曼
怡補充，今次出席官員的安排和以往並無
大分別。

議案被拖延下次財會再續
結果，在「三丑」陳偉業、陳志全及社

民連主席梁國雄3人東拉西扯發言後，有
關休會動議以20票反對、4票贊成遭否
決。財委會主席陳健波也暗批激進派，重
申官員出席名單發出後，議員大可提出邀
請哪些官員出席，但議員在時限前並無提
出，「大家唔使咁勞氣，我哋都唔係啱得
晒嘅！」
會議再次回歸撥款申請的討論，但多位

反對派議員發言時仍糾纏於楊偉雄未有列
席，梁國雄更出言不遜，稱楊偉雄並非出
身創新科技行業，而是「扯皮條，叫人投
資」，如在席官員未能回應其提問應該
「收皮」云。民建聯議員葉國謙隨即質疑
主席未有處理有關冒犯性發言，陳健波對
梁國雄作出提醒。不過，由於拉布，議案
昨日討論約一個半小時後尚未完成，將於
下次財委會繼續。

慘敗未思過「四丑」又拉布

梁美芬澄清TSA投票謠言

■■黃國健黃國健((左一左一))在區選時為工在區選時為工
聯會團隊打氣造勢聯會團隊打氣造勢。。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梁美芬梁美芬

■■梁美芬在立梁美芬在立
會的投票記錄會的投票記錄
粉碎了反對派粉碎了反對派
謠言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