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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過
去四年的政
治攻勢一浪
接一浪，先
有策劃大型

違法「佔領」行動，繼而港
大校園衝擊，再有今年初發
生的旺角暴亂，影響香港市
民的生活安寧，更令到香港
的政治氣氛日趨濃厚、緊
張。在今次立法會選舉中，
他們更陰招盡出，包括肆
意抹黑建制派，「佔中三
丑」之一戴耀廷更發起所
謂「雷動計劃」，反對派
候選人更在選舉尾聲「集
體棄選」，公然明目張膽
「配票」，影響選舉的公
平公正。

不過，建制派依然無懼風
雨，依然堅守多年來的地區
耕耘及務實作風，及透過各
建制團體的通力合作協調，
最終仍然獲得大部分選民的
認同，在 70 席立法會議席
中，成功取得41席的佳績。
相信新一屆建制派議員在未
來 4 年，也仍然會堅守崗
位，發揮愛國愛港精神，抵
抗反對派的歪風，為特區政
府及廣大市民的最大利益努
力做事。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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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辦：望議員依法履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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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立法會
換屆選舉昨日正式結束，所有議席名花有主。特
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facebook上載一張正在
簽署文件的照片，並說，「新組成的立法會是新
的開始，也是政府和立法會互相合作的新契機。
今（昨）天我在禮賓府逐一簽署祝賀信給當選
者，包括早前自動當選的全體70位議員，表達

政府與全體議員加強溝通合作的意願。」
梁振英昨日祝賀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當選議

員，「今屆立法會換屆選舉正式結束，我代表特
區政府向所有當選議員表示祝賀。」他強調，特
區政府將本着服務社會、維護市民福祉、促進香
港繁榮安定等目標，盡最大努力與新一屆立法會
加強溝通合作，「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各司其
職，建立良性互動的工作關係，並進一步促進立
法會全體議員與中央以及內地各省市的交流。」
同時，梁振英亦感謝所有離任的立法會議員在

第五屆議會所作出的貢獻。

曾俊華望盡快認識新議員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會見傳媒時表示，他

希望盡快認識是次當選的新議員，建立工作關係
及良好的溝通渠道。針對有激進「本土派」中人

進入議會，他笑說，「我們不要太擔心太多事
情，如果現在這是一個事實，我們要想一想用什
麼方法可以盡快和他成立一個工作關係和一個討
論途徑。」

譚志源：行政立法相互適應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被問及新

一屆立法會出現了新的政治力量，會否令特區政
府與立法會的溝通出現問題時說，新一屆立法會
有一批新面孔，但同時也有連任議員，相信舊議
員會有其堅持，新議員亦有新想法，在立法會之
內以及行政立法機關之間，都需要時間適應。
他強調，關鍵是行政和立法之間倘都本着市民

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大家可盡量找出共同點，並
希望在未來新一屆立法會開始時，可以向着市民
所關心的議題一起努力。

港島、九東、新西議席比例

港島區 (6席)

得票數 得票率 議席
建制派 150,424 40.0% 3
反對派 226,153 60.0% 3

九龍東 (5席)

得票數 得票率 議席
建制派 148,805 45.2% 3
反對派 180,188 54.8% 2

新界西 (9席)

得票數 得票率 議席
建制派 267,729 44.3% 5
反對派 335,714 55.7% 4

■記者：鄭治祖 ■資料來源：選舉事務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昨日就香港特區第六屆立法
會選舉發表談話。發言人表示，香港特區第六
屆立法會選舉於9月4日依法舉行，產生了特
別行政區新一屆立法會。立法會是依據《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設立的香
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希望當選的立法會議

員依照基本法和香港有關法律履行職責，致力
於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維護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繁榮穩定。

堅決支持港府懲「獨」
發言人說，我們注意到，在選舉期間，個別組

織和參選人利用選舉平台，公開宣揚「港獨」。

我們重申，「港獨」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和香港特區有關法律，危害國家主權和安
全，損害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繁榮穩定，也不符合
廣大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我們堅決反對在立法
會內外任何形式的「港獨」活動，堅決支持香港
特區政府依法懲處。

特首寄70賀信 冀溝通合作

建制派建制派與與非建制派非建制派議席比例議席比例

主要建制派主要建制派

民建聯民建聯：：1212席席

經民聯經民聯：：77席席

工聯會工聯會：：55席席

自由黨自由黨：：44席席

新民黨新民黨：：33席席

其他建制派及中間友好人士其他建制派及中間友好人士：：1010席席

傳統反對派傳統反對派

民民 主主 黨黨：：77席席

公公 民民 黨黨：：66席席

工 黨工 黨：：11席席

社社 民民 連連：：11席席

人民力量人民力量：：11席席

熱血公民熱血公民：：11席席

其他非建制派及獨立人士其他非建制派及獨立人士：：66席席

激進本土勢力激進本土勢力：：66席席

建制建制

4141席席 2323席席
傳統反對派傳統反對派

66席席
激進本土勢力激進本土勢力

政界中人認為，建制派多年的地區耕耘、務實論政的作風，獲得選
民認同固然是原因之一，反對派內訌分裂日趨白熱化令市民生

厭，相信也是影響戰局的因素。而隨着激進本土勢力有6人進入立法
會，未來4年議會鬥爭會相當嚴峻，行政立法關係也會繼續備受挑戰。

再破高投票率利反對派「定律」
今年立法會選舉投票人數再創歷史新高，達217萬，較上屆立法會

選舉多出34萬，投票率更高達58%，較上屆選舉增加5個百分點。傳
統政治「定律」指稱，高投票率往往有利反對派選情，但今年選舉結
果揭盅，這個「定律」一如去年區議會選舉結果般，再被打破：相比
建制派和反對派的得票，建制派今屆有效得票較2012年多了14萬，全
港約92萬張有效票；反對派得到約125萬票，較上屆的103萬票多了
約22萬票，反對派得票增幅比建制派大。
倘以「超級區議會」中兩派的得票比例來看，反對派得票110餘萬

票，佔得票總數的58%；建制派就取得80餘萬票，佔42%，但建制派
仍可保持兩席「超級區議會」，可見反對派在「超級區議會」並未有
絕對優勢。
縱使反對派得票增幅較建制派多，但建制派在地區直選中仍取得不

俗成績，共取得16席。難能可貴的是，在香港島、九龍東及新界西，
在反對派總票數遠遠超過自己的情況下，繼續成功「以少搏多」，分
別取得3：3席、3：2席及5：4席的半數甚至過半數議席，聯同「超級
區議會」及傳統功能界別議席共取得41席。反對派在地區直選取得19
席，聯同「超級議席」及傳統功能界別則共取得29席。反對派雖保住
「關鍵少數」，但在地區直選的固有優勢則無從體現。

反對派趨碎片化甚至被「滅黨」
選舉過後，各股政治力量重新洗牌。建制派陣營繼續穩固，民建聯
以12個議席，繼續成為立法會第一大黨，經民聯取得7個議席，工聯
會取得5席，自由黨也有4席，新民黨則略有進賬，坐擁3席。反對派
政治版圖的變化相當大，民主黨重返7席，公民黨則以6席「力保不
失」；但細黨碎片化嚴重，工黨、「人民力量」、街工、社民連、
「熱普城」、「香港眾志」成為「一人政黨」，民協及「新民主同
盟」更在議會內慘被「滅黨」。

激進「本土派」入議會挑戰嚴峻
有學者指，建制

派雖在複雜的政治
氣氛下取得佳績，
繼續成為穩定香港
的基本力量。但預
期反對派仍會在新
一屆議會激烈鬥
爭，行政立法關係
依然嚴峻：「反對
派仍保持着三分之
一的否決權，相信
議事規則也不容易
修改，拉布流會等
現象可能仍會發
生。同時，有打着
『自決』旗號的
『本土派』成功進
入議會，也令新一屆
議會的前景蒙上陰
影，不容樂觀。」

高投票率下拚贏反對派

建制派創佳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6年立法會選舉結果
塵埃落定，建制派陣營在逆境中創下佳績，在地區直選、
超區和傳統功能界別共取得41席，傳統反對派和激進本
土勢力則取得29席，建制派佔議席比例近59%，保持立
法會中關鍵多數優勢。這個結果，在創下新高的58%投票
率下取得，再次打破高投票率有利反對派的所謂「定
律」。在地區直選，建制派在多區以劣勢的得票總數取得
多數議席，盡顯頑強拚搏和團結合作精神。

■■梁振英簽署梁振英簽署
賀信向賀信向7070位當位當
選議員致賀選議員致賀。。

本疊內容：重要新聞 香港新聞 文匯論壇 中國新聞 國際新聞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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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年八月初六 初七白露
港字第24284 今日出紙3疊11大張 港售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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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26-30℃ 濕度：75-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