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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誤四小時 選管會：會檢討
投票至凌晨二時半 譚志源致歉稱認真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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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文森）立

法會前日舉行換屆選舉，共有220萬名地方

選區選民投票，臨時累積投票率達58%，

創下有史以來最多選民投票，以及投票率最

高的紀錄。但由於票站安排不當，導致投票

完成時間比原定遲四小時，直至昨日凌晨二

時半才完成。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昨日

承認，投票安排不理想，會詳細檢討及跟

進，並向受影響人士致歉。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局長譚志源同樣就事件表示歉意，表明特

區政府會認真跟進選管會的建議，檢討各項

選舉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立法會選舉昨
日塵埃落定，70名議員全部選出。與過去5屆
選舉相比，今屆打破3大紀錄，成為歷屆累積
投票率最高、累積投票人數最多，以及選民
登記人數最高的一屆。雖然今屆投票數字驚
人，但其實投票當日的投票率一度落後上
屆，直至下午才見升勢，入夜後再進一步拉
闊升幅，情況如同「低開高收」。

220萬人投票較上屆增22%
香港九七回歸至今，共舉行6屆立法會選

舉，依次為1998年、2000年、2004年、2008
年、2012年，以及今年。不論是投票率、選民
登記人數及總投票人數，今年均為歷屆之最：
投票率達58.28%，打破2004年55%的最高紀
錄；約有220萬名選民投票，比2012年的180
萬名增逾22%；選民登記人數亦由2012年的

不足350萬名，增加至今屆的近380萬名。

投票率午後反超終創紀錄
雖然今屆選舉投票數字驚人，但事實上在投

票日當日，投票率一度落後2012年的數字。根
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數字，投票當日開始了約一
小時後，投票率為1.31%，較2012年同一時段
落後0.01個百分點。其後差距進一步擴大，由
9時半的近0.2個百分點擴大至10時半的0.36
個百分點。不過及後差距逐漸收窄，至下午一
時半，今屆投票率終反超前上屆約0.39個百分
點，並一直保持穩健的百分比增長。
入夜後，累積投票率更升至晚上7時半的

43.6%，比上屆同一時段39.96%高出3.64個百
分點。直至晚上10時半投票結束，投票率已高
達58.28%，以約5個百分點升幅超過2012年
的53%，更打破2004年55%的最高紀錄。

馮驊在會見記者時表示，據臨時數字顯示，共有約220萬名選民
在地方選區中投票，投票率58%，較上屆多近5%，投票人數

增加37萬人，同創新高。
超級區議會議席的投票人數有198萬，投票率是57%，同樣比上
屆多近5%。功能界別共有17萬名選民投票，投票率74%。

中學拒借 改較細場地
港島太古城有票站前晚大排長龍，至昨日凌晨才能讓所有輪候選
民完成投票。馮驊解釋，當局在上屆選舉借用了太古城一所中學作
主要投票站，但今屆該所中學拒絕借出場地，而太古城全區只有一
所中學，故當局只能借用較細的場地。
他承認安排不理想，會詳細檢討及跟進，在選舉報告中交代，並

向輪候選民致歉，及就他們保持良好秩序及對選舉的熱忱致意。
被問到有指該票站未完成投票，港島其他票站已開始點票，會否
造成不公平，他表示，其他票站在投票結束後隨即開啟票箱，但當
得悉該票站未結束投票，當局已立即叫停點票，以免造成影響。不
過他指出，港島有38萬人投票，而該票站最多會有6,000人投票，
即使出現狀況，也不足以影響選舉的公平性。
馮驊認為，投票人數創新高，故排隊難以避免，而借用場地一直是
當局要面對的問題，因為根據現行法例，當局無權徵用場地，只能靠
場地擁有者的熱心及對社會負責，「經一事長一智，要唔方便去遠啲
（投票），定唔方便係要等好耐，我哋一定會詳細檢討交代。」

名字被刪 無記錄追查
就有選民投訴稱，他到票站投票時發現其名字已被刪去，即已領取
了選票及投票，有「被投票」之嫌，馮驊說，現時是用人手在選民登
記冊摘錄間線方法來做記錄，事件有三種可能性：選民已投票、有人
冒認他去投票、工作人員間錯線。不過，基於投票保密制度，不會有
記錄可追查，故有可能找不到真正原因，調查清楚後會再交代。
被問及有選民稱獲發已蓋印的選票，馮驊指出，無論是惡作劇還
是別有用心都會調查，但如果只有數張選票出錯，他看不到對選舉
有何影響。

全面檢討 3個月交報告
選舉的點票工作於昨日傍晚6時45分才全部完成，比上屆選舉明

顯延誤，馮驊解釋，原因相信包括與投票人數顯著增加20%有關；
投票程序又因應公眾關注而加強，致每名選民的投票時間較長。
他重申，選管會將就是次選舉安排作全面檢討，並根據法例規

定，3個月內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書。
譚志源昨晨與傳媒會面時亦指，前日有部分票站出現排隊投票人
龍，他感謝太古城居民和選民很有耐性和有秩序地排隊，行使他們
的投票權。他亦覺得很感動，因為選民都很想投下他們一票，對香
港未來表達他們的意見，不介意長時間排隊。他相信，這些都代表
了香港市民有很高的素質。

破三大紀錄 投票「越夜越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選舉點
票時間創新高。因香港島太古城東區少年警訊
會所票站於約昨凌晨兩時半才完成投票，連帶
影響點票進度，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即
「超級區議會」的點票工作要到昨晚約7時才
完成，整個選舉約花了19小時點票，比上一
屆2012年立法會選舉多花約6小時。
本屆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高達約58%，入夜

後市民投票熱情未見冷卻，有票站更出現排隊
人潮，其中在香港島太古城東區少年警訊會所
票站，在晚上10時半投票時間結束後，仍有過
千市民等候投票，最後這個票站於約昨凌晨2
時半前讓所有市民完成投票，雖比預計的3時
要早，但仍延誤了約4小時。

43票站未如期歸還
投票延誤令超級區議會點票工作進度受影

響，各投票箱在凌晨約2時45分才在亞洲博覽
館的中央點票站被打開，最後經19小時點票，
結果於昨晚約7時才宣佈，結果的新聞公告比

上屆晚約6小時發佈。
另外延誤也令43個票站，包括32間幼稚

園、6間郵局和5間政府診所，不能依時在昨晨
6時交還場地，選管會主席馮驊昨晨解釋指，
由於地方選區的點票工作比預期遲開始，點票
還需多一些時間才能完成，呼籲場地負責人容
許票站工作繼續進行。
地區直選的點票工程也未見順利，其中政府

曾於昨早10時左右發稿宣佈九龍西選舉結果，
但在約20分鐘後再發稿表示有關宣佈結果的新
聞稿取消，再於約40分鐘後重新宣佈相同當選
者的結果。

新東最遲公佈結果
新界東的點票工作也在下午4時許才完結，

比其他選區晚最多約5小時，成為最遲公佈結
果的地方選區。而在去屆立法會選舉，最遲公
佈結果的是香港島選區，有關新聞公告於選舉
日翌日約早上8時公佈，比本屆最遲公佈結果
的新界東的約下午5時早約9小時。

點票受拖累 共花19句鐘

歷屆立法會地方選區投票率及選民人數
選舉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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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選舉管理委員會 ■整理：文森

累積投票率

53.29%

43.57%

55.64%

45.20%

53.05%

58.28%

累積投票人數

1,489,705

1,331,080

1,784,406

1,524,249

1,838,722

2,202,283

登記選民人數

2,795,371

3,055,378

3,207,227

3,372,007

3,466,201

3,779,08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今屆立法
會換屆選舉除了創歷屆最高投票率
外，其間亦出現不少突發事故，打亂
了昨日多個政黨原先會見記者的安
排。投票日晚上多個票站突然大排長
龍，致點票工作押後及拉長，選舉結
果延至昨日傍晚方能全數公佈，多個
政黨要臨時取消記者會，直至今日方
能會見記者點評戰果。
按照慣例，投票日晚上11時半起陸

續將票箱運至點票中心，凌晨時分開
始點票，翌日清晨會有大致結果，各
政黨亦會在下午會見傳媒分析政局走
勢。不過在高投票率的情況下，直至
昨早9時仍在點票，在11點左右才有
部分選區的結果，各政黨亦要臨時取
消記者會。
如新民黨原定在昨午1時舉行記

者會，在中午時分宣佈取消；工聯
會、民建聯及工黨亦取消記者會，
改至今午會見記者。只得經民聯於
昨日會見記者，但舉行時間亦順延
了一小時。

■■受到投票延誤影響受到投票延誤影響，，點票工點票工
作亦受到牽連作亦受到牽連，，令不少工作人令不少工作人
員深感疲憊員深感疲憊。。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立會新格局

■■馮驊馮驊（（左二左二））承認本次投票安排承認本次投票安排
不理想不理想，，會詳細檢討會詳細檢討。。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2016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愛國愛港陣營逆
境拚搏取得良佳戰績，成功保持立法會議席的
多數優勢，繼續扮演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中流
砥柱角色。面對本港政治生態或趨惡化的態
勢，建制派議員配合政府施政的挑戰更大、責
任更重，更需勇於、善於承擔。此次選舉的結
果顯示，傳統反對派放棄溫和立場，向激進暴
力抗爭歪風傾斜，最終弄巧成拙，遭支持者離
棄；主張「港獨」的勢力，損害香港利益，更
加沒有市場。而激進本土勢力急速冒起，未來
立法會政爭恐將更激烈，矛盾料將更複雜。面
對新局，特區政府需要妥善應對，進一步提升
管治能力，採取措施努力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同時，奉勸新晉的激進本土派議員，必須依照
基本法和香港有關法律履行職責，致力落實
「一國兩制」，與特區政府、社會各界攜手合
作，兌現競選承諾，從自己做起化解社會矛
盾，為市民做實事、謀福祉。

愛國愛港陣營在嚴峻挑戰下仍取佳績，保持
優勢，難能可貴，令人欣慰。從反對派策動違
法「佔中」開始，到集體綑綁否決政改，再到
激進本土勢力策動「旺角暴亂」，本港日趨政
治化，社會對立加劇，激進勢力急速抬頭，對
建制派選情構成巨大壓力。在選舉過程中，反
對派及其幕後支持勢力不斷採取抹黑、棄保等
手段，干擾建制派選情。但建制派精心部署，
沉應戰，團結合作，拚搏克難，終於取得新

一屆立法會41個席位的佳績，實在來之不易、
難能可貴。主要建制派政黨戰績出色，民建聯
派出12支隊伍，大獲全勝，更順利完成新老交
接；新民黨的參選人高票連任，首次派出參選
的新人一矢中的；工聯會取得5席，總得票明顯
上升，繼續得到勞工階層的信任和支持，在議
會為勞工發聲；同時，有多位建制派獨立人士
或中間友好人士成功當選，壯大了建制派實
力，擴大了建制派的政治光譜和選民基礎。

建制派是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核心力
量，建制派議員保持在立法會政治版圖中的
多數優勢，是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保障。可
以預期，受日益政治化的社會氣氛影響，隨
激進勢力在選舉中冒起，特區政府管治會
承受更大壓力，建制派議員更要義不容辭、
敢作敢為，為香港落實「一國兩制」、促進
穩健發展保駕護航，全力制止反對派和激進
勢力的劣行。

與愛國愛港陣營逆境取勝、保持優勢相比，
傳統反對派的選戰結果不佳。李卓人、何秀蘭
等老牌政客齊齊落馬，工黨淪為「一人黨」；
民協、新民主同盟的參選人均告敗北，面臨
「滅黨」危機；民主黨、公民黨選前形勢亦相
當不妙，頻頻告急，只是在最後關頭，反對派
使出違反法治、侮辱民主的「棄保戰術」，民
主黨、公民黨逃過一劫，但也加深了反對派之
間的裂痕和怨恨。

傳統反對派在選舉中遭重創，其中很重要的
原因在於，他們面對激進勢力的冒起，不僅包
庇縱容激進勢力的違法暴力言行，更東施效
顰，對激進抗爭路線亦步亦趨，表達方式、抗
爭手法愈來愈激，企圖藉以討好年輕的激進選
民，騙取激進選票。可惜，這種左右搖擺的政
治投機，兩面不討好，不但換不來激進選民的
支持，反而令長期支持傳統反對派的中間溫和
選民失望、反感，中間選民用選票狠狠地教訓
了傳統反對派。事實證明，作為從政者，不講
政治誠信，不堅守立場，為眼前利益左右搖
擺，違背選民期望，下場必然是失去選民的信
任和支持。

此次選舉結果，還顯示「港獨」主張不受香
港絕大多數選民認同。3個在競選期間仍明目張
膽宣揚「港獨」的參選人全軍覆沒，其中以
「反水貨」聲名鼓噪一時的梁金成，僅僅獲得
微不足道的300多票。情況足以反映，絕大多數
選民心清眼亮，明白「港獨」是一場萬劫不復
的災難，選民不會支持「港獨」分子，不想玩
火自焚，摧毀港人安居樂業的香港大家庭。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選舉中激進本土勢力搶
了不少傳統反對派的選票，取而代之進入議
會。這個結果，預料會導致立法會乃至整個社
會的對立更加嚴重，給特區政府的管治帶來更
大考驗。特區政府首先應該認真思考激進本土
勢力冒起的社會原因，體察選舉結果顯示的選

民訴求。有部分激進本土派當選人，長期關注
土地問題、房屋問題、社區產業、綠色經濟等
議題，在這些議題上贏得了部分市民的共鳴，
最後成功成為部分市民訴求的代議士。無論如
何，他們是帶市民的訴求進入議會的，他們
反映的民意，不應該被忽視。政府應該有充分
的準備，未來進一步加強與不同黨派、立場的
立法會議員溝通交流，尤其需要與新晉的議員
建立互信，以更高超的政治技巧駕馭複雜局
面，以市民整體和長遠利益為出發點，致力改
善行政立法關係，爭取可以和衷共濟，共同服
務市民、建設香港。

成為立法會議員的激進本土派人士，已經是
建制架構的重要成員，肩負着選民求新求變的
厚望，更應該懂得，選民支持自己晉身立法
會，是希望運用議會的力量建設社會、服務民
眾，而非利用議會製造政爭、撕裂社會。任何
激進的言行，並不符合選民利益，與選民的期
望背道而馳。

同時，任何人士作為立法會議員，都應履行
憲制職責，擁護「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效忠
香港特區，不主張、不支持放任妄為、訴諸情
緒化的暴力言行，更不應主張、推動「港
獨」，而應堅持以理性務實的議政作風，與政
府求同存異，與市民共同合作，解決困擾香港
多時的深層次矛盾。只有這樣，才對得起選民
的支持，不負立法會議員的使命。

建制陣營逆境拚搏創佳績 政府須妥善應對立會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