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會選舉顯示反「港獨」反「拉布」民意
今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及投票人數創下歷史新高，逾百萬簽名反「佔中」的市

民，以及平時政治冷感的中間溫和市民，對香港政治生態惡化感到憂慮，廣大選

民用選票強烈表達反「港獨」反「拉布」的民意，希望阻止香港走向沉淪。

選民對反對派操弄棄選說不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選情空前激烈，選民投票踴躍，投
票率創下回歸以來新高。地區直選投票率約為58%，投
票人數約220萬人，而俗稱「超級區議會」的區議會
（第二）功能界別，投票率約為57%、198萬人投票。
兩方面投票率皆比上屆上升約5個百分點。
在臨近投票日的關鍵時刻，反對派公然自編自導

「集體棄選」鬧劇，操控選舉，玩弄民意，褻瀆民
主，是香港選舉史上最大醜聞。此舉一方面是要過
票，一方面是要營造出反對派選情告急的情況，配合
之後的雷動棄保名單，反對派以不公平的選舉手段，
企圖達到影響立法會選舉結果的目的。但是，選民不
可任人愚弄擺佈，廣大選民用選票對反對派操弄棄選
說不。

愛國愛港陣營仍取得良好成績
即使面對反對派操弄棄選，面對其他種種不利的選
情，愛國愛港陣營在嚴峻挑戰下，仍然取得了良好成
績。在五區直選中獲16席，在功能界別議席仍然保持
優勢。除了民建聯保住五區所有參選議席外，今次一些

建制派新人令人耳目一新，例如，與陳鑑林完美交接的
民建聯柯創盛，成為九龍東區票王；前律師會會長何君
堯首次參選就取得新界西一席；港島區出選的民建聯張
國鈞在該區取得一席。身為大律師的新民黨容海恩，在
新東以35,104票取得一席，得票高於社民連梁國雄。
建制派五區直選議席雖然比上屆少一席，但最大的成
績，是在五區直選中使老牌而且頑固的「港獨」勢力和
「拉布」政客遭到崩盤式的失敗，從而令立會選舉顯示
出反「港獨」反「拉布」的強大民意。

老牌頑固「港獨」勢力崩盤式失敗
今年2月立法會新東補選結束，「城邦派教主」陳

雲、「普羅政治學苑教主」黃毓民、「熱血公民」骨幹
鄭錦滿、鄭松泰及黃洋達5人舉行聯合記者會，宣佈在
五區出選，並揚言在取得議席後辭職引發「五區公
投」，推動「全民制憲」。眾所周知，「熱普城」是老
牌而且頑固的「港獨」巢穴，參選的5人是臭名昭著的
「港獨」分子，「熱普城」已經公開聲稱參選是要推動
「公投制憲」的「港獨」「實際操作」。但最終「熱普
城」聯盟僅新界西的鄭松泰當選，其中「普羅政治學苑
教主」黃毓民連任失敗，「城邦派教主」陳雲得票更只

有4%，第二次出戰九龍東的黃洋達再度落敗，在港島
的「四眼哥哥」鄭錦滿亦落敗。
「熱普城」遭到崩盤式失敗後，「熱血公民」頭目黃
洋達在社交網站發表聲明，聲稱自己作為推動「全民制
憲」運動總指揮，未有全盤考慮選民對綱領的接受程
度，直接令運動功敗垂成，難辭其咎，必須為運動失敗
負上全責，他會退下領導位置，而「熱普城」亦將會解
散云云。黃洋達的狡辯，其實也反映出廣大選民反分
裂、反「港獨」的強烈訴求，這是「熱普城」推動「港
獨」一敗塗地的根本原因。

議會「拉布」和暴力「三惡」遭沉重打擊
2006年黃毓民與陳偉業、梁國雄成立社民連時，就把
台灣政治文化和議會暴力引入香港。這「三惡」在議會
內「拉布」、爆粗和襲擊官員，並將暴力政治從議會推
移到社會。分裂後的社民連與「人民力量」，既反映幫
會勢力向香港政壇和立法會的滲透，也反映「台獨」勢
力介入香港政治。
今次議會「拉布」和暴力「三惡」遭沉重打擊。在

立法會製造混亂，癱瘓施政，挑戰公義最倡狂的黃毓
民，被選民唾棄；在議會長期「拉布」的陳偉業為黃
浩銘「抬轎」，但黃浩銘落選也無法接陳偉業「拉
布」和暴力的棒；「拉布」始作俑者之一社民連的
「長毛」，在新界東僥幸取得最後的第九席。在首次
點票結束後方國珊曾領先「長毛」，「長毛」侮辱選
民，聲稱「對港人心灰意冷」。

民心求變 觸動立會政治光譜移動
在民心求變，強烈表達反「拉布」、
反暴力、反分裂、反「港獨」訴求的情
況下，觸動立法會政治光譜出現移動，
不僅議會「拉布」和暴力「三惡」遭沉
重打擊，多名反對派資深黨員亦落馬。
反對派陣營出現「滅黨」危機，包括民
協及街工等；同時，議會出現反對派若干「一人黨」，即
工黨、社民連、「人民力量」、「熱血公民」等。反對派
碎片化的趨勢明顯加強，即傳統反對派政黨走向式微。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反對派新派系朱凱迪、劉小麗、
羅冠聰高票當選，三人均屬其所屬選區反對派陣營的最
高得票者。此外，激進「本土派」「青年新政」的梁頌
恆、游蕙禎亦當選，加上「熱血公民」鄭松泰，激進
「本土派」佔3席。這些反對派新派系，有別於「人民
力量」、社民連、街工、工黨等傳統社運派，以外表年
輕、清新的形象，獲得不少新世代支持。但是，若反對
派新派系重蹈傳統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的覆轍，最
終也會被選民唾棄。
香港正面對社會經濟的重重挑戰，廣大市民希望新一
屆議員糾正上屆立法會亂象，努力促進香港社會穩定，
多關注經濟民生。新一屆議員應該重樹理性論政、尊重
主流民意的正常議會文化，應謹記選民託付，以港人的
根本和長遠利益為依歸，致力反映和滿足市民的訴求，
才能不負市民的選票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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鏖戰數月，第六屆立法會選
舉終於塵埃落定。衷心恭賀勝
利當選的70位議員，每一組選
票數字的背後，凝聚的是投票
選民對你們堅定的信任與殷切
的期望！總結上一屆立法會的
工作，令人遺憾憤怒，激起選
民踴躍投票，充分反映港人求
變心切，期望選出務實、進取的新議員，為立
法會帶來新風氣，重新凝聚正能量，推動香港
經濟快馬加鞭持續發展。
眾所周知，本屆立法會選舉風波不斷，競爭

尤其激烈。被對手刻意抹黑、選舉主任受到人
身攻擊、泛民參選人臨時棄選等明槍暗箭，令
選情充滿變數。建制派的每一個議席都得來不
易，卻正正體現了絕大多數選民渴望政局穩
定、社會和諧、經濟發展的共同心聲！
黃毓民、李卓人等激進反對派落選，體現了

人心厭鬥，求發展、促和諧是民意所向，社會
穩定最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穩定是一切發展
的前提，我常懷念以前的香港，政通人和、百
業暢旺、遍地商機，社會充滿正能量。時局穩
定，我亦緊抓經濟機遇拚搏圖強，從打工到創
業，可以說是香港成就了我，對此我由衷感
恩，亦深為香港自豪。香港是一個以法治為根
基而活躍的經濟城市，這是香港賴以成功的核
心因素。但近幾年，社會嚴重撕裂，立法會政
爭不斷、拉布不止，經濟、民生得不到發展改
善，國際競爭力亦每況愈下，為之痛心！香港
正面臨最嚴峻的挑戰，亟需有識之士團結一
致，力挽狂瀾，重新擦亮東方之珠這塊招牌。
足以左右未來4年香港政局的立法會選舉，因
此更加意義重大，當選議員任重道遠！
本屆選舉，雖然絕大部分候選人都簽署了擁

護《基本法》的確認書，但仍有少數人出爾反
爾、背信棄義，甚至有個別人士僥倖當選為議
員。市民應十分警惕新一屆立法會裡面的「港
獨」暗湧，不能讓少數人破壞香港法治精神，
動搖香港社會穩定。
回歸19年，香港與內地早已融為一體、密不

可分，香港作為彈丸之地，經濟得以繁榮發
展，離不開內地龐大的市場，離不開國家的扶
持和幫助。新加坡的一代偉人李光耀曾說過，
非常羨慕香港緊靠中國內地的地理優勢。當
下，國家經濟飛速發展，世界各地積極尋求與
中國合作，所以，任何「港獨」的言行都不切
實際，更遑論違法違憲的非法本質，「港獨」
分子為了一己私利，陷整個香港於不義，港人
應堅決抵制！
大局已定，由衷希望抱憾落選的參選人，仍

能秉持服務社群的理念及抱負，利用自身的專
業知識及豐富經驗繼續服務市民；榮幸當選的
新一屆議員，新人應謙卑務實，資深議員亦應
不忘初衷，團結一致、求同存異，不辜負選民
的信任，共同為香港持續繁榮穩定竭誠盡智、
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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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

「雷動」涉及「黑金」 廉署應徹查追究
由戴耀廷主持，得到外國勢力支持和金援的
「雷動計劃」，在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前突然發出
所謂棄保名單，要求反對派支持者集中票源保送
在當選邊緣的反對派候選人。同一時間，多名反
對派議員又在同一日宣佈棄選。不論從哪一個角度
看，這些行為都是公然干擾香港選舉的公平公正。
在「雷動」的操作下，不但反對派候選人得票出現
極不尋常的波動，而且不少反對派老將更被「雷
動」所棄而慘遭拉下馬，引發各黨派群起而攻之。
這些都反映「雷動」完全視法律如無物，為了達到
某些政治勢力的圖謀，將大批主張「明獨」、「暗
獨」的候選人保送入議會，不惜赤裸裸地操控選
舉，背後更涉及黑金干政。「雷動」所作所為已經
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廉署理應
徹查追究，並且藉此斬斷外國勢力的黑金鏈條，捍
衛香港選舉的公正。

「雷動」破壞選舉被群起攻之
「雷動計劃」本質上是一場配票行動，但究竟
為何人服務，外界一直不得而知。反對派原來以
為「雷動」是為他們服務，協助他們配票以爭取
立法會過半數議席。但其實，戴耀廷幕後另有老
闆。早前網上揭密資料已經揭發，「雷動」的核
心骨幹並非反對派人士，而是外國勢力，參與者
都是與外國政府有千絲萬縷關係的人，更有跨國
的網絡公司支援，整個計劃的資金來源諱莫如

深，說明「雷動計劃」並不簡單。
事實上，「雷動」的棄保名單，完全是戴耀廷

在暗室操作出來，但卻對選舉造成極大的干擾。
例如名不見經傳的朱凱廸由支持度不足2%，但在
「雷動」棄保之下竟然一躍成為新界西「票
王」，這是正常的結果嗎？「香港眾志」羅冠聰
同樣在香港島的選情排在最後幾位，但在「雷
動」加持下竟然高票當選，這是正常的選舉結果
嗎？最離譜是參與「超區」的鄺俊宇，在選舉過
程中一直告急，但最後竟以49多萬全港最高票當
選，這些又是正常的結果嗎？還不要說一些反對
派現任議員如李卓人、何秀蘭、范國威、馮檢基
等，本來勝券在握，但卻遭「雷動」放棄，最終
相繼落敗，成為「雷動苦主大聯盟」，令他們憤
憤不平，在選後猛烈炮轟戴耀廷。這些都說明一
個事實：就是某些勢力通過「雷動」嚴重干擾正
常選舉，以達至其想看到的結果，這是明目張膽
地操控選舉。
同時，在「雷動」棄保名單出台後，多位反對

派候選人隨即因支持度低而宣佈棄選，但他們支
持度較低，並非今日的事，為什麼之前一直拒絕
棄選，還說要戰鬥到底，但突然間卻失去了戰鬥
意志？而且，一些大選區，候選人已經花了過百
萬元開支，他們如果全力拉票，每一票都可以得
到政府資助，變相抵消了大量成本。但在最後時
刻棄選，卻是一無所有，為什麼他們竟然願意接

受？不難推敲，當中可能存在威逼利誘。有人提
出會為有關開支埋單，甚至另有酬謝，最終才可
以如此順暢地「勸退」候選人。至於新民主同盟
關永業直指被「民主惡勢力」逼退，那就更涉及
威嚇的問題，是公然以黑金和武力干擾選舉。

徹查「雷動」黑幕
「雷動計劃」干預了正常選舉，導致選舉出現大

量不正常的現象，已經涉及對選民作出欺騙性行
為，誘使另一人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
選人，明顯觸犯了選舉舞弊條例。而「民主惡勢
力」的威嚇，更是公然挑戰法紀，理應徹查追究。
毫無疑問，「雷動計劃」絕不簡單，不單完全

改變了選舉結果，更將大批主張「自決」、「港
獨」的候選人送進議會，輕鬆完成了反對派的更
新換代，反映幕後勢力已經對暮氣沉沉的反對派
政客感到不滿，於是借「雷動」將一批「生力
軍」保送入立法會，為中央政府、特區政府製造
更大的麻煩，而戴耀廷不過是前台的棋子，而這
亦解釋了「雷動」何以財來自有方，甚至連反對
派金主黎智英也要大力配合，顯然是幕後黑手鉚
足全力所致。「雷動」是一個巨大黑幕，絕對不
能因為選舉結束而輕言放過，必須追查幕後主事
者及黑金來源，至於戴耀廷這個枉法教授，更加
不能放過。有人教授不做，自甘為虎作倀，屢次
挑戰法律，禍害香港，這樣的人怎能放過？

方中平

中國管控中美關係發展的主旋律
藉杭州G20峰會，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再次會
晤。由於美國11月將選舉新總統，
奧巴馬表示：「我願同習主席一
道，為美中關係今後發展奠定好的

基礎。」顯然，這次會面的成果對於希拉里或者特朗
普時代的中美關係是有着規範和重要影響的作用。而
其中的主旋律還是「習奧莊園會」習近平提出的新型
大國關係。
這次習奧會後，白宮發表聲明說，兩位領導人同意共
同合作建立一支第三世界夥伴維和部隊，華盛頓提供工
程與軍事後勤支援，這將確保這支隊伍的快速部署。中
國表示要在60天內讓一支中國承諾的8,000人維和部隊
的一些單位做好準備。聲明還指出，兩位領導人還保證

要改善對外國恐怖嫌疑人的資訊分享，重申打擊「惡
意」網路駭客。兩位領導人還討論了「在有着共同興趣
的領域」進行軍事合作的議題，包括聲明所說的採取
「加深相互信任，改善行動安全與降低兩國武裝部隊之
間風險的措施。」 聲明還說，雙方還保證繼續發展與
執行2014年11月兩國共同制定的一系列建立信心措
施。
僅從美方的聲明看，這次習奧會成果是重要的，尤其

是美方承諾沿着習奧既定的中美兩國關係發展的軌道前
進。不過，也值得指出的是，奧巴馬不怎麼使用新型大
國關係這個詞。這是由於美國的一些智囊說，不清楚新
型大國關係的真實含義，怕落入中方的圈套。而筆者以
為，更重要的是，美國對華政策除了合作還有圍堵加遏
制的一面。奧巴馬在第一個任期就提出重返亞洲，後來

改為「再平衡」，矛頭都是指向中國。
中國方面當然也是心知肚明。於是，習近平強調，中

美要牢牢把握兩國關係發展正確方向，堅持不衝突不對
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增進互信，深化合
作，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持續健康穩
定發展。習主席指出，2013年以來，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建設取得許多實實在在的成果。中美雙邊貿易額、雙向
投資、人員往來都創下歷史新高。雙方在應對氣候變
化、推進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建立兩軍互信機制、打擊
網絡犯罪、應對非洲埃博拉疫情、推動伊朗核問題達成
全面協議等方面取得重要進展。這些成果充分展示了中
美關係的戰略意義和全球影響，充分說明中美共同利益
遠大於分歧，中美合作可以辦成許多有利於兩國和世界
的大事。

目前，中美存在重大分歧的事項，其實都涉及中國的
主權、領土完整和戰略利益，包括南海問題，「薩德」
問題，台灣問題等等。在這些問題，中國的立場是清晰
的，是不會退讓的，但是也希望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在
這次習奧會上，中美元首沒有迴避分歧，但一致同意以
建設性方式加以處理和管控。
由於目前台灣是綠色執政，習近平重申堅決遏制任何

形式的「台獨」分裂行徑，努力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爭取國家和平統一的前景，希望美方恪守一個中國
政策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以實際行動維護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和中美合作大局。奧巴馬表示，在台灣問題
上，美方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反對任何尋
求台灣「獨立」的做法。
從這次習奧會可見，中美合作還是遠大於分歧，固然

美國鷹派遏制中國的思維還是相當頑固，不久前美國軍
方還在南海以航行自由為名挑釁，但是中美關係的主要
發展方向還是習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雙方有智慧
管控分歧。而隨着中國的實力不斷增強，中美關係發展
的道路會走得更穩更健康。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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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校園播「獨」免害學校師生
繼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早前向傳媒宣讀「對港獨
立場書」，明確宣示「香港獨立」的選擇不可行及
不實際後，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昨日也表示，大學
立場絕對不贊成「港獨」。兩所香港最重要的高
校，宣示堅守「一國兩制」原則，確認「香港獨
立」不可行、不實際，也不符合高校的最佳利益。
香港高校和「港獨」及暴力劃清界線，各大、中、
小學焉能容忍「港獨」分子在學校播「獨」，危害
學校和師生的身心健康？
首先，播「獨」撕裂校園。面對播「獨」，學校

上至校長、老師，下至學生，必然有反「獨」或播
「獨」的爭拗出現。如是，平時寧靜、祥和的校園
必將劍拔弩張、怒目相向；尊師重道、博愛和諧便
蕩然無存，學校變成對抗鬥爭場所，教學首要任務
將被撇一旁，豈不可怕！
在學校播「獨」違法。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

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憲法作為國家
的根本法，在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領土範圍內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
力。香港基本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具有憲制性法律
地位。「港獨」違背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
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的規定，故
失去一切法律依據。

數典忘祖者自取滅亡
在學生中播「獨」裂國害港。「港獨」的罪惡目

的是分裂國家，達到封建社會的「裂土分封」成為
現代「諸侯」，這一自私自利的卑鄙目的也迎合外
部反華勢力分裂、削弱中國並圍堵中國的崛起和復
興的需要。沒有國內供應，香港便成死港；香港能
保持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有賴國家支持、
互聯、互通。
在校園播「獨」數典忘祖。香港學生，追本溯
源，父母兄弟姊妹多是中國人。我們黃皮膚、黑頭
髮、黑眼珠，讀的是中國語文，講的是中國方言，
過的是中國生活習俗的漢民族。我們血管奔流的是

中華民族的血。正如台灣名詩人余光中告誡：你可
以登報與父親脫離關係，但不能更換父親賦予你的
DNA，否則，你一定死掉。「港獨」主張脫離民
族，背叛父祖，忘本家國，自取滅亡。

禁「獨」領頭人刻不容緩
在校園播「獨」使學生變為炮灰。大家有目共
睹：「本民前」頭目為實現「港獨」，今年初就組
織、策動旺角暴亂，打警察、砸公物、燒汽車、挖
路磚。如今在校園播「獨」，就是要物色暴亂後備
軍和恐怖分子，同學們豈可參與？前年參與「佔
中」的周永康、羅冠聰、黃之鋒三人已被定罪並留
案底，可是幕後策劃的三個教師、牧師卻逍遙法
外。學生成為這三丑反中亂港的炮灰或網中人，前
車可鑒，同學們切勿受騙上當。以香港大學、中文
大學管理層抵制校園播「獨」為榜樣，全港大、
中、小學校長、師生禁「獨」已有領頭人，都應團
結一致刻不容緩抵制播「獨」！

黃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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