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制派逆境取勝彰顯香港主流民意
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建制派能逆境取勝，特別是一批新人脫穎而出，說明香

港的主流民意是：反分裂、顧民生、興經濟、促和諧。建制派挺法治，底氣足；

有毅力，韌勁足；能團結，凝聚力足。建制派以近六成議會席位的優勢，可保立

法會今後四年發揮正常職能。

經過激烈角逐，香港特區第六屆立法會選舉榜單揭
曉，在地區直選和功能界別70個議席中，建制派取得
了41個議席，雖然絕對數較上屆減少2個議席，但仍佔
據全部議席的將近六成，在立法會的主導地位沒有改
變，特別是民建聯獲12席，繼續成為立法會第一大
黨，說明愛國愛港陣營的基本盤穩定堅實。
眾所周知，今次立法會選舉是回歸以來最複雜、最艱
難、最嚴峻的一次選舉，建制派遭受了反對派和激進勢
力的瘋狂圍攻，同時有境外政治勢力插手干預，但建制
派信念堅定、穩紮穩打、不離不棄，最終取得立法會大
多數議席。這表明：香港的主流民意是反分裂、顧民
生、興經濟、促和諧。

建制派面對的挑戰前所未有
參選前夕，人們就為建制派捏一把汗。有人預測，如
果信念動搖、政綱模糊、策略失誤、士氣不足，建制派
很有可能被反對派和激進「本土」派洗劫票源，會敗得
很慘。因為，建制派所處險境前所未有。
從外部看，建制派有三點不利因素。一是來自反對
派。作為老對手，反對派熟悉建制派的競選套路，容易
找準「軟肋」， 作致命一擊，此番在一些選區狹路相
逢，注定是一場惡戰難免，反對派早就放出風來，要實
施「雷動」計劃，培育「聰明選民」，把票源集中在幾
個人身上，由李柱銘、陳方安生等人策劃，在投票日臨

近的最後時刻，反對派果然使出「棄選」陰招，令建制
派選情險象環生。二是來自激進「本土」派。激進「本
土」派勢力不大，但設置的議題極易吸引眼球。比如：
土地、房屋、小區產業、綠色經濟等議題，這些議題能
引起市民共鳴，而一些激進「本土」派參選人所謂「從
全國人大常委會手中奪回基本法釋法權」的論調也極易
混淆視聽，讓那些對基本法認識模糊的選民上當。三是
來自「首投族」。「首投族」裡面年輕人居多，由於回
歸以來中小學基本法教育的缺失，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國
家意識、民族意識、歷史意識淡薄，對「一國」與「兩
制」的關係認識不清，往往將兩者放在對立面，容易被
反對派和激進「本土」派誤導。能否最大限度地爭取到
「首投族」？對建制派來說是一大挑戰。
從內部看，建制派有一大不利因素：新老交替。建制
派許多上屆名聞遐邇的議員沒有參加本屆立法會選舉，
比如：民建聯的曾鈺成、譚耀宗、葉國謙、陳鑑林等人
全都主動讓位。名人容易被市民所熟知，新人市民知之
甚少，選民會不會買新人的賬？對建制派來說也是一大
考驗。

建制派新人勝出說明選民有眼力
建制派新人不負眾望，紛紛勝出。民建聯派出的張國
鈞、周浩鼎、柯創盛全部勝出，工聯會的郭偉強成功當
選，新民黨的容海恩首次參選即成功突圍進軍議會。建

制派何以在選情極其複雜的條件下有這麼多新人勝出？
筆者認為，除了其自身的努力之外，說明選民有眼力，
看準了建制派挺法治、挺發展、挺民生。
其一，選民普遍認同建制派的政綱。建制派各政黨的
政綱側重點不同，但都是建設性的，這說明建制派是真
心要解決問題、化解矛盾、紓解社會怨氣、促進香港繁
榮穩定，是真心為香港好。而某些反對派政黨把「要求
某某下台」列為政綱，看上去「雷人」，實則暴露出對
香港發展經濟缺少思考，沒有方案，毫無底氣，假若他
們進入議會只會把香港搞亂，不會把香港搞好；同時，
一些反對派人士不僅縱容包庇「港獨」勢力的違法暴力
行為，而且政綱趨向激進，左右搖擺，毫無誠信。兩者
對比之後，在許多選民看來，新面孔、老面孔並不是最
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哪個黨派真心為香港好，如此一
來，就有大批選票投向建制派。
其二，選民普遍認同「香港不能亂」的底線。這些年
來，香港亂象已經讓市民深受其苦，造成的損失也皆由
全體港人買單。動亂的源頭在哪裡？非法「佔中」是開
端。是誰打開了動亂的「潘多拉魔盒」？是反對派。如
果讓反對派及其催生的激進勢力大舉進入立法會，可以
預見，拉布、流會、點人數將常態化，特區政府難以依
法施政，立法會將癱瘓，香港將陷入動亂的深淵不能自
拔。如果建制派佔據立法會大多數議席，則能穩定大
局，引導正道，保證立法會正常運轉，壯大愛國愛港力
量，遏制「亂源」。

建制派優勢可保立法會發揮正常職能
在立法會70個議席中，建制派佔41席，傳統反對派

佔23席，激進「本土」派佔6席，立法會三分格局已經
形成。與上屆立法會議席的構成相比，激進「本土」派

主要是分得了傳統反對派的議席。今後
四年，傳統反對派、激進「本土」派將
如何作為？可以預見，傳統反對派將力
圖延續「長毛」等人拉布、流會、點人
頭的做法，拚命阻止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而一些激進「本土」派人士當選後
已經揚言，要推動所謂「全民公投」和
「特區制憲」等違反議會職能的議題，
這分明是無視議會規則和議事規則。未來四年，立法會
仍是愛國愛港力量與禍國禍港力量較量的重要平台。建
制派以41席的優勢，可保立法會發揮正常職能，保大
局穩定。
其一，建制派挺法治，底氣足。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
值。建制派真心維護「一國兩制」原則，嚴格遵守基本
法，力挺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有法護身，依法行事，心
中無鬼，做事不虛，就能大膽行使權力。
其二，建制派有毅力，韌勁足。以本次選舉為例，建
制派面對複雜選情，臨危不亂，處置有方，遇挫愈勇，
說明建制派雖然新人較多，但有信念、有毅力、有幹
勁，韌性十足，其政治素養足以應對今後可能出現的複
雜局面。
其三，建制派能團結，凝聚力足。反對派分化的事

實不可否認，建制派內部雖然也有一些分歧，但與反
對派相比，不知要好多少倍。「愛國愛港」是建制派
的底色，「香港不能亂」是建制派堅守的底線，「真
誠為市民」是建制派的目標，在此大原則下，建制派
陣營團結的基礎是牢固的，凝聚力明顯比非建制派強
得多，必能在大是大非面前團結一心，聯手抵制歪風
邪氣。相信建制派議員一定會不圖虛名、不負眾望、
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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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多名傳統反對派議員
落馬。其中，工黨李卓人爭連任新界西議席失
敗，選民以選票懲罰了多年來在立法會興風作
浪的搞事議員。本身為職工盟秘書長的李卓
人，議員任內發起激進罷工，堵塞碼頭，又被
揭發涉收受黎智英巨額「黑金」，盜用工運名
義亂港自肥，今日終被選民拋棄，完全是咎由
自取，證明選民對立法會求變心切，與民為敵
的議員都不會得到支持。
公眾不會忘記，以李卓人為首的職工盟，3
年前極力煽動碼頭工人以激進方式與外判商談
判，最終引發歷時40多日的葵涌貨櫃碼頭工
潮，又挑動工人包圍與工潮無關的長江中心，
製造勞資對立和仇富仇商情緒。職工盟把工潮
政治化造成的惡果，就是外判商終不堪壓力結
業，工人失業，為李卓人煽動的激進行動埋
單。社會各界當時就擔憂，激進工潮嚴重打擊
香港的貿易和物流業，貽害無窮；李卓人一向
熱衷借工運破壞勞資和諧，借勞資糾紛和維護
工人利益為名，當作其個人的政治籌碼，根本
罔顧工人死活。這種騎劫工運、牟取私利的不
良居心，早被公眾強烈抨擊，李卓人的所作所
為與立法會議員為民謀利的宗旨背道而馳。
李卓人還於2014年就被密件揭發，曾秘密收

取黎智英150萬元捐款。李卓人狡辯，他只是
代工黨「袋住先」，並指其中50萬元一直保存
在其個人戶口。李卓人身為立法會議員，明知
公職人士私扣金錢利益屬於嚴重罪行，卻明知
故犯，事後還辯解只暫代工黨保存，企圖以各
種藉口隱瞞真相，完全無視法律和立法會的相
關規定，更暴露李卓人缺乏作為立法會議員應
有的誠信和品格。
李卓人收取黎智英巨額捐款，當中涉及利益

報酬關係，公眾更質疑「黑金」就是李卓人發
動激進工潮的資金來源，為金主達到不可告人
的目的。這種政客與黎智英的權錢關係網，不
僅敗壞了立法會的名聲，更損害公眾利益。公
眾對李卓人利用議員身份和工運名義行不公之
事，早已恨之入骨。
立法會豈能變成金主與政客互相勾結、為所

欲為的工具？面對公眾的質疑和不滿，李卓人
沒有反省，反將自己落選的原因諉過政府，聲
稱是選民對施政感不滿云云，根本是轉移視
線。他甚至指，工黨在競選過程中着重勞工權
益多於政治，現時選民求變，工黨亦會改變策
略。李卓人政治化工潮，又大玩「黑金政
治」，卻掩飾自己的惡行，更凸顯其做賊心
虛。對於李卓人多年來的胡作非為，公眾早已
心中有數。李卓人敗選，正正反映了選民對議
會撥亂反正的期望，是選民希望議會風氣有轉
變的真切心聲。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上海市政協常委

歐盟開「殺戒」出重拳「罰」美國

歐盟一改過去「逆來順受」、任由華盛頓宰割的
「菩薩」作風，繼今年5月向美國谷歌開出34億美
元天價罰單後，最近又高調向美國龍頭企業蘋果開
刀，責令蘋果在愛爾蘭註冊的一家公司繳納130億
歐元「稅款」，顯示歐盟不再對華盛頓的霸道行徑
繼續忍讓，大開殺戒，決心來個「試比高」。蘋果
公司雖然立即發表聲明表示強烈不滿，華盛頓也在
第一時間出聲支持蘋果反訴。但各界特別關注的
是：歐盟敢這麼做，既有美國衰敗的因素，也充滿
對自己實力的信心。事件已在全球各界引發強烈震
盪。

霸權行徑正在走向衰落
歐盟「罰美國」的膽量來自「美國長期損人利
己」和「華盛頓失道寡助」。2014年，蘋果將旗
下控股公司iTunesSari遷至愛爾蘭，為當地創造了
數千個就業崗位。愛爾蘭則投桃報李，給2%的優
惠稅率，遠低於該國12.5%的企業所得稅率。歐盟
認為，愛爾蘭這麼做違反歐盟規定，造成稅收損
失。歐盟反壟斷專員維斯塔格表示，蘋果在愛爾蘭
註冊的公司欠繳130億歐元稅款必須償還。蘋果
CEO庫克和美國政府都譴責歐盟委員會此舉是在
不公平地搶奪本應支付給美國的稅款。
據披露，受蘋果影響，一大批美國跨國公司亦將
利潤轉移到愛爾蘭的子公司，實施避稅。歐盟已經

對相關公司展開「調查」，其中包括亞馬遜和麥當
勞等。國際專家預料，歐盟敢對美國龍頭公司大開
「殺戒」，既有其實力作後盾，也看到美國的霸權
行徑正在走向衰落。歐盟既然開了「殺戒」，就不
會輕易停止，預料將會有更多美國公司受到處罰。

德法企業曾被當「盤中餐」
美國曾經以法國巴

黎銀行「違反對蘇
丹、伊朗和利比亞等
國的制裁令」為由，
對法國第一大銀行處
以超過100億美元的
天價罰款。目前，法
國第二大銀行興業銀
行和第三大銀行農業
信貸銀行也受到美國
的「調查」；如果法
國方面沒有行動，估
計高額罰款仍然會照
搬照套。德國大眾是
世界上最大、最具優
勢的汽車巨頭，從進
入美國賣車開始，美
國人就將其納入「反

壟斷觀察名單」，有事沒事也會給你找點麻煩。
2015年，美國環保局以「大眾利用軟件隱瞞汽車
有毒污染物排放，違反美國《清潔空氣法案》」為
由，採用美國自創的所謂「三倍懲罰」，給大眾開
出的罰單是每輛車37,500美元，總計達到180億美
元罰單，數額相當於大眾市值750億美元的四分之
一。美國的「罰款公式」，可謂是百分百霸權。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由醫療改革到「公私營協作」
醫院管理局於2014年推出「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
計劃」，於觀塘、黃大仙及屯門3區試行，讓在普通科
門診覆診的高血壓及/或糖尿病（或附帶血脂症）病人
可以選擇一名私家醫生作為家庭醫生。醫管局已完成計
劃的中期檢討，並決定由今年開始於3年內，將計劃由
現在的3區擴展至全港18區，並同時推出多項改善措施
優化計劃。
在藥物方面，醫管局會擴大計劃的藥物名單，將於
今年10月1日增加八種藥物，如胃藥、消炎止痛藥、抗
敏感藥和便秘藥等，以照顧病人的「相關健康問題」。
另外，亦引入了跨區安排容許病人從實行計劃的地區
中，自由選擇參加計劃的醫生。同時，亦會改善資訊平
台，如以智能篩選方便藥物輸入、支援計劃藥物訂購電
子化等，並讓參加計劃醫生可安排診所職員代為處理有
關計劃的一般行政事務，以減輕私家醫生在計劃下的行

政工作。
「公私營協作」可以說是香港醫療系統發展的一個

里程碑。2015年政府的《財政預算案》宣佈了向醫管
局撥款100億元設立「醫管局公私營協作基金」，每
年的回報將會用作推動公私營協作計劃之用。有了這
個經常性的財政來源作為長遠的支援，「普通科門診
公私營協作計劃」於擴展至全港後將會成為香港醫療
體系的一個重要元素，在原本只有公營及私營兩個系
統中，加入一個公私營協助的平台，讓市民可多一個
選擇。
受到人口老年化及醫療科技急速發展的影響，市民醫

療需求不斷增加。公立醫院專科門診及非緊急手術輪候
時間不理想、急症室及病房擠迫爆滿等情況，都顯示公
營醫療體系「超載」是不爭的事實。政府在2008年推
出的醫療改革諮詢文件，就已經定下了要發展基層醫療

及推動公私營協作為五個重點策略的其中兩個。而今天
要擴展的「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正正就是回應
上述的兩個發展策略。
「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的目的並不只是為

將病人從公營醫療系統轉到私人醫療系統，以減輕公
營系統的壓力，更重要的是要推動及發展香港基層醫
療系統，積極應對慢性病的預防及治療。要達到這個
目的，推動家庭醫生的概念及要發展一個多職系的醫
療團隊去支援病人，將會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另
外，因為慢性疾病對病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單純的醫療
問題，而是會在生活上帶來各式各樣的影響。所以要
發展一個平台，讓醫療以外的其他界別也可以結合及
參與。例如，結合醫療及社福的服務以達到「醫社合
一」的目標。
當這個全港平台能夠成功建立，將會陸續加入其他慢

性病。現在正在探討的，包括一般精神健康問題及老人
認知障礙症等。肯定的是，這計劃將會朝着一個多專業
及跨界別的方向繼續發展。這計劃是否成功，最客觀的
指標將會是病人參與的數目及是否有一定數量的業界人
士參與以為病人提供足夠的選擇。現時在黃大仙、觀塘
及屯門3區已參加計劃的病人及醫生均超過7,000及
90。按先導計劃所得經驗推算，在推廣至全港18區
後，總病人及醫生參加數目應可超過35,000及350。如
以每位病人每年就診8次推算，每年就診人次將會以數
十萬計。隨着往後繼續加入其他慢性病，每年就診人次
將會逐步增加。這基層醫療的「公私營協作平台」將在
香港醫療系統發揮其一定的作用。
「公私營協作平台」只是香港醫療系統改革的其中一

個環節。其他策略，如發展電子醫療記錄系統，第一期
亦已啓動。其他環節如推動醫療保險發展等亦會慢慢開
展。香港醫療系統是一個成熟的系統，改革會是循序漸
進。「公私營協作平台」現已全面啓動，但其發展仍需
多方配合，希望各界能就其往後發展多給意見，共同發
展出一個符合港情，以大眾利益為依歸的系統。

張偉麟醫生 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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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 海 鳴

建制派打破三大魔咒難能可貴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終於完成了，共有217萬選民
投票，投票率達58％，創回歸以來立法會選舉投
票新高，建制派在選情不利的情況下仍贏取16個
分區直選議席，實屬不易。從多屆立法會選舉所
見，似乎有個不成文定律就是越多選民出來投票就
越對建制派不利。但今屆選舉結果所見，建制派卻
打破了這個魔咒。不但完成新老交接，且能保持在
立法會的大多數議席。在5個分區直選當中，建制
派有4個分區成為票王票后。港島區的葉劉淑儀
團隊，九龍東的柯創盛團隊，九龍西的蔣麗芸團
隊，以及新界東的葛珮帆團隊，取得支持票都排
列第一位。由此可見，投票率高對建制派不利的
「魔咒」終於被打破！
打破的第二個魔咒就是今屆立法會新增加17萬

個首投族對建制派選情不利的說法。在9月4日投
票日舉行之前，社會許多言論和估計認為新增的
17萬個首投族年輕一代選民，將為建制派選情增
加壓力和減低勝算的機會。原因是這17萬首投族
的投票取向有8成以上投向反對派及激進派，平均
每個選區增加3萬多反對派支持票，為反對派參選
人增加不少勝算率。然而選舉結果所見，建制派的
支持率和當選機會不但沒有受到影響，支持票反而
有所增加，而受到衝擊的卻是老牌的反對派政黨候
選人。
打破的第三個魔咒就是反對派選舉心戰室在投票

日最後的兩天前，搞「圍標」選舉。着令多個選區
邊緣的反對派參選人棄選，將票投向另一個有機會
的參選人，從而影響建制派參選人的勝算機會。搞

出這種「圍標」選舉手段的當然是外國勢力的幕後
黑手在操作。作為幫手「圍標」的棄選者當然得到
比選舉所花的宣傳費更高的回報。「圍標」選舉的
效果成了雙刃劍，支持建制派的選民不受任何影
響，依然投票支持建制派參選人，讓「魔咒」徹底
失敗。
建制派在今次立法會選舉打破三大魔咒，在在說

明建制派的團隊精神和在立法會的表現得到廣大市
民的認同和支持，也反映出廣大選民的認識水平和
理性有所提高。對那些「拉布」政棍及行為深感痛
恨，不得人心。選民寧願投票支持一些新人參選
者，也不投票給那些「拉布」常客。用手上選票踢
「拉布」政客出立法會，印證一句「惡有惡報，時
辰一到，統統要報」的口頭禪。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歐盟對蘋果公司開刀，以示對美國霸權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