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委選舉投票率創新高
截至晚9:30為42% 譚志源嘆政改遭否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負責選出下屆特首的

選舉委員會昨日完成界別分組選舉，截至晚上9時30

分，投票率為42.38%，共有98,215名合資格選民投

票，打破歷屆總投票率紀錄，多個專業界別的投票率比

上屆高出雙位數百分點。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表示，投票率高代表選民重視這次選舉，並對政改方案

被否決、特首選舉要沿用上屆做法感到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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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反對派聲稱
有選民到投票前夕仍未收到投票通知卡，甚至
只收到建制派候選人的宣傳品，揚言如果選舉
結果因而受影響，會考慮提出司法覆核。選舉
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昨日表示，投票通知卡在
投票前一周已經寄出，而候選人宣傳品則由候
選人自行寄出，當局會檢視事件。
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昨日聲稱，

不少界別的選民收不到投票通知卡，部分地
區的社福界選民更收不到一份反對派的宣傳
物品，聲言這並非個別問題，而是「制度問

題」，如果發現選舉結果因此受到影響，會
考慮向香港郵政及特區政府提出司法覆核。
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就謂，反映收
不到宣傳物品的選民來自社福界、高等教育
界、法律界和批發及零售界，其中有法律界
選民更稱只收不到反對派的宣傳物品。

本月2日已寄出通知卡
馮驊昨日早上巡視票站後表示，據他向選

舉事務處了解，投票通知卡和候選人簡介已在
本月2日送到郵局寄出，當局會檢視事件，也

會了解派遞情況。他續說，選民如果收不到投
票通知卡，可以登入網上查閱系統查閱，或致
電選舉事務處查詢，而候選人簡介可在投票站
內參考。被問到是否太遲寄出通知卡，他重申
要了解事件，會在選舉報告中交代。
他下午補充指，會向郵政了解有選民未能收

到通知卡一事，而候選人宣傳品則由候選人自行
寄出，其中一次的郵費可獲豁免，根據選舉事務
處數字，有四分之一候選人有寄出宣傳品兼獲郵
費豁免，而寄出日期由候選人自行決定，故選民
有可能未按時收到。

反對派誣指遲派投票通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甘瑜）昨日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
選戰中，一眾原本以「ABC（除了CY以外的任何人）」為「政綱」
的參選人，因為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公佈不競逐連任而頓失焦點，
唯有臨時找個「要換人先換制度」的新口號。有政界中人批評這些
人毫無政綱理念，不斷「搬龍門」，並指出香港基本法已列明行政
長官的選舉安排，選舉委員會委員選的從來只是特首，而非制度，
有關說法未能反映法律現實，並有誤導成分。

盧文端：言行圖否定基本法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

事長盧文端直斥反對派所謂「要換人先換制度」完全是謬論連
篇，並指出有關論述顯示反對派有計劃及有部署如何反對「一國
兩制」、不承認香港基本法，亦因此引申到不論誰人擔任行政長
官、不論施政如何，除非已獲反對派「欽點」，否則都會成為攻
擊目標，同樣會被要求下台。
盧文端又指，當日反對派「張牙舞爪」高喊要求梁振英下台，現

梁正式宣佈不謀連任，反對派便「急轉彎」，聲稱要更換制度，足
以證明反對派毫無理論根據，說法完全站不住腳，直斥反對派的行
為不負責任，「對人不對事，不是一個參與公務選舉應有的態
度。」他又說，香港基本法已列明行政長官的選舉安排，行政長官
選舉委員會的權限等，有一套很妥善的制度，絕非要改就改。

陳鑑林：為達政治目的亂港
全國政協委員陳鑑林批評，反對派不斷「搬龍門」，以求取最大

的政治利益。他指出，事件反映反對派非為香港市民着想，選出一
個好的行政長官，而是要達到背後的政治任務，就是要搞亂香港，
即任何人士當特首均會成為被攻擊目標，奉勸市民不要對反對派存
有任何幻想。

梁美芬：「換制度」言論違法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則指出，選舉委員會委員選的從來只是

特首，而非制度，「要換人先換制度」不能反映法律現實，更有誤
導成分。她指出，反對派的參選口號突變，反映他們並無理念，故
被他們針對者一但不選，他們的政綱就會作廢。
梁美芬指出，若論制度問題，反對派去年否決政改方案才不合
理。她表示，早前美國總統大選舉行，希拉里的絕對票明明較多，
但卻因選舉人票較少而輸，「其實不少人都發現，美國亦非一人一
票選總統，有一定限制，相比之下，去年的政改方案，其實幾rea-
sonable（合理），最終大家可一人一票選特首，只是提名方面由香
港各界精英、有代表性的人去提名。」

何俊賢：不斷在港尋「敵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直斥反對派，自恃「講乜都唔需要負責

及實踐」，不斷在香港尋找「敵人」，藉以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
試圖蒙蔽市民，而攻擊目標首當其衝就是特首，「推倒特首、打倒
中央」亦成為「慣性口號」，真真正正的為反而反。

各界斥反對派「換制度」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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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陳庭佳）多個界別的建制派團隊昨日積
極落區拉票，強調團隊少談政治、多做實事，並會以政綱來決定支持
誰人做下屆特首。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中的文化小組今屆出現
競爭，由全國政協委員、八和會館主席汪明荃及藝術發展局主席王英
偉等牽頭組成的15人團隊「文化共融」，面對反對派「文化同行」的
挑戰，昨日不敢鬆懈，先後到港九新界巡站拉票。王英偉表示，團隊
成員均由文化界最基層做到今日的位置，當中很多每日仍從事藝術創
作及表演，認為與「文化同行」相比，「我們較少政治口號，都是實
幹派。」

汪明荃：力爭幫小藝團籌資金
王英偉指，面對首次對壘，近日除了派發宣傳單張，也打電話接觸
選民，解釋團隊的政綱及理念。汪明荃則指，團隊成員從事文化界數
十年，自己也專注粵劇範疇超過廿年，「每一位都是貼地」，並指很
了解中小藝團都面對場地及資源問題，會着力爭取內地基金資助、盡
力為新一代開拓更多機會等。對於支持誰人當特首，汪明荃指無論誰
是未來特首，他們的原則仍然是選出一位既重經濟、也重民生及文化
的特首。王英偉表示，需留待日後各人公佈參選，才按照政綱、過往
記錄及班底作出選擇。
由18名知名業界人士組成的會計界團隊「V18」，昨日早上在太古
港鐵站外拉票。團隊召集人、畢馬威中國香港辦事處稅務主管及合夥
人劉麥嘉軒表示，團隊對特首候選人定下的「六大條件」，包括誠信
正直、廉潔奉公、守護香港核心價值等，不是針對任何人，強調不論
誰人參選，都會以同一個標準去衡量對方，又說團隊成員一旦當選，
會以民意調查決定支持哪個候選人。

鄔滿海：望港可選到最好特首
房協主席鄔滿海就在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牽頭組成20人

團隊「G18+」，早上在鴨脷洲海怡半島爭取支持。上屆提名梁振英的
鄔滿海表示，理解梁不競逐連任的決定，形容是「天下父母心」。
他希望可以選到最好的特首，但現階段不評論會支持誰人，要了解

候選人的能力及政綱再作決定。
今屆該界別競爭比以往激烈，由92人爭奪30席，鄔滿海指團隊成員

皆是業界的資深人士，相信能得到選民的支持和信任。團隊成員、香
港測量師學會會長劉振江就說，選民清楚團隊在業界、香港均作過不
少努力及建設，形容團隊成員是腳踏實地、做實事的人。

昨日的選舉由約23萬名合資格選民投票選出25個界別分組或小組共733名選
委，有1,239名候選人競逐。投票率在首小時開始已經高開，一直比上屆同

時段為高，甚至曾經高出一倍。截至下午5時 30分，累積投票率已經錄得
29.13%，高於上屆總投票率27.60%，一小時後累積投票率更達32.61%，打破
2005年選委會補選的30.35%紀錄。截至晚上9時30分，累積投票率為42.38%，共
有98,215名合資格選民投票。

多界別角逐激烈 投票踴躍
截至晚上 9 時 30 分，首五個投票率最高的界別依次為港九各區議會
（92.79%）、鄉議局（89.12%）、酒店界（83.33%）、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
界的演藝小組（82.11%）和新界各區議會（81.17%）。
在多個競爭激烈的專業界別，選民踴躍投票，在截至晚上9時30分投票率，比

上屆同時段高出雙位數百分點。競爭最激烈、由94人角逐30席的衛生服務界，投
票率為31.26%，比上屆同時段高出18.29個百分點，資訊科技界的投票率更比上屆
同時段高超過20個百分點，達59.21%。
譚志源在下午巡視票站後預期，投票率及投票人數都會比上一屆高，代表選委

會的選民重視這次選舉。他指，選委會負責提名和選出下一任特首，「由於在去
年6月，特區政府所提出的普選行政長官方案被立法會否決，故2017年行政長官
選舉和今天這個相關的選舉委員會選舉，都是沿用上一屆的做法，當然這方面是
比較可惜的。」
他又指，選委會在未來政制發展或政治制度的演變上，並沒有法律上的角色和
責任，「在政改方面的法律上角色和責任，當然按照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一，是由
行政長官、立法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

馮驊：共收到16宗選舉投訴
對於是次投票率高，有否重演9月立法會選舉「排長龍」等投票的現象，選舉管

理委員會主席馮驊表示，早上有個別票站需要排隊，但人龍不算長，而是次租用
了比較大的場所作為票站，也安排了足夠人手協助投票，相信不會再出現此情
況。他又不評論投票率，「我們一向對投票率沒有任何評論，我們知道投票率有
很多原因，這留待其他人分析。」
馮驊又指，截至下午3時，共收到16宗投訴，3宗關於拉票安排，例如競選團隊
在禁止拉票區拉票，也有投訴與選票有關，指選票沒有候選人背景資料或蓋印位
置太小等。他認為每個界別席位多，候選人也多，唯一合理做法是濃縮印刷，選
票無法放很多資料。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投票率
界別分組／小組 投票人數 累積投票人數 累積投票率

商界（第一） 1,005 564 56.12%

金融服務界 591 415 70.22%

酒店界 120 100 83.33%

保險界 120 93 77.50%

旅遊界 1,223 685 56.01%

航運交通界 192 148 77.08%

批發及零售界 6,526 1,972 30.22%

會計界 26,001 11,182 43.01%

建築、測量、 7,370 4,273 57.98%
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中醫界 6,143 2,415 39.31%

教育界 80,643 30,740 38.12%

工程界 9,405 5,117 54.41%

衛生服務界 37,387 11,686 31.26%

高等教育界 7,497 3,499 46.67%

資訊科技界 12,085 7,156 59.21%

法律界 6,769 3,310 48.90%

醫學界 11,189 5,548 49.58%

勞工界 630 458 72.70%

社會福利界 14,115 6,767 47.94%

體育、演藝、文化及 190 156 82.11%
出版界（演藝小組）

體育、演藝、文化及 1,356 951 70.13%
出版界（文化小組）

體育、演藝、文化及 634 475 74.92%
出版界（出版小組）

鄉議局 147 131 89.12%

港九各區議會 208 193 92.79%

新界各區議會 223 181 81.17%

總數 231,769 98,215 42.38%

註︰截至昨晚9點半的投票數字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公報 整理︰甘瑜

■■20162016年選委會選舉總點票站的工作人員將年選委會選舉總點票站的工作人員將
投入緊張的點票工作投入緊張的點票工作。。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汪明荃、王英偉等率領「文化共融」團隊昨日到港九新界多區介紹理念，積極
拉票。 翁麗娜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