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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加快提高軍隊戰鬥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2日上午出席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
會議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會議。習近平指出，黨的
十八大以來，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大開大合、大破大立、蹄
疾步穩，實現了我軍組織架構和力量體系的整體性、革命性
重塑，有效解決了制約我軍建設的體制性障礙、結構性矛
盾。要扎實推進政策制度改革，加快構建現代軍事政策制度
體系，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堅定不移把改革進行
到底。要堅持用改革的思路和辦法解決練兵備戰工作中存在
的突出問題，大抓實戰化軍事訓練，加快提高我軍戰鬥力。

詳刊 A2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昨日出席十三屆全國
人大一次會議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
團全體會議。這是會議開始前，習近
平親切接見與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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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西候選人
九龍西候選人、
、 民建聯的鄭泳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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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敗代表反對派參選的姚松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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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立法會宣誓風波引發立法會 4 個議席的
補選，結果昨晨揭盅。建制派候選人在跨
黨派團結支持下，成功取得九龍西地區直
選，以及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共 2 個議席。九龍西候選
人、民建聯的鄭泳舜以 2,419 票之優勢擊敗代表反對派參選、在 DQ 後尋求
「敗部復活」的對手姚松炎，這是香港回歸後建制派首次在立法會單議席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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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票制選舉中獲勝。鄭泳舜指出，是次勝出是因為跨黨派不分彼此團結一致地
為香港發聲，並承諾上任後一定會務實、理性地議政。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姚一度拒認輸
重點票難改敗局

民建聯前主席譚耀宗則形容，姚松炎今次是被選民「二次 DQ」，反映其言行
不得民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尚有相關新聞刊 A3 至 A6 版）

在是次立法會補選中，代表建制派參選建
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的謝偉銓

先拔頭籌，新界東的鄧家彪與港島區陳家珮
則飲恨（見另稿）。
最後宣佈結果的九龍西，由鄭泳舜取得突
破，擊敗代表反對派參選的姚松炎：鄭泳舜是
次取得 107,479 票，得票率 49.9%，姚松炎則
獲105,060票。

鄭泳舜：一定務實理性議政
雖然姚松炎要求重新點票，但「賽果」依
舊。在台上等候選舉主任宣佈選舉結果時，鄭
泳舜面帶笑容，不時向台下支持者點頭示意，
姚松炎則木無表情。當選舉主任正式宣佈結果
後，鄭泳舜即向台下支持者鞠躬致謝。
鄭泳舜其後在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建制派
新界東候選人鄧家彪及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
健與麥美娟陪同下會見傳媒。
鄭泳舜表示，過去一段時間，不少市民都
希望社會減少爭拗，多開展民生工程，是次勝
出，並非因為自己個人，而是建制派不同政黨
的力量不分彼此團結一致地為香港發聲。
他感謝一眾義工及選舉團隊一直不眠不休

地爭取每名市民的支持，及市民讓他有機會服
務大眾，並承諾一定會務實、理性地議政。

李慧琼：證明市民厭惡內耗
李慧琼形容，九龍西選區在跨黨派支持下
首次在單議席單票制選舉中取勝，是建制力量
零的突破及得來不易的成就，並證明許多市民
均十分希望香港不要再內耗，也不認同透過宣
誓時「搞花招」。
她說：「議會是做事的地方，不是宣揚
『港獨』的地方，今次結果對市民有交代，也
是好大的鼓舞。我們會繼續爭取沒有投我們票
的人的支持，也要多謝過去一段時間的義工與
團體到票站拉票，沒有大家的幫忙就沒有這樣
的成績。」

黃國健：建制團結合作勝果
黃國健則指，反對派將是次補選與 DQ 劃上
等號，而姚松炎正好是 DQ 事件的主角，是次
九龍西補選的結果，證明市民覺得 DQ 4 人的
議員資格並無做錯。建制派是次團結合作是成
功的開端，相信跨政黨合作無私的關係可持續
下去。

是次補選的 4
個議席中，以九
龍西地區直選戰
情最為緊湊，代表建制派的鄭泳舜與
代表反對派的姚松炎在點票過程中互
有領先，一度僅得 20 票差距，令雙方
支持者十分肉緊。點票臨近尾聲時，
姚松炎更一度拒絕承認落敗而要求重
點，但最終未能改變落敗結局。



點票叮噹馬頭 鄭險勝兩千餘票
前晚投票時間結束後，大部分地區
直選的票站即時進行點票，有傳媒早
在深夜 12 時 10 分已公佈姚松炎於美
孚北票站取得 2,330 票，暫時領先在
該票站取得 1,806 票的鄭泳舜逾 500
票。
其後，根據選管會不斷更新的消
息，兩人一直叮噹馬頭。至凌晨約 1
時 45 分，姚松炎累積獲 72,857 票，
僅領先鄭泳舜 20 票。鄭泳舜其後反超

前，約 2 時半，他累積獲得逾 91,400
票，將優勢拉開至約1,600票。
姚松炎約於凌晨 3 時半抵達位於會
展中心的中央點票中心。根據公佈，
選管會於 2 時 49 分更新九龍西區 65
個已完成點票的票站（共有 72 個票
站）結果。當時，鄭泳舜已取得
93,910 票，以逾 2,200 票之差領先獲
得 91,643 票的姚松炎，可謂勝券在
握，鄭泳舜的支持者十分雀躍。選舉
主任亦按慣例於完成 90%點票工作
後，直至有最終結果才正式宣佈。
惟現場記者及到場觀看結果的市
民，苦等近兩小時仍未有最終結果，
原來是姚松炎團隊拒絕承認敗選，以
票數太接近為由要求重新點票，並獲
選舉主任允許。不過，選舉結果並未
因此而改變，經重點後，兩名候選人
各只有數票誤差。選舉主任於昨日 8
時正式宣佈鄭泳舜當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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