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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6 比 4 定律」建制得票勁升
反對派新東票倉大失血 證炒作政治喪拉布乞人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朱朗文、沈清麗）立法會選舉過去有
所謂 6 比 4 的「黃金定律」：即反對派與建制派在每次選舉的得票約為 6
比 4，但是次 3 區補選兩者的差距就明顯縮窄：反對派在 3 個地方選區的
整體得票率大跌至 47.4%，建制派則大幅上升至 43.2%。各界分析，所
謂「黃金定律」近年已被打破，是次差距進一步收窄，與選民厭惡拉
布、無休止的爭拗等有關，而唯一身為被 DQ 當事人的姚松炎被「二度
DQ」，更證明 DQ 等反對派主打的政治議題已不再奏效，選民在投票時
會傾向更多地考慮地區工作以至民生議題，令建制派的優勢更明顯。
3 個地方選區中，反對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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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視為其「票倉」的新界東


的跌幅最大。反對派的范國威雖
然勝出，但其得票率在 3 區中最
低，僅得 44.6%，建制派的得票
率則有37.1%。
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和反對
派的差距收窄了近 16 個百分點，
令雙方實力更為貼近。
被形容為「奇蹟」攻下議席的
九龍西，建制派的得票率上升了
逾 13 個百分點至 49.9%，港島區
也上升了近 8 個百分點至
47.2%。反對派的得票率，在九
龍 西 為 48.8% ， 在 港 島 區 則 為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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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趨團結 反對派內耗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坦言，所
謂反對派與建制派的6比4得票率這比例近
年已不斷收窄，但是次在單議席單票制
下，反對派在地區直選的優勢仍然減少，
主因是建制派越來越團結，反對派則不斷
內耗。
另一方面，反對派缺乏地區工作，每次選
舉都炒作政治議題，以激起支持者的投票意
慾，但他們今次炒作「DQ」、人大釋法、
「一地兩檢」等，市民都反應冷淡，無法成
為催票力量，但反對派至今仍有一定實力。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
立功則形容，反對派今次並非慘勝，而是
慘敗。港島的區諾軒只險勝對手陳家珮
9,000多票，反對派更失去新界東這個「票
倉」，區內建制派與中間派的得票加起來
已遠遠拋離范國威的得票。

炒作政治議題難掌握民情
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認
為，建制派一直注重地區工作，建立了強
大、深入及堅實的地區網絡，令他們在每
次大型的選舉都較易動員，也容易估算到
支持者的數目，對拉票及選舉部署的方向
掌握更好。相反，反對派傾向炒作政治議
題，不容易掌握民情及手上「鐵票」。
民建聯會務顧問、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

■3 名建制派候選人的得票率都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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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譚耀宗認為，民建聯在九龍西取得 1 席，
除了鄭泳舜本身條件好外，姚松炎以「反
DQ」為選舉工程的主調也不成功，最後
更被選民「第二次 DQ」。在新界東，建
制派與反對派本實力懸殊，但鄧家彪是次
得票也比前年參加新東補選的周浩鼎的得
票多了 2,000 多票，范國威則較前年楊岳
橋及梁天琦相加更少。

姚松炎吸「獨」得不償失

兩大陣營得票率變化










粘連「自決」
「港獨」實倒米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認為，選舉結果反映
傳統反對派一旦與「自決」及「港獨」走
在一起，必定「倒米」，即使大打「反
DQ」悲情牌亦無作用，因為中間路線、
溫和反對派都不受這一套，這在九龍西及
新界東特別明顯。
經民聯副主席、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林健
鋒表示，反對派得票錄得新低，相信反映
了市民厭倦議會拉布及議員不講實話。未
來，建制派要更團結，多做實事，物色有
幹勁及知名度的人選，爭取餘下 2 個有待
進行補選的議席。
「實政圓桌」召集人田北辰指出，在前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建制派與反對派在九
龍西和港島的得票是四比六，今次補選卻
分佈平均，原因是建制派較為團結，光譜
聚焦，反之反對派的光譜較闊，而
「DQ」 一 事 並 沒 有 在 社 會 引 起 很 大 迴
響，大部分市民都不會接受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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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九西之戰反映民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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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泳舜及其核心團隊上台接受勝選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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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鄭泳舜是新一代政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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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梁君彥：當選者下周三宣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清麗
北京報道）立法
會補選結果昨日
揭盅，立法會主
席梁君彥昨日
■梁君彥 香港文匯報
指，將安排 4 名當
記者沈清麗 攝
選者在下周三立
法會會議宣誓。他不擔心會再出現宣誓風
波，並相信新當選者會真誠準確地宣誓。
本屆立法會有 6 人未依法宣誓而喪失議
員資格，正在北京出席全國兩會的梁君彥
昨日祝賀 4 名當選的議員，期望他們能盡
議員的責任，監察政府及審議法案，盡心

盡力為市民做事。
他又期望大家有合作空間，亦希望行政
立法關係繼續改善，一起盡心盡力為香港
做事。他不認為是次補選結果將令立法會
審議項目變得容易或困難，立法會會專業
地審議。
梁君彥不擔心下周三就職宣誓時，會再
出現宣誓風波，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
已經講得很清楚，對宣誓的形式作清楚的
界定，而立法會秘書處會於短期內舉行簡
介會，準確地向新當選者介紹宣誓的要
求，相信剛剛經過辛苦選舉的議員，會真
誠、準確及莊重地宣誓，他亦會按釋法提
出的客觀條件監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3 名地區直選
候選人，特別是九龍西的姚松炎，在選舉期間明目張膽
許下承諾，聲言一旦勝出會月捐薪金的 8 萬元成立基
金，讓包括「港獨」組織在內的政團繼續「抗爭」，但
最終落敗收場。有政界人士分析，「港獨」不得民心，
姚松炎等人要吸「獨」，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可增加票
源，惟其他普羅市民就會予以離棄之，結果得不償失。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指，議員應帶領選民走向正確的方向，姚松炎等人為當
選而試圖以「美麗的承諾」來吸引「獨派」的選票，反
映其投機的本質，絕不是可以交的朋友，難怪不少「獨
人」也不願埋身。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指出，是次選舉的結果，已
證明市民對過去一段時間的議會亂象感到十分討厭，特
別是拉布不斷令議會議程「大塞車」，令很多改善民生
的撥款項目無法如期通過，香港在亞洲的領導地位逐漸
被鄰近地區所超前。
他續說，姚松炎是「自決派」的代表人物，現在更吸
「獨」，刺激了選民在今次補選中用手中的選票，向這
些搞事分子表達心中的不滿，再一次將之 DQ，這已經
是十分清楚的信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李望賢、盧靜怡、馬
靜 北京報道）建制派在今次立法會九龍西補選中出現
「突破口」，多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均認為這反映了民
心所向，反對派激進所為不得民心。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表示，是次選舉的結果反
映了民心所向，說明市民覺得這個選擇是合理的，利於
香港健康發展，希望未來立法會能夠更加理性處理香港
事務，不要因為種種原因拉布，「現時香港人覺得這種
文化不太符合潮流了。」
香港中華廠商會永遠名譽會長施榮懷指，今次補選
打破「6 比 4」，顯示選民用手中的選票表達對過去
議會不停拉布的不滿，自己對今次補選結果感到滿
意。
明匯智庫主席曾智明認為 ，選舉結果比想像中好，
但還是對新民黨的陳家珮於港島區敗選感到遺憾。他又
認為，是次補選投票率不高，反映港區代表和委員要多
做工夫，讓更多沉默大多數發聲。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會長楊志紅表示，選舉結果說明
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選擇能真正在立法會做事的
人，也反映市民都非常反對激進行為，期待香港穩
定，「市民的心也嚮往安定的香港，想亂的人只是一
小部分人。」

憑實績加活力 打敗「空降明星」
在今次九龍西選戰
中，面對反對派「政治
明星」、面對接連的抹
黑攻擊的鄭泳舜，打破在立法會補選「單
對單」時「必敗」的「宿命」。除了客觀
因素外，還有主觀因素。有學者分析，鄭
泳舜是新一代政治人，年輕、有活力，還
有地區工作的實績，令人眼前一亮。是次
勝出，反映市民期望政壇需要新面孔，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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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派未來應該慎重考慮培訓新血。
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
指出，姚松炎是次「空降」參加九龍西補
選，既無地區工作的實績，區內也沒有自
己的「樁腳」，只能依賴其他反對派組織
拉票，但又迷信於網絡動員。
反觀建制派，鄭泳舜經過多次選舉洗禮，擔
任深水埗區議員已經10年，一直在地區深耕細
作，建立了穩定的票源。有朋友在6年前就已

經告訴他，鄭泳舜做地區工作十分勤力，這是
他是次打敗反對派候選人的一大原因。
宋立功認為，政壇正面臨換血的命運。
鄭泳舜年輕、有活力的形象，令人眼前一
亮，無形中產生了好感及「選民緣」。根
據是次補選的經驗，他認為各政黨應利用
未來兩年積極培訓新血，在下次立法會換
屆選舉時起用更多有能力的新面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