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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專業得票增 45% 偉銓 KO「僭建文」
擊敗選舉期間捲入僭建醜聞的對手司馬
文，重奪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
劃及園境界」議席。他在選舉結果公佈
後形容，是次選舉結果捍衛了業界的專
業，表示日後將團結業界監察政府，以
及加強與業界溝通。

重返立會 證專業勝外行
■謝偉銓重奪立法會議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建制派的
謝偉銓在立法會補選中以2,929票勝出，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補選的投票率約為 70%，約 5,300 名合
資格選民參與投票，最終由在2016年立
法會換屆時競逐連任失敗的謝偉銓勝
出，相隔兩年後重返立法會。
謝偉銓在補選中取得 2,929 票，得票

數 目 較 2016 年 時 的 2,009 票 增 加 約
45%，其得票率為 55.5%，於換屆選舉
中他與另一建制參選人林雲峯的總得票
率接近，而對手司馬文只得2,345票，較
當時以 2,491 票勝出選舉的姚松炎少逾
100票。
司馬文在選舉期間被質疑根本沒有建
築、測量、都市規劃或園境相關專業資
格，謝偉銓對自己可以重返立法會感到
開心，並形容是次選舉結果捍衛了業界
的專業，「這次是一個有專業資格和沒
有專業資格的人士競選，但應以專業性
來作代表。」
他承諾，在重返議會後會團結業界監

察特區政府，包括跟進律政司司長鄭若
驊的僭建事件，希望對方能到立法會向
大眾開誠佈公地交代，甚至不排除會用
特權法傳召她到立法會作交代。

增業界溝通 助港青上流
謝偉銓同時稱會加強與業界溝通，
「今次有部分會員無支持我。我會繼續
與他們接觸，聆聽意見，將他們的意見
帶入議會，捍衛專業。」他希望能促使
政府採納業界的專業知識，為年輕人製
造機會，令他們有上流機會。
在選舉結束後，謝偉銓向建築師、測
量師、規劃師及園境師發表公開信指，

今次補選是一場守護專業的硬仗，自己
今次勝出，並非他個人，而是整個建測
規園專業的勝利，是捍衛專業的勝利。
「未有投票支持我的選民，我定必繼
續爭取，吸納你們的意見，為守護和推
動專業，監察政府，建設美好香港而繼
續努力。」
在稍作休息後，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
謝偉銓，昨晨把握機會四出向選民謝
票，並於下午返回北京繼續會議。
「沒有業界同仁的支持，就沒有今次
的勝利！我進入議會後，會做好橋樑的
角色，發揮建測規園的專業力量！」謝
偉銓說。

「舜」創奇蹟 瞬即落區
Vincent：力解舊區重建醫療配套 貢獻自己服務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補選九龍西當選人、民建聯
鄭泳舜（Vincent），創造了奇蹟。昨日下午，他和助選團隊第一時
間落區答謝市民，首站就是深水埗。他表示，自己踏上一個新平
台，會盡力解決深水埗的樓宇維修、舊區重建及醫療配套等問題，
以及各項民生議題，特別是新年度預算案紓困不足的問題，「我會
加倍努力，貢獻自己、服務市民、落實政綱、改善施政，不負大家
所託。」

鄭泳舜及其團隊先到深水埗謝票，首
站就到福華街。他向街邊排檔的街

坊致謝，並承諾必定繼續關顧民生、做
實事，致力處理地區事務。一眾街坊都
非常熱情，部分更飛身與 Vincent 握手
及擁抱。

首站從政起點深水埗
鄭泳舜在接受訪問時解釋，選擇由深
水埗福華街開始謝票，是因為該處是他
的從政起點。他自己在區內擔任區議員
超過 10 年，熟悉深水埗的社區問題，包
括樓宇維修、舊區重建及醫療等。未
來，他一定在立法會這個新平台上盡力
處理。
鄭泳舜續 說 ， 自 己 在 競 選 的 過 程
中，聽到有不少市民不滿有當選議員
者在宣誓時「加料」甚至發表辱國的
言論，最終要浪費公帑進行補選，相
信市民都通過投票支持他，來表達他
們對被 DQ 者所言所為的不滿，加上
建制派陣營內不分黨派都全力支持
他，才能夠取得今次的成績。
在談到兩區拍檔：新界東的鄧家彪及
港島的陳家珮時，鄭泳舜指出，兩人雖

然落敗，但仍取得超過 10 萬票，反映建
制派得到很多市民的認同。
今次是逆境戰，自己一直在打「落後
波」，惟有心無二想，全力以赴，最後
微勝，提醒了建制派一定要做好工作。
進入立法會後，他會在民生議題上反映
市民的意見，特別有很多市民對上月底
公佈的新年度財政預算案感到不滿，他
會與黨友商討後約見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

堅信建設力量助港回正軌
鄭泳舜還在 facebook 分享了自己的當
選感受，就有如經歷了一次奇妙的旅
程。根據過往同類選舉的經驗，建制派
往往只佔四成選票，要勝出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但他敢於出戰，是因為
相信肩負着建設力量對香港可重回正軌
的期望，且自己並非孤單一人，建制派
空前的團結是最好的證明。
他是次勝出，是建制派的勝利、建設
力量的勝利，更證明市民需要一位「做
實事嘅議員。」進入議會後，他定必履
行承諾，理性、務實議政；為民生、做
實事，並繼續致力處理地區事務。

家彪不離棄 盡顯兄弟情
經過連日拉票活動
及選舉日「直踩」
後，多名候選人抵達
中央點票中心後均顯疲態。新界東的鄧
家彪在昨日凌晨 4 時獲選管會確認落敗
後並無即時離去，而是繼續坐在台下，
和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黃國健和麥美娟等人一起陪同鄭泳舜
靜候九龍西的選舉結果。
即使在 4 時 50 分獲悉九龍西需要重點
選票後，鄧家彪依然不離不棄，盡顯戰
友及兄弟情誼。
在眾人等候期間，或閉目養神，間中
交頭接耳，待選舉主任正式宣佈九龍西
結果後，即時一起上台與鄭泳舜道賀，



■鄧家彪待選舉主任正式宣佈九龍西補
選結果後，即時上台與鄭泳舜道賀。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一起分享對方勝選的喜悅，麥美娟更拿
出手機一起自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鄭泳舜及其團隊首先到深水埗福華街謝票，部分街坊更飛身與Vincent握手及擁抱。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家彪不餒：
「細水長流」服務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建制派新
界東候選人鄧家彪在今次補選中獲得
152,904 票，以 30,858 票之差，不敵獲反對
派支持的范國威。鄧家彪表示，不會因為是
次敗選而氣餒。他會與整個競選團隊檢討敗
因，而服務市民是「細水長流」的工作，工
聯會與民建聯團隊會繼續在新界東服務。
在前晚開始點票後，鄧家彪於初段曾一度
領先主要對手范國威。選管會在昨日凌晨 1
時 07 分更新結果時，鄧家彪在已點算的
54,366 票中取得 24,375 票，以近 2,700 票之
差領先范國威。不過，對手迅速反超前。在
已 完 成 點 算 90% 選 票 時 ， 鄧 家 彪 取 得
133,121票，落後范國威逾26,000票。
在選舉結果正式公佈後，鄧家彪第一時間
向其廣大支持者及義工表示感謝。他認為，
今年投票率低，可能是自己選情失利的原
因，而且和2016年的換屆選舉比較，今次沒
有明顯的激進「本土派」參選人，可能有助

■鄧家彪
在 fb 發帖
「我坦然
接受今次
的選舉結
果」。
fb圖片
范國威勝出。

證建設力量助港前進
他坦言，建制派在新界東的選情向來艱
難，並非佔優的一方，故他不會就此氣餒，

而是與整個競選團隊深入檢討敗因，工聯會
與民建聯團隊會繼續在新界東服務。
他強調，是次補選結果也證明只要建制派
及建設香港的力量衷誠合作、團結一致，必
定能在「求大同、存小異」下向前發展。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亦指，鄧家彪取得15萬
票已證明建制派於新界東一直獲得支持，
「大家明白補選是相當艱難，阿彪已做得相
當不錯了，我們會繼續努力。」
鄧家彪其後在 facebook 發帖「選民作出了
他們的選擇，我坦然接受今次的選舉結
果」。
他表示，非常感謝過去五十多天與他並肩
同行的戰友，面對日曬雨淋仍將「跨越矛盾
紛爭 共享發展成果」的參選理念傳遞到每
名選民手中。他感謝戰友們支持真正建設香
港的理性聲音，更勉勵他們不要氣餒及洩
氣，「未來仍有很遠的路，阿彪定必與大家
並肩攜手，結伴同行，讓香港變得更好！」

承諾加
「珮」
努力「海怡居民，多謝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補
選圓滿結束，首次「擔大旗」的新民黨陳家
珮，昨日以不足 1 萬票之差失落港島區議
席。她未有輕言氣餒，並認為兩陣營的得票
率距離收窄，打破過往 6 : 4 的所謂「黃金
比例」，成績已經不俗。她再次感謝市民、
助選團及各政黨的鼎力支持，其間一度感觸
落淚，並承諾未來會加倍努力：為議會、為
社會注入理性聲音的決心始終不變。

家珮不足萬票飲恨
立法會補選港島區結果昨日凌晨公佈，反
對派的區諾軒取得 137,181 票，陳家珮則取
得 127,634 票，以不足 1 萬票飲恨議席。面

對反對派支持者高叫口號及歡呼，陳家珮在
台上依然展現微笑，並與區諾軒、伍廸希分
別握手。
她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坦言，對於未能晉身
議會有點失望，但距離對手所得票數僅差
9,000 多票，打破過往反對派及建制派 6 : 4
的「黃金比例」，成績已經不錯。
陳家珮強調，「單議席單票制」下的補選
是場「硬仗」，過往建制派從未試過獲勝，
若勝出是「將不可能變可能。」是次最大收
穫是團結了不同黨派，令更多人認識她，並
承諾未來日子會繼續努力，希望接下來能加
把勁，將反對派及建制派的比例進一步收
窄。至於日後會否再次參選立法會，她表示

需要交由新民黨決定。
其後，陳家珮看到在公眾席的助選團留守
至凌晨，依然為她打氣，一度感觸落淚。
其師父、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對結果感到
滿意。雖然失望少不免，但陳家珮擔任區議員
的時間不長，已得到逾12萬的高票，反映她
很有潛質，並讚揚她在短時間內進步甚多。
陳家珮昨在 facebook 發帖，感謝與她並肩
同行的支持者、社會賢達及各界團體，特別
感謝出心出力的各位義工，「記得農曆新年
那幾天，天氣非常寒冷，但義工們仍願意放
棄與家人團聚的時間，冒着嚴寒，走上街上
為我拉票，這份支持，我實在銘記於心。」
她非常感謝每一位在街上為她打氣的市

民，向她送上「加油」、「支持妳」，「因
為有你們的支持，我才有力氣走過這危急艱
苦的五十多天。」

正能量半勝 籲勿氣餒
陳家珮呼籲支持者不用氣餒，因為正能量
陣營已取得一半勝利，九龍西區及建築、測
量及都市規劃界分別由鄭泳舜及謝偉銓勝
出。她期望，未來議會能回歸理性，恢復秩
序和效率，能真正為香港解決問題。
陳家珮昨日下午已展開謝票活動，首先就
到海怡東商場外接觸市民，有支持者與她握
手及擁抱，家珮說：「海怡居民，多謝您，
我會繼續努力。」

■陳家珮
昨晨首先
到海怡謝
票，感謝
居民的支
持。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