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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立法會補選建制派打破了六
比四定律和反對派補選必勝的定
律，為建制派帶來「零的突破」，
這固然是建制年輕人耕耘的成果，
也顯示沉默大多數的力量已然覺
醒。補選結果還令反對派繼續失去
立法會分組點票的否決權，被DQ

的姚松炎敗選收場，再次證明瀆誓者失民心，有力地
維護了人大釋法和法庭判決的尊嚴。
過去補選單議席單票制的經驗顯示，建制派要贏很

難。例如2000年港島區補選，李柱銘等推舉前大律師
公會主席余若薇參選，補選結果是余若薇贏民建聯推
出的鍾樹根；2007年，立法會港島區直選勝出的民
建聯主席馬力病逝，建制派協調前保安局局長葉劉
淑儀出選，反對派支持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出
戰，補選結果是陳方安生贏葉劉淑儀；2016年2月，
因前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辭職，而引發的立法
會新界東補選，公民黨楊岳橋擊敗民建聯周浩鼎。
此次鄭泳舜贏姚松炎，反對派首次輸掉地區補
選，為建制派帶來「零的突破」，猶如為建制陣營注
入一劑正能量，大大提振下一輪補選的士氣！反對派
原先預料能成功重奪分組點票的否決權，然而結果卻
出乎反對派意料。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政府議

案毋須分組點票，但議員提出修正案，就要分組點
票。反對派續失分組點票否決權，意味即使他們對建
制派提的議案不滿，也無法利用分組點票的否決權進
行阻遏。
姚松炎與「港獨」、「台獨」勢力過從甚密，早

在2015年「社區公民約章運動」的聯署人簡介會上，
姚松炎提出「四公四零」八個重點，其中「四公」之
一就是所謂「公民自決」。由此可見，姚松炎比「香
港眾志」更早提出「自決」的概念。代表「香港眾
志」參選港島區的周庭，因為主張「民主自決」，最
終被選舉主任取消（DQ）了參選資格。
另一邊廂，一直盛傳可能被DQ的姚松炎，卻在提

名截止期最後一刻獲確認資格。如今曾因宣誓玩嘢而
被DQ的姚松炎敗選收場，未能重返議會，不僅再次
證明瀆誓者喪失民心，而且證明人大釋法和法庭DQ
姚松炎的判決得到民意支持。
為了堵塞法律漏洞，建議特區政府應再次提出修

例，在現行《立法會條例》第39（2A）條：「如有
以下情況，某人亦喪失在任何補選中獲提名為候選人
的資格」，新增第（iii）款：「根據《宣誓及聲明條
例》第21條而被取消其議員就任資格」，至於應該
半年內不能參選還是整屆會期內都不能再參選，則由
政府提出修例時再作決定。

突破香港創科發展瓶頸 把握大灣區機遇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日

前全國兩會表示，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已經寫入十九

大報告及今年的政府工作

報告中，發展規劃亦會很

快出台實施，已經提升至

國家發展戰略層面。他又

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指，

「這個大灣區搞起來，不

得了」。習近平、中央對

廣東和香港建設大灣區寄

予很高期望。特區政府今

年新出爐的財政預算案，

大手撥款 500億元支援創

科發展，特首林鄭月娥更

主持督導香港創新科技及

智慧城市發展的委員會，

這些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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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松炎敗在自視過高不得人心

在這場補選中，建制派首次實現「零的突破」，在九
龍西的地區直選中虎口拔牙取得一席，這場勝仗不但顯
示出建制派眾志成城，團結奮戰，更加反映了民意的向
背，民心求穩求變，同時亦顯示出姚松炎的自視過高，
反對派各懷鬼胎。九龍西的選戰，正正是反對派內鬥內
行的一個縮影。
九龍西一直以來都是反對派基本盤大於建制派，鄭泳
舜要突圍本來不易，這次勝選除了是建制派做了充分
部署，地區工作得到市民支持之外，反對派的互扯後
腿也是原因之一。姚松炎這次參選本身名不正言不
順，因為不敢在原來界別出選，投機地「空降」九
西，已經引發不少反對派人士非議。而他在選舉期間
一意孤行，走「另類」的選舉策略：輕視傳統的拉票
做法，例如洗樓、街站、發動樁腳等，改為大打宣傳
戰，打網絡戰，一味譁眾取寵，更搞出一隊莫名其妙
的單車宣傳隊。這些選舉策略好像很新穎、很新鮮、
很顯示出姚松炎的「特別」，但其實卻是隔靴搔癢，
純粹做騷。
不過，這還不是最重要，姚松炎的最大死因是動員不

到反對派的支持者出來。初時，不少人認為姚松炎得到
各反對派政黨支持，也得到「自決派」認可，勝算較
大。但筆者當時已指出，九西是四戰之地，姚之所得，

其他黨派所失，沒有一個黨派傻得坐大對手削弱自身，
因此不可能真心為他人作嫁衣裳。這次結果正引證有關
推斷，反對派三大板塊都沒有全力動員。
「自決派」的「青年新政」游蕙禎，一直拒絕為姚助

選，原因是她認為姚這次「空降」是「吞食」其「人血
饅頭」，同時亦不滿反對派在立法會宣誓一役與其劃清
界線。至於「教主」黃毓民，也對上次敗選耿耿於懷，
尤其是不滿反對派對其落井下石，於是配合「自決派」
的「焦土行動」，發動支持者不出來投票，看姚松炎出
醜。其實，姚在選舉前夕都心知不妙，提出設立基金爭
取「自決派」，可惜最終都是徒勞。
至於反對派其他大黨同樣是各有盤算，民協馮檢基對

於初選大敗餘怒未消，也知道如果姚松炎勝出，等待民
協的只有亡黨的結局，於是一直沒有動員，只是派黨內
的二線人物站台，做個樣子。其他大黨表面高喊團結，
但其實都知道如果讓姚松炎勝選，他很可能會賴着不
走，不會再回到勝算更低的功能組別，等如令反對派大
黨失去一席，所以根本不會真正動員。在九龍西基本上
以大黨為主格局，大黨的樁腳決定了動員能力，姚松炎
既是因為其個人有問題，也是在於市民對破壞力量的反
感，更加因為「盟友」在背後抽刀。不過，這個結果相
信是不少反對派人士所樂見。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建制派補選大勝意義重大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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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更多市民認同 穩住立法會

今年「3．11」補選成績確實讓人鼓
舞，除了反對派在選票上與建制派的
收窄，打破所謂直選「黃金六四
比」；建制派也在四席補選中勇奪兩
席。當中，鄭泳舜更實現單議席單票
制直選上「零」的突破，除了反映建
制派只要團結便有勝機，更重要是反

映胡亂宣誓的立法會議員不得民心，以及市民支持
DQ不負責任的議員。不過，我們建設力量也不能夠
因今次的成績而自滿，以免讓反對派有機可乘，在未
來的選舉中捲土重來。
無疑，建設力量取得是次戰果，除了在於上述原因，

也緣於反對派的策略性失誤。以往有指投票率低在理論

上對建制派有利。不過客觀事實是，建制派是次勝選的
選區是三區中投票率最高的九龍西；其次，以新東為
例，投票率雖然創近年新低，不過建制派和反對派的票
數收窄情況卻不似預期，不能盲目相信投票率低便會帶
來勝利的「奇蹟」，而是要繼續努力工作，為市民服
務，讓每個市民也為香港站出來，為香港前途投下理
性、務實的一票，不要讓反對派有機可乘。
總括而言，反對派在九龍西定必想方設法希望捲土重

來。故我們建設力量除了要繼續為國家及香港的前途而
保持高度團結，更要做好工作，開拓更多中間游離票，
爭取更多市民認同，趕走所有破壞香港及所謂「港獨」
分子，真正穩住立法會這座橋頭堡，讓香港保持繼續繁
榮穩定。

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新界青聯智庫召集人 沙田區議員

預算案與民共享措施保守

現屆政府首份財政預算案出爐，在財
政盈餘高達1,300億、財政儲備過萬億
的情況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無論在投
資未來和「派糖」方面，都可謂有足夠
「彈藥」出招，而今次預算案也打破以
往公共開支佔GDP比例一般不超過20%
的「金科玉律」，達到21%，以回應社

會和經濟需要。
特區政府採取具持續性發展的長遠規劃，包括大手筆

為創科新興產業提供有利條件、強化傳統服務業發展、
提升教育質素，以及加大投入醫療體系服務等，都切實
地為香港未雨綢繆，總體值得肯定。不過，在庫房「水
浸」下，政府依然「錫住荷包」，未有推出更多還富於
民、紓解民困的措施，難免令普羅市民，尤其是生活在
水深火熱的基層大失所望。
以往不少中產總是慨嘆交稅多，受惠少，今次預算案

提出寬免差餉、稅項和提高子女或父母免稅額等措施，
都令中產嚐到甜頭。但對低下階層而言，預算案與民共
享經濟成果方面仍太保守。特區政府在連續兩年盈餘逾

千億元和超過一萬億元儲備，絕對有條件魚與熊掌兼
得，既可加大力度投資未來，也可透過即時派糖派錢，
紓緩低下層燃眉之急。
為博掌聲而胡亂派糖當然不負責任，但正如新社聯的

建議，假如向每名香港市民一次性派發至少3,000元，
這約200多億元的支出，既不影響長遠投資，也可與民
更好地共享財富，避免不同階層人士成為「漏網之
魚」，又何樂而不為？盼望特區政府能充分聽取民意，
盡快制定更多短、中、長期惠民措施，真正取之於民，
用之於民，締造和諧社會。

鄧開榮 新社聯副理事長

小啟
本報昨天A13版文章《反對派倡派錢 阻政府投

資未來》，提及「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就有20億
元是用來在『河套區』做土地平整工程」，經核查
後有關金額應為200億元。特此更正。

是次立法會補選以約42.7%的投票率結束。在不計
算2010年五區補選的情況下，相較以往香港島兩次
補選（2000年的33.27%；2007年的52.06%）及新界
東一次補選（2016年的46.18%），是次立法會補選
投票率偏低。
偏低的投票率的主因很大機會來自「非建制派」表

現相對不穩。其候選人未能取回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
舉中的得票：姚松炎獲10.5萬票，為換屆選舉17.7萬
票的 59.3%；區諾軒獲 13.7 萬票，為 22.9 萬票的
59.8%；范國威獲18.4萬票，為34.8萬票的52.9%。
相比之下，建制派表現相對穩定。2016年立法會

換屆選舉中，建制派候選人分別於香港島、九龍西及
新界東獲得14.7萬票、10.2萬票及17萬票（只計算
民建聯、工聯會及新民黨選票）。是次補選建制派候
選人分別於香港島、九龍西及新界東獲得12.8萬
票、10.7萬票及15.3萬票，取回87.1%、104.9%及
90%。相較「非建制派」，建制派於協調上更能克服
派系之間的矛盾、利益衝突等問題。
這裡我們需要考慮的是，「非建制派」選民為什
麼投票的積極性較低。有關因素可從整體香港狀況、
氣氛的宏觀層面以至個別候選人的微觀層面來分析。
宏觀層面而言，香港經濟狀況較好等，令選民傾

向認為沒有迫切性去投票。而且，補選前不久為農曆新
年，節日氣氛令各陣營的選舉工程的影響力減弱，未能
營造更大的選舉緊張情緒。還有，是次補選為單議席
單票制，候選人需要向政治光譜的中間位置靠攏，有
別於比例代表制之下激進政治力量能在政治光譜上找
到生存位置。若然「非建制派」候選人本身被視為較
「激進」，更不利其於單議席單票制下的表現。
中觀層面而言，雖然「非建制派」候選人都針對
取消參選資格及議員資格、財政預算案、內地修憲等
議題出招，但是有關議題只是短時間內被「炒熱」，
後期若隱若現，未能成為動員的焦點。而且，這些議
題上，即使是「非建制派」的選民，也未必一面倒支
持其陣營的決定及表現，或認為有關議題貼身。
舉例而言，是次補選是因為有政客喪失議員資格
所引起，但是此結果之所以出現，是因為這些議員的
宣誓在法律上未能過關，這可能令部分「非建制派」
選民失望，打擊其投票意慾。還有，是次補選中，充
斥着大大小小「非建制派」內部的負面消息，令部分

選民生厭，選擇不投票。
微觀層面而言，三個選區的候選人各自面對不同

的問題：香港島方面，「非建制派」本身擬派周庭參
選，但是周被取消參選資格，由知名度較低的區諾軒
頂上。在眾多「非建制派」人物和政團的線上線下宣
傳、跟對手的激烈爭辯等因素下，區諾軒於一個月多
的時間內快速提高知名度，取得部分「非建制派」支
持者投票，也不容易；其於選舉期間被揭發曾焚燒基
本法，難免令到部分溫和反對派選民對其卻步。
新界東方面，本身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范國威被指
跟「本土派」之間的關係一般，部分「本土派」更宣
揚「焦土策略」，令范國威最終只能取得18.4萬
票，遠低於2016年新界東補選中梁天琦與楊岳橋合
共取得的22.7萬票。
九龍西方面，姚松炎最終敗選，原因是他作為

「空降」、無政團背景的候選人，並不像區諾軒及范
國威本身為區議員，更需要強而有力的地區組織支
持。但是姚氏的選舉重心被指更多放於線上，未能很
好地展開地區工作。更甚的是，「非建制派」初選的
討論，引起馮檢基與「Plan B」的爭議。雖然馮氏於
選舉期間曾為姚氏助選，但是對馮氏的支持者而言，
印象更深的是初選的矛盾，即使樁腳盡力拉票，也無
助扭轉選民的投票意慾。
總的而言，建制派於補選的地方選區取得一席，
反映其更團結、動員能力更佳。是次選舉結果令「非
建制派」陣營以至支持者彌漫一定的悲觀情緒，這會
否令稍後的立法會補選出現「鐘擺效應」，令人關
注。

立法會補選「非建制派」得票大打折扣
陳振寧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秘書長

■反對派輸在不得民心，圖為選管會進行點票。

兩個須解決的樽頸問題
同時，我們要清楚知道，大灣區建設面臨兩個必須

解決的樽頸問題。第一，香港和廣東是兩個不同的關
稅區，由於歷史的原因，兩地的人員、貨物、資金、
信息要便捷流通，仍有障礙，一定要採取措施，既要
保持「兩制」的區別，又要減少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
流的阻隔，提高整合效率，產生協同效應。特區政府
應盡量減少通關手續，香港的電視頻道應該對內地開
放，讓700萬香港同胞可以及時看到內地的電視節
目，了解國家經濟、科技和文化的迅猛發展，開拓眼
界，更主動融入內地。
第二，香港的科研人才存在短板，特區政府必須在

人才輸入政策、勞工條例方面進行調整，使香港成為
最自由、最活躍的科技人才薈萃地，形成人才規模效
益，使全世界最頂端的人才都願意向香港跑。香港雖
已有輸入優才的入境政策，但成效不彰，主要有兩個
原因：
其一，審批制度不透明，繁文縟節很多，本港企業

成功引入外地人才的機會很低，感到氣餒，初創企業
要引進人才就更難，這種不合時宜的做法應該加以改
善；其二，香港科研人才的工資水平較低，其工資待
遇僅及新加坡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香港理工科大
學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工作了兩三年，工資水平仍然
在兩萬元左右，導致大量香港畢業的理工科學生轉
行，從事與自己專業不相符的工作。這種形勢不改
變，香港產業升級將如蝸牛一樣緩慢前進。
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值得探討。第一，入境處、勞

工處應該鼓勵更多學者和科研人員短期來港交流活
動，參加短期工作，凡是與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新
能源、新材料、5G通訊技術和互聯網芯片、新藥物
等領域有關的科研人員，來港交流，停留3個月以
下，不需要申請臨時工作簽證。如果連續兩年進行短
期的研究合作，得到香港的大學、研究機構、初創企
業的推薦，可以給予臨時身份證，住滿了7年，可以
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第二，上述領域的專業人才，如果在香港創業，5

年之內不徵收公司利得稅。第三，鼓勵香港的本地財
團，投資上述科技行業，購置研究所用的機械、儀器
享有免稅優惠，屬下的初創公司，5年之內不徵收公
司利得稅。第三，特區政府在大嶼山的東涌一帶，興
建科研人才的住宅區，讓其獲得較好的居住環境。第
四，獲得臨時身份證的科研人員，可以享受香港的醫
療福利，子女可以進入政府津貼的學校讀書。

此外，為鼓勵香港的理工科專才北上發展，特區政
府應與廣東省簽訂協議，讓這些人才在內地工作，不
必在內地繳稅，仍在香港納稅，香港給予其5年的免稅
優惠，並且每月提供4,000元交通津貼。來往珠三角和
香港之間的長途巴士，不要徵收過境費用，取消北上
工作的青年、科研人員乘搭東鐵線從上水到出入境口
岸的「變相人頭稅」，讓其享受較便宜的火車票。

成為大灣區金融服務中心
香港還可仿效新加坡，設立公私合營的「香港淡馬錫

公司」，專門投資有前景的初創企業，投資額可以定在
2000萬元。「香港淡馬錫公司」可以公開招股，政府從
財政儲備撥出200億元，社會籌集800億元，為香港的
發明創造提供資金，將科研成果轉化成為商品，打響
「香港淡馬錫公司」的品牌，吸引世界各地科研人才來
港創新創業，令香港成為世界科技人才的夢工場。
香港除了和大灣區融合外，今後更要配合國家「走

出去」政策，重點開發東南亞市場，把香港打造成為
人工智能、數碼經濟、自動化生產、現代化物流業中
心，幫助東南亞的企業提高生產水平，創造新產品。
東南亞的企業要升級轉型，擴大生產規模，走向世
界，首選到香港集資或者上市。
香港還應成為大灣區的跨境投資併購金融服務中

心，任何企業都可來港享受便利的高科技融資服務。
長此以往，香港的金融業一定會超過紐約和倫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