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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藍戰衣」共贏 新招助選建功
葉國謙：反對派炒作「DQ」失民心 中間選民投建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是次立法
會補選打破反對派在地區直選的得票優勢，
兩大陣營差距明顯縮窄，建制派更取下九龍
西的議席。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
日指，是次補選建制派走向團結，但反對派
分化問題未有改善，加上他們炒作
「DQ」、人大釋法等政治議題作用有限，
未能刺激市民投票，料未來兩派得票比例可
能進一步收窄。
劉兆佳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是次補

選在單議席單票制下，建制派候選人、民
建聯鄭泳舜在九龍西區獲勝，是「比較特
別」，但並非完全無跡可尋。

讚舜地區工作做得好
他說，過去幾年的政治形勢變化，可見反

對派與建制派得票比例差距正收窄，而是次

補選結果亦證明，相關收窄過程仍在繼續。
他又認為，鄭泳舜地區工作做得較多，

形象較正面，而姚松炎的知名度遜色，其
選舉策略也有問題。
他分析，香港政治形勢不斷發展，建制

派各黨走向團結，而反對派的分化情況則
未有明顯改善，隨着特區政府、中央及港
人關係改善，政治議題所能發揮的作用越
來越有限。即使反對派在監督角色上有
「先天優勢」，若社會上沒有「分化性議
題」，兩派之間實力差距不大，料兩派得
票比例差距未來有機會進一步收窄。
至於反對派一再炒作的DQ事件、高鐵

西九站「一地兩檢」及人大釋法等，劉兆
佳認為這些均不是「分化性議題」，未能
刺激市民投票，故沒有決定性影響。
他表示，西方的政黨在民生、社會及政

制問題方面爭鋒，惟香港有特殊政治生
態，反對派長期在政治議題「打滾」，聲
稱政治議題解決後，民生、社會及政制問
題迎刃而解，但港人亦開始不接受如此簡
單的想法。
劉兆佳說，香港存在深層次社會矛盾，

如何重振經濟，改善貧富懸殊等問題急需
解決。同時，市民越來越不接受激進行
為，對分離主義反感，令反對派的票源流
失。
他認為，反對派日後出路會走向溫和民

主派，在國家及香港基本法框架下尋求改
革，成為「忠誠的反對派」。

區諾軒燒基本法難言「尊重」
對於港島區當選人區諾軒曾經焚燒基本

法，劉兆佳認為未來可能會有餘波，只能
拭目以待，現時不敢推測事態的日後發
展，「你點講都好，燒基本法都好難話係
尊重基本法、擁護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是次立
法會補選反對派輸議席、失優勢，有人竟
將部分原因歸咎為特區政府「冷處理」補
選。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直言有關說法

「很奇怪」，認為選舉氣氛是否熱烈，主
要看競選團隊的工作，與政府無直接關
係，「但我們肯定一如既往地做這些安排
選舉的工作。」

安排一如既往 有做多無做少
林鄭月娥表示，政府的角色是要確保

選舉公平、公開及透明地進行，根據其
過去數十年的觀察，每一場選舉，你說
很冷淡或很熾熱，通常都不是跟政府有
直接關係，「很多時都看當時整體社會

情況或該場選舉的競爭性有多大、選舉
團隊的選舉工作有多激烈，但我們肯定
一如既往地做這些安排選舉的工作。無
論從我們投入的資源、安排的宣傳工作
都跟往時的立法會補選沒有分別，這亦
是由選舉管理委員會獨立地負責。」
她又指出，選管會主席馮驊亦表示選舉

安排的工作完全一樣，甚至有做多了的地
方，如要求選民帶身份證正本投票，看不
到為何會有這個評論。
至於有人指責林鄭月娥沒有呼籲市民投

票，她表示，自己過往幾次補選也沒有作
類似呼籲，所以周日也只是按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同事的安排，做正常的工作，「但
如果大家覺得每一次無論有什麼選舉，行
政長官或主要官員出來呼籲會令更多市民

樂意行使他們的公民權利，我聽到這個意
見，以後每一次選舉，我都會盡量作呼
籲。」
被問及是次補選結果會否改變行政立

法關係，林鄭月娥表示，自己一直致力
於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會繼續以此作為
原則。
就有市民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區

諾軒的參選資格，及要求裁定選舉主任
批准區諾軒參選的決定無效，林鄭月娥
指，由於事件將會進入法律程序，自己
不會評論有關個案，但指出過去選舉後
也會有人用司法覆核或選舉呈請，去處
理選舉中有爭議的事，「這是我們選舉
制度的一部分，亦時有發生，所以我們
都尊重這司法工作。」

特首：補選氣氛與政府無直接關係

劉兆佳料得票比例續收窄

正在北京出席全國兩會的
葉國謙認為，反對派是

次議題單一，炒作「DQ」事
件，但從低投票率及反對派得
票率不增反減來看，這並不得
民心，「市民或會覺得今次補
選是他們（反對派）一手造成
的，因此有些人說鄭泳舜贏了
姚松炎，以及謝偉銓贏了本來
是姚松炎的議席，不是政府、
法庭DQ他們，而是市民DQ
他們。」
他形容香港選民分佈是「兩
頭細，中間大」，堅定的建制
派或反對派支持者都是少數，
大部分都是中間選民，而且他
們很受社會氣氛影響。
他指，從今次建制派打破「定律」、得
票與反對派接近來看，可見中間選民普遍不
認同反對派炒作「DQ」，而將選票給予建
制派。

結合不同政黨組織工作
葉國謙又指，建制派基本上保持在前年
立法會選舉的得票，「港島區候選人陳家珮
資歷較淺，只做了數年區議員，知名度也不
高，也能取得建制派在2016年的票數。」
他認為，建制派是次取得突破，與他們
新的助選模式有關，非單純地為候選人宣
傳，而是結合不同政黨、組織的工作，「以
民建聯為例，我們開街站為陳家珮拉票，我
們是用民建聯的名義，所以街站會出現家珮
的直幡，也會出現民建聯的直幡，有人會穿
上新民黨的桃紅色戰衣，同時也會看到民建

聯的藍色戰衣。九龍西的鄭泳舜、新界東的
鄧家彪也是這種模式。」
葉國謙形容，這是「共贏」的助選模

式，既可顯示候選人獲跨黨派支持，也可
令開街站的當區區議員或地區幹事可以接
觸街坊，宣傳他們的地區工作，各黨更可
在下次換屆選舉中盡量保住原屬他們的支
持。

街坊通常「認黨唔認人」
他更笑言，街坊大部分時間都是「認黨

唔認人」，「如果看到街站不是由他們熟
悉的政黨開設，效果就不會太好，看到當
區區議員的戰衣轉色了也會感到奇怪。例
如在東區，街坊都是先認得民建聯，由我
們的地區兄弟以民建聯身份呼籲他們投陳
家珮，街坊接受程度會高一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北京報道）建制派歷史性在立法會補選取

得議席，整體得票也打破反對派與建制派得票6比4的「定律」。民建聯

會務顧問葉國謙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 反對派炒作「DQ」

（取消議員資格）事件不得民心，視乎民情而投票的中間選民，部分就因

此票投建制派，同時令反對派跌票。他又指是次的「共贏」助選模式應記

一功，多個政黨分別開街站， 既可顯示候選人獲廣泛支持，也便利區議

員或地區幹事展開地區工作。

■葉國謙認為，反對派炒作「DQ」（取消議員資格）事
件不得民心，視乎民情而投票的中間選民，部分就因此票
投建制派。

■新民黨的桃紅色戰衣與民建聯的藍色戰衣同時出現。 資料圖片
■葉國謙指「共贏」助選模式既可顯示候選人獲跨黨派支持，也可令開街站的當區區議員或地區幹事可以接觸街坊。圖
為「建制三英」日前舉行造勢大會。 資料圖片

就上月 19死逾 60傷的九巴大埔車
禍，政府昨天宣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
會檢討專營巴士服務，審視巴士公司
的運作管理及監管制度。巴士作為本
港主要公共交通工具，與市民的安
全、利益息息相關。政府批出專營權
予巴士公司，就有責任對巴士服務作
必要的規管，確保巴士營運安全，這
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調查委員
會必須針對大埔車禍的慘痛教訓，全
面檢討本港巴士公司的管理，提出建
設性的堵漏建議，敦促巴士公司努力
提升服務，確保乘客和其他道路使用
者的安全，避免悲劇重演。

近年，本港一再發生嚴重巴士事故，
顯示已非個別事件，大埔車禍更令全港
市民震驚心痛，反映巴士公司管理存在
很大的系統性、結構性弊端。亡羊補
牢，才能防止重蹈覆轍。南丫海難之
後，政府也曾設立負責調查的獨立委員
會，加強問責，提出堵塞營運船隻安全
漏洞的建議，包括要求增設救生衣等，
提升了營運船隻的安全意識和安全系
數。如今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檢討
專營巴士服務，就是希望通過全面深入
調查，找準病因、檢討過失、堵塞漏
洞，確保公共交通服務安全可靠，讓市

民坐上放心巴士。
在巴士公司的眾多管理問題中，車長

的待遇、培訓等問題與巴士服務的安
全、質素關係密切，備受社會關注。特
首林鄭月娥亦指出，調查委員會的工作
無可避免會涉及檢討薪酬待遇的問題。
但是，提升巴士服務不僅僅是解決薪酬
待遇問題，更要重視如何改善車長的態
度、提升服務質素，調查委員會無須直
接干預巴士公司的運作，但可以在經營
方向及如何滿足市民感受和訴求等方面
給予建議。

一輛巴士動輒乘載數十名乘客，一旦
發生意外，容易釀成嚴重傷亡。任何時
候，巴士公司都必須將安全放在首位，
確保乘客和公眾安全是巴士公司最大的
責任，這也關乎巴士公司的聲譽和利
益。政府審批巴士公司的專營權標準，
必須把安全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去考量，
如果有巴士公司長期達不到要求，政府
應堅決不予續牌或將其除牌。

大埔車禍牽動本港市民的心，公眾期
待調查委員會就改善巴士營運、強化監
管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徹底改革業內
流弊，政府應根據建議加強監管，令巴
士公司認真檢討，積極改善，共同為市
民提供安全可靠的巴士服務。

全面檢討運作監管 提升巴士安全服務
周庭「Plan B」區諾軒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並當選。

昨日有港島區選民入稟法院，指區諾軒焚燒基本法，顯示
他從來無意真誠擁護基本法，要求法庭推翻選舉主任的決
定，並申請禁制令禁止區諾軒宣誓就任議員。區諾軒支
持、鼓吹「自決」，還曾焚燒基本法，證明他不僅藐視基
本法，更涉嫌發假誓。既然周庭因與「香港眾志」關係密
切、主張「自決」而被選舉主任DQ，對於區諾軒亦應依法
取消其當選資格，追究其法律責任，不容劣質政客蒙混過
關、躋身議會。

區諾軒曾經表示「港獨」是「自決」選項之一，鼓吹香
港「內部自決、永續自治」，有關主張具有濃厚的「港
獨」色彩。他不僅承認燒過基本法，為討好「本土」「自
決」選民，在補選論壇上大言不慚指有需要時會再燒基本
法，明顯違反參選立法會必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
的要求，言猶在耳，不容抵賴。

如今，面對選民提出司法覆核，區諾軒狡辯稱燒的只是
基本法的道具，是為了表達對人大釋法的不滿，更聲稱自
己擁護基本法。眾所周知，人大釋法和基本法具有相同的
法律權威和效力，本港終審庭已認同人大釋法的權力是廣
泛而不受限制的。區諾軒不尊重人大釋法，以焚燒基本法
來表示其態度，卻聲稱「擁護基本法」，完全是自欺欺
人。區諾軒燒的不論是基本法文本還是道具，其要傳遞的
政治信息是不接受基本法和人大釋法，不尊重香港的憲制
秩序，怎麼有資格當立法會議員、成為本港建制架構的成
員？

區諾軒能夠成為周庭的替補，獲得「香港眾志」支持而
參選，不僅在政治上繼承「香港眾志」的「自決」理念，

也繼承了周庭的競選資源。《蘋果日報》昨日的報道就直
認，區的競選團隊和義工大部分都是「香港眾志」的成
員，而區諾軒核心競選智囊也是來自「香港眾志」，所以
區在選舉初期主要由黃之鋒、周庭及羅冠聰為他拉票。區
諾軒當選後立即投桃報李，聲稱願意聘用「香港眾志」的
成員擔任議員辦事處職員。

周庭之所以被DQ，是因為選舉主任認為，周庭的政治聯
繫為「香港眾志」，基於該黨認為香港可「自決」公投是
否「獨立」，周庭作為「香港眾志」核心成員，定必推動
該黨主張，她並不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即使簽署了聲
明及確認書，也是沒有真心及真誠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
特區，因此裁定她提名無效。而區諾軒參選時雖然報稱是
民主派，但其實與「香港眾志」關係甚密，其「自決」的
主張與「香港眾志」並無分別。周庭被DQ，區諾軒怎能蒙
混過關？

經過去年的宣誓風波、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104條進行
釋法，本港社會更加清楚，所有立法會參選人、候選人、
當選人都要真誠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政府昨日亦
指出，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是《立法會條例》
所訂明「獲提名的候選人須遵從的規定」。鼓吹或推動
「港獨」、「自決」的人士不可能擁護基本法，因此不可
能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責，亦不可能符合《立法會條例》
要求候選人聲明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的規定。

香港是法治社會，市民對區諾軒的當選資格提出司法覆
核，是維護選舉合法公正的必要之舉。區諾軒不論如何巧
言令色，都掩蓋不了其講大話發假誓，理應受到法律制
裁，過了海也成不了神仙。

區諾軒藐視基本法 講大話發假誓應被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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