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凱欣十大炒
凱欣十大炒「「人人」」選區選區

啟德北啟德北
陳凱欣陳凱欣：：11,,515515票票
李卓人李卓人：：815815票票
陳凱欣贏陳凱欣贏700700票票

啟德南啟德南
陳凱欣陳凱欣：：22,,512512票票
李卓人李卓人：：11,,207207票票
陳凱欣贏陳凱欣贏11,,305305票票

石硤尾石硤尾
陳凱欣陳凱欣：：22,,629629票票
李卓人李卓人：：11,,762762票票
陳凱欣贏陳凱欣贏867867票票

元洲及蘇屋元洲及蘇屋
陳凱欣陳凱欣：：22,,922922票票
李卓人李卓人：：22,,031031票票
陳凱欣贏陳凱欣贏891891票票

富昌富昌
陳凱欣陳凱欣：：22,,340340票票
李卓人李卓人：：11,,494494票票
陳凱欣贏陳凱欣贏846846票票

大角咀北大角咀北
陳凱欣陳凱欣：：11,,956956票票
李卓人李卓人：：11,,350350票票
陳凱欣贏陳凱欣贏606606票票

海心海心
陳凱欣陳凱欣：：22,,109109票票
李卓人李卓人：：11,,337337票票
陳凱欣贏陳凱欣贏772772票票

樂民樂民
陳凱欣陳凱欣：：22,,242242票票
李卓人李卓人：：11,,588588票票
陳凱欣贏陳凱欣贏654654票票

土瓜灣北土瓜灣北
陳凱欣陳凱欣：：11,,240240票票
李卓人李卓人：：602602票票
陳凱欣贏陳凱欣贏638638票票

紅磡紅磡
陳凱欣陳凱欣：：22,,031031票票
李卓人李卓人：：11,,257257票票
陳凱欣贏陳凱欣贏774774票票

資料來源：選舉事務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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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建制派

欣贏在重民生 反對派失民心
學者指補選有「標誌性作用」選舉版圖已現「革命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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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凱欣在立法

會九龍西補選以

逾 10.6 萬 票 勝

出，其得票更多

於兩名具反對派

背景的對手李卓人及馮檢基得票的總

和。有學者分析，由於香港市民近年

開始已厭倦政治鬥爭。至於一直以政

治先行的反對派仍然未能認清民情，

致使李卓人與馮檢基兩人合共得票仍

不及陳凱欣。同時，陳凱欣給予選民

的印象較年輕、溫和、務實，且以

「民生最優先」作主打，回應了主流

民意，成為她勝出是次補選的關

鍵。同時，這次的補選起了「標

誌性作用」，反映出選舉版

圖已有「革命性改變」。

■香港文匯報

記者 何西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
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由於建制派陣營相較穩定，動
員能力強，因此只要保持一向的競
選模式就能取得一定票量。
對於反對派在是次補選中落敗，
他認為主因在於反對派仍然未能就
社情與民意上調整自身的政治立
場，是「處於十字路口上」，繼續
以政治議題優先，但港人在近年已
開始厭倦政治鬥爭，因此流失了許
多原來的支持者。
他解釋，這情況亦反映了港人心
態開始轉為關心民生議題，也解釋
了為何反對派近年所挑起了政治議
題也無法在社會中發酵。

風度有禮 凱欣加分
對於陳凱欣是次勝出，劉兆佳認
為由於建制派了解民情，回應主流
民意而派出新面孔出戰補選，而她
給予選民的形象也是較為務實及溫
和，在選舉過程中沒有重大失誤。
在面對對手的挑釁時，她也表現得
有風度有禮，讓選民對她的印象加

分不少。
他認為，雖然陳凱欣在地區上沒

有太多工作經驗，在社會的知名度
亦未必是最高的，但相較於反對派
仍處於「老人政治」的階段，並繼
續在內部出現各種的指罵，以致部
分選民即使當初支持反對派也會轉
投陳凱欣。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

院講師陳偉強表示，當過去兩次補
選都是由反對派而起的，而選民亦
對以政治議題優先的政治人物開始
厭倦，有「選舉疲勞」，也會開始
改變投票意向，轉投以民生優先的
候選人。

李卓人多醜聞形象不佳
他指出，一方面、李卓人主要的形

象多與工運有關，民生方面的表現不
算突出，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年紀太
大，以致「本土派」與年輕人的票，
以及俗稱「淺黃」的中間游離票流
失，加上他在論壇上表現甚差，種種
醜聞爆出如涉嫌賄選、收受「黑金」
等，都對他的形象極不利。

反對派在上次補選中敗陣以為姚
松炎因選舉工程失當及宣傳力度不
足所致，而在這次補選中即使已解
決以上問題，惟李卓人與馮檢基合
共的票數仍是敗於陳凱欣。在兩次
的九龍西補選中，反對派盡失兩個
議席，全數被建制派接收，可謂重
創反對派。陳偉強對此，認為這次
的補選起了「標誌性作用」，反映
出選舉版圖已有「革命性改變」。
他解釋，選舉工程及宣傳並非補

選的關鍵，而是反對派一直以為李
卓人能取得所有反對派光譜的選
票，但事實上，反對派內部出現撕

裂，以致沒有任何一個候選人能盡
取所有反對派的選票，加上「青年
新政」游蕙禎的支持者多為支持
「港獨」者及「本土派」中人，這
些票不必然會全數過戶李卓人。

「九西未必再是反對派天下」
他直言，「九龍西未必再是反對

派的天下」，而以往所謂「六比
四」的「神話」也被打破。反對派
若要在下次的選舉中再度取得優
勢，就需要重新研究選舉的策略，
又指透過欽點的方式派元老人馬參
選並非就代表必勝。

是次補選結果的另一看點，在於
建制派在中產選區的差距與反對派
收窄不少，陳凱欣在黃埔、長沙灣
「四小龍」及奧運站的得票，都比
鄭泳舜在「3．11」補選的得票有些
微進賬，在美孚南更「翻盤」擊敗
李卓人。有學者分析指，由於中產
更為緊張民生議題，而陳凱欣亦具
中產背景，年輕實幹的形象更受中
產接受，成為她取得更多支持的要
素。

劉兆佳：證中產對反對派失望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以

往作為反對派主要票源的中產階
層，有部分選民在這次的補選中轉
投建制派，反映出中產開始對反對
派感到失望。
他解釋，建制派與反對派在中產
的票距收窄，也是由於中產比起基
層而言更為緊張經濟發展與政治穩
定，尤其厭惡政治鬥爭，而這次反
對派派出的李卓人，其工運以及極
端反對中央政府的形象實在不得中
產民心。
劉兆佳續指，陳凱欣算是較開明

的建制派，加上傳媒的背景令她在
接觸選民時亦較為優勝，而其形象
實幹開明，也成功吸納到許多年輕

人與中產的選票。

陳偉強：冀凱欣大膽獨到推民生
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

講師陳偉強認為，陳凱欣能取得
更多中產的支持，主因在於李卓
人因工黨的基層形象十分鮮明，
未必吸引中產，而陳凱欣則具備
中產背景，讓選民相信她能了解
中產的苦況。
他續說，陳凱欣同時具備專業人士

的背景，包括涉獵傳媒界、政界及慈
善機構等，相較於李卓人只有單一作
為政界中人的背景，且多年來無政
績，反而就顯得陳凱欣更為全面，能

夠就着不同範疇提出新的政策。
陳偉強強調，形象工程在中產族群

中會是其中一個關鍵，除了具備中產
與專業背景外，陳凱欣「政治素人」
這一面亦為她加分不少，特別是相對
於李卓人滿身醜聞，反而「一張白
紙」的形象更能讓中產選民接受。
同時，和其他候選人相比，陳凱
欣亦較年輕及有活力。陳偉強認
為，即使中產本來是反對派的票
倉，但眼見他們一直未有政績，反
而會改投作為新人的陳凱欣，並期
望她能在民生議題上有更多大膽獨
到的新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阿欣「政治素人」中產唔要「醜」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陳凱欣勝出是次立法會
九龍西補選後，建制派在地區直選議席中增加一席，並維
持現時分組點票的優勢。
在是次補選前，建制派在地區直選議席中有17席，而反
對派就有16席。在陳凱欣勝出後，建制派在直選議席中增
加一席至18席，反對派維持不變。
換言之，即使社民連「長毛」梁國雄放棄就被裁定喪失

議員資格上訴，需要啟動新界東補選，無論結果如何，建
制派在本屆立法會直選議席中仍維持優勢。
功能組別議席形勢不變，建制派維持35席，反對派維持
9席，另一席為醫學界的陳沛然。
由議員提出的法案及議案，需在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議

席中各獲過半數贊成，方獲通過。

建制增直選席 分組點票佔優

■陳凱欣給予選民的印象較年輕、溫和、務實，且以「民生最優先」作
主打，回應了主流民意，成為她勝出是次補選的關鍵。 資料圖片

資料來源：選舉事務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忽視民生、政治掛帥是李卓人落選關鍵。 資料圖片

補選中產區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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