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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得票增 建制實力未減
最高投票率未打破「四六比」有望未來翻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反對派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中以57%選票取得

逾85%議席，有人認為這是反對派「大勝」、建制派「大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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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單議席、單票制下

的議席比例有變化，不等於建制派在香港社會裡的實力有所減少，並指出建

制是次選舉的得票比率與過往選舉相若，實際票數更有明顯上升，整體實力

是有所增強，不認同建制派「大敗」，亦為未來「翻盤」提供了基礎。

前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
錄得香港有選舉以來最

高的71.2%投票率，令選舉結
果帶來極大變化。在294萬名
選民投票下，反對派獲得約
167萬票，建制派獲得約121
萬票。在實際議席上，反對派
獲得388席、建制派獲最少58
席，取得9︰1的懸殊議席比
例，但兩者的得票比率分別為 57%及
41%，差距並不算大。

劉兆佳：選民增可影響大局
劉兆佳分析，出現這現象，是因為區選是
單議席、單票制的選舉制度，再加上今次增
加了大量選民投票，只要政黨的票數稍為有
所改變，所取得的議席比例就可以出現巨大
變化，所以反對派可以取得相當多的議席︰
「但這不等於建制派在香港社會裡的實力有
所減少。」
他解釋，建制派在今次選舉裡能保持其
得票比率，實際票數亦大有提升，可見建制
派整體實力有增加，也為未來的翻盤提供了
基礎。翻查數據，2015年區選，建制派的
整體得票約為79萬票，故今次121萬票的
實數升幅不可小覷。

反對派得票多不代表撐暴
至於是次投票結果反映什麼，劉兆佳認
為主要是反映了市民對特區政府不滿的情
緒，亦難肯定選票結果是否能與市民認同所
謂「五大訴求」掛鈎，並強調即使反對派得

票較多，亦不等於市民認同暴
力，「社會上要求遏制暴力的民
意是越來越大，即使是反對派，
他們本身都不敢鼓吹暴力，亦不
敢說自己支持暴力，只是他們同
時亦不敢與暴力割席。」
今次區選變得政治化，會否成
為以後區選的定調？劉兆佳認為
這需要視乎三個因素：

一是特區政府的民生工作有無成績，予
市民的觀感有無改善；
二是區議會會否變成政治鬥爭的平台，

令地區工作無法改善；
三是屆時還會否有政治主導議題。劉兆

佳指出，市民或會認為由反對派主導的區議
會所作出的貢獻不及建制派，其後出現翻盤
情況，「正如2003年的區議會選舉，當時
亦因為政治環境而令建制損失不少議席，但
之後一屆就翻了盤。」

建制2007年曾打出翻身仗
被問及明年立法會選舉的形勢預測，劉

兆佳坦言，目前仍難以預測，但相信接下來
會政治鬥爭不絕，因為選舉本身定會引發鬥
爭。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鄧飛在接受中通社

訪問時則表示，在有史以來最高投票率的
情況下，都沒有顛覆建制派與非建制派之
間4比6的比例，只不過因為議席採取簡單
多數制的選舉方式，造成了看上去「碾壓
性」的後果。但其實，建制派的基本盤還
依然存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建制派是次
選舉損失約240個議席，失去區議會的平
台，更失去了大量資源，令人擔憂其後數
年的發展。劉兆佳分析，建制派多年的發
展有雄厚根基，即使沒有區議會的資源去
服務地區居民，相信在各大團體和工商界
的支持下，仍可維持現有地區網絡，繼續
服務市民。未來，建制派可積極扮演助市
民與政府溝通、助港人與內地溝通的橋
樑，建立重奪區議會主導權的基礎。

籲積極助官民溝通
劉兆佳坦言，若其他「細黨」在區議會

中損失議席，相信很難可以捱下去，但建
制派多年的發展，已打下雄厚的根基，故
即使未來數年會成為建制派的「艱苦
期」，但憑其網絡闊、資源厚，相信仍可
以渡過。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會認真反思

是次結果所反映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劉兆佳
認為，特區政府在政治議題上滿足民情民意
的能力有限，應聚焦做好社會、經濟和民生
問題，又估計特區政府未來會面對更強的攻
擊，特別是反對派在立法會和街頭的平台之
外，再加上區議會的平台，相信他們會用更
多方式作鬥爭，政府未來會面對更大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除了高
投票率，嚴重的選舉不公平問題亦成
為今屆區議會選舉的焦點，建制派候
選人被廣泛針對，相關辦事處被破壞
完再破壞，宣傳橫額、海報一再遭
毀、被消失，擺街站受滋擾，令建制
派無法如常展開競選工作。劉兆佳坦
言，有關情況對建制派的影響大，可
謂是香港民主選舉發展上的一次倒
退。
香港在黑衣魔衝擊下連月陷入混亂

情況，劉兆佳表示這不利於舉行公
平、公正、公開的選舉，對部分黨
派，尤其是建制陣營影響很大。一些
威脅、恐嚇的情況，令推動選舉的過

程中出現不公平的問題，易令人落敗
亦無法心悅誠服。
他坦言，有關情況對民主選舉發展

而言是一個倒退，其實放諸全世界不
同地方，如果處於動亂情況時進行選
舉，都會影響該場選舉的公平、公
正、公開的水平，有些人投票會較情
緒化，也會因為環境和氣氛不和平，
令一些人連出來投票都會卻步。
外國勢力一再干預是次香港區議會

選舉，包括有外國政客竟來港聲稱要
監督選舉，美國和英國等又頻頻有政
治上的舉動，例如美國日前「加急」
處理，先後在參議院和眾議院通過所
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劉

兆佳認為，外國勢力在這場選舉的影
響一定有，但很難去量度，相信有部
分人會想配合外國勢力想法，藉贏取
議席去擴張政治力量，再向中央「施
加壓力」，但認為會這樣去看問題的
人不多。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時

事評論員朱家健在接受中通社訪問時
指出，選舉會受突如其來的內在或外
在政治因素發酵影響，配合個別媒體
的斷章取義宣傳，甚至虛假消息、選
擇性抹黑特區政府、警方和建制派候
選人，這種消息不對稱性都會誤導市
民，令其對候選人有錯誤的了解，從
而左右選民投票的取向。

根基厚續惠民 勢穩渡「艱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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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雖然
受到單議席、單票制的槓桿效應影
響，建制派在反對派的票數有相應比
例提升下失去不少議席，但在政治立
場先行的氣氛下，到底是否還有突破
口？統計今年區選的21個新增選區
中，建制派取得8個議席，其中不少是
新屋邨入伙的地區，可見更需要議員
幫忙溝通協調的新入伙屋邨居民，更
能受到貼心服務的打動。
8個建制取得的新增選區議席分別為

油尖旺區九龍站、深水埗區蘇屋、九
龍城區啟德中及南、觀塘區安達、觀
塘區安泰、屯門區欣田、沙田區帝
怡、元朗區十八鄉北。
其中，啟德、觀塘安達和安泰、屯

門欣田都是近年新入伙的屋邨，建制
派早已派人到當區做地區工作，服務
市民順利遷入新居，解決各項大小疑
難雜症。有關選區跑出，可見近年尤
其受到幫助的居民不少還是會重視候
選人的實質工作，更證明地區工作的
重要性。
雖然今屆很多選民都只問立場、不

理地區服務，但是次建制所取得的最
少58個選區議席，相信與其扎實地區
工作不無關係。
其中，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土瓜灣

北的議席，在「社民連」梁國雄的挑
戰下，雖然對手取得1,538票，幾乎等
同李慧琼在2015年區議會選舉所取得
的票數，但李慧琼亦能取得1,881票，

實力拋離梁國雄。其他議員如民建聯
柯創盛、顏汶羽，工聯會郭偉強等，
亦未有因為受到針對而落馬，更見其
地區工作打動人心。
另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選區在重新

點票後，結果竟然逆轉，令建制派參
選人由輸變贏。觀塘藍田選區一度傳
出反對派候選人勝出的消息，但經重
新及詳細的點票後，結果變成工聯會
簡銘東取得票數4,080票，以50票之差
勝出。青衣盛康選區的民建聯梁嘉銘
及反對派趙寶琴原本分別獲得3,180票
及3,259票，但在重新點票及審視544
張問題票後，梁嘉銘得票增至3,531
張，趙寶琴得票增至3,417張，前者反
勝。這些「反勝」的情況，令人質疑
目前的投票和點票制度上有粗疏之
處。

扎實工作親民 新選區奪8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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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區議會選舉塵埃落定，在暴力陰影持
續、選舉公平被破壞、社會高度政治化、外
部勢力深度介入的大背景下，建制派遭遇重
挫。結果已經定格，新挑戰才剛開始。認真
總結成敗得失，準確研判民意走向和社會取
態，共同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為止暴
制亂這個最迫切的工作而努力，應該是各方
的共同任務。建制派的民意基礎依然牢固，
應該保持定力和信心，繼續深耕社區，以更
優質的服務為民謀福，爭取更廣泛民意支
持；政府應積極引導民意，凝聚力量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反對派政客切勿因一時勝利
而忘乎所以、為所欲為，切勿將區議會高度
政治化，須明白損民利益終被民意唾棄。心
有光明必能撥開烏雲，真心為港才能笑到最
後。

此次區議會選舉創下總投票人數和投票率
的新高，是修例風波導致社會高度政治化和
高度撕裂的結果，但絕不能解讀為民意支持
所謂「五大訴求」，更不能認為民意為暴力
背書。從得票分佈看，建制派獲總票數約121
萬，較 2016 年立法會選舉大幅增長 30 多萬
票；建制派得票比例超過41%，只比泛暴派
的得票率少約 16 個百分點，仍然在 6:4 的慣
常力量分佈範圍。只可惜建制派取得 4成選
票卻只得1成多議席，很多選區以微弱劣勢
惜敗，建制派及其支持者，還有不少市民難
免都感到惋惜。

勝敗乃兵家常事，選舉自有輸贏，但無論
輸還是贏都只是一個新歷程的開始。只要冷
靜觀察，進行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思辨和判
斷，就完全可以明白此次選舉的結果早是定
數，無需驚訝，更不致悲觀。首先從選舉的
大背景看，持續5個多月的暴力運動，反對
派無所不用其極，散播謠言，抹黑政府，誤
導操弄民意，令香港陷入高度政治化的泥
淖，社會氣氛極之不尋常，昔日的和諧理性
已經被偏執狂熱取代，有市民被焦慮猜疑情
緒困擾，結果把對政府、警隊的不正常的不
信任、不滿發洩到建制派身上。這是此次區
選出現高投票率的重要原因。

其次，此次區選的選舉環境對建制派極不
公平，這一點是有目共睹的。不論選舉的競
選工作，還是選舉日的投票，各種針對建制
派的顯性隱性暴力層出不窮，包括光天化日
下明目張膽行刺建制派候選人，打砸燒建制
派議員辦事處和設施，對建制派候選人、助
選義工、選民均造成身心的巨大威脅，泛暴
派和暴徒對建制派施加的選舉壓力、干擾，
可謂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嚴重影響了
建制派的選舉工程和選情。

第三，外部勢力和本港泛暴派政棍互相勾
結，對本港選舉干擾力度之大、範圍之廣，
前所未見。美國國會在區選前「急就章」通
過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對政府、
建制派實施高壓恐嚇，造成政商界和普通市

民的不安。此外，英國忽然翻炒駐港領館前
職員鄭文傑內地失蹤事件；澳大利亞媒體
「適時」報道作為「叛逃中國間諜」的新
聞，等等。這些招數的目的顯而易見，無非
想令不明真相的港人產生對內地的恐懼、反
感，繼而破壞選民對建制派的信任，左右區
選的選情。

正是這種大背景和眾多複雜特殊的情境，
令各種不利因素疊加，出現對建制派極之不
公道的選舉結果也就不難理解了。明乎此，
相信建制派就可以問心無愧，走出失落，尊
重選民選擇，以實力、以底氣繼續服務市
民，保持建設香港的美好初心。雄關漫道真
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接下來，建制派在
政治能量縮小、可運用的資源大幅減少的情
況下，在痛定思痛、檢討不足後，必須盡快
收拾心情，激發越挫越勇的鬥志，以更扎實
的服務，不斷提升政治智慧和技巧，努力爭
取愈來愈多市民的支持，為未來打好翻身仗
綢繆。就如2003年區選大敗，建制派經過努
力，很快收復失地。當年可以，如今建制派
相信更有信心以堅定的努力再鑄輝煌。

對於政府來說，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仍是
當前最迫切任務。因為暴力不止、法治不
彰、正邪顛倒，沒有安定的環境，其他發展
都是空談。選舉反映有部分民意仍被誤導，
對暴力危害的認識混沌不清，政府要主動積
極講清是非、正確引導民意止暴制亂，修補

撕裂，把社會的精力都集中到解決長期困擾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這是擺在政府面前的課
題，值得政府應該認真研究、落實。

至於反對派，取得佔大多數的區議會議
席，就要負起區議員服務社區的天職，選民
把票投給反對派，是希望他們紓民困、解民
憂、建設美好社區。反對派如果以為獲得選
民背書，就意味民意支持所謂「五大訴
求」、支持泛政治化、甚至認同「光復香
港」，那就大錯特錯。反對派若騎劫區議
會，罔顧服務市民的職責，把區議會變成炮
製政爭、反中亂港的舞台，選民肯定不答
應，未來一定會用選票懲罰。

全港市民作為選舉最大最重要的持份者，
不論選舉結果如何，廣大選民、市民必須心
明眼亮，看清求穩定謀發展才是香港的根本
出路和福祉所在，應該旗幟鮮明、立場堅定
支持政府和建制派止暴制亂、恢復秩序，集
思廣益為化解深層次矛盾出謀劃策；監督反
對派有否真心實意、盡職盡責履行區議員的
責任，有否在取得權力後，迅速故態復萌，
專事政爭不事建設；廣大選民、市民更應堅
決抵制外力干預香港，不容內外勢力暗通款
曲，把香港當作遏制國家發展的棋子，這關
乎香港的命運和 700 萬人的福祉，廣大選
民、市民必須對自己、對香港負責。

輸贏都只是新歷程的開始 真心為港才能笑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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