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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講究現實的藝術，區議會
選舉，建制派敗了，全港市民更要
注意下列問題：

一，反對派未來「和勇結合」或會更鞏固、更囂
張。執筆之時， 中環又出現「和你 Lunch」，網
上有人還叫示威者帶備「光復旗」。警察執法恐怕
更艱難， 因為多了逾百計反對派的「新科區議
員」參與，夾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間，更落力充當示
威者的「保護傘」。即使接下來幾個月有短暫喘
息，但反對派嚐到甜頭，食髓知味，明年9 月立法
會選舉， 暴力干擾建制候選人競選的行動只會進
一步升級。
二，區議會117席行政長官選舉委員議席，已是

反對派的囊中物。2022 年行政長官選舉，反對派
只要取得2016年300多席的成績（以現時形勢來
看，反對派再進賬的機會更大），再加區議會界別
的117席，便有 400多席在手， 和601席當選的
門檻只是一步之遙。若反對派和香港其他既得利益
縱橫捭闔，左右下屆誰當行政長官能力和機會大
增。
三，18區議會主席有相當大部分將落入反對派

手中，這些反對派主席會在當區區議會要求通過
「五大訴求」的動議、「清算警隊」的動議，並加
入議程，刁難政府和警隊，製造政治壓力，更可能
脅迫特區政府盡快實行他們想要的「雙普選」（即
拋開全國人大 831決定的框架）。

四，相當一部分區議會或會通過「去中國化」動
議， 甚至把「光復香港」及鼓吹「港獨」的「榮
光」歌曲，變成區議會的會歌及口號。
局勢相當嚴峻。反對派不是省油的燈，可能有更

多的進逼手段和步驟，以達至奪取特區管治權的目
的， 而第一步便會是「去中國化」。可以預見，
反對派將不斷以擁護「一國兩制」為由，不斷把
「兩制」凌駕於「一國」之上。

因此， 對反對派採取「綏靖政策」是不管用
的。如今，文匯大公的記者被襲，中資銀行、商舖
「被裝修」，再「綏靖」下去，十年之內，香港
的中資機構可能被迫撤出香港。即使如何向反對派
釋出善意，他們仍會不饒不依，口中不說「港
獨」，行動卻搞「港獨」，把「去中國化」進行到
底。
不信， 不妨公開要求反對派「新科議員」，在

新一屆區議會召開前，逐個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和共
和國， 擁護基本法，公開譴責「港獨」，看他們
如何表現。筆者曾在電視直播節目上，公開詰問立
法會議員郭榮鏗相同問題， 他就是避而不答。可
見，反對派絕對不願意、也不敢公開認同國家的。
特區政府是否可以透過法律途徑，要求所有公職
人士都必須宣誓效忠國家、公開譴責「港獨」，不
效忠便不能出任公職？
面對目前嚴峻局面，建制派要保持定力，重新振

作。2003年時建制派在區選也曾大敗，但經過臥
薪嘗膽，埋頭苦幹，終於逐步扭轉局勢。正義只會
遲到，不會不到。 黑色暴力、「去中國化」，一
定不是香港的出路。建制派沉着應戰， 團結一
致，終會走出低谷。建制派有成功擺脫困局的經
驗，相信這次也能浴火重生。

回顧歷史，中國近代的革命之路，何嘗不是多番
波折，多次面對生死關頭，但最後都絕處逢生，終
成大器。殷鑑不遠，正義、正氣、正能量一定會在
香港再度大放異彩。

馮煒光

今屆區議會選舉已結束，建制派受暴力破壞等不
公平選舉影響遭遇失敗，泛民在452區議會議席
中，奪得388席，在18個區議會中得到更多左右
地方政事的操控權。建制派雖選舉失利，但在今次
區選中共得到120萬選票，較上屆足足多了40萬
張，升幅超過52%。如果建制派日後能夠做好穩
固票源及配票工作，明年立法會選舉未必是一面倒
的！
政治學上有一名為「鐘擺效應」的選舉理論，

經常會發生某陣營在一次選舉中大勝後，大敗的
陣營較易在下一次選舉收復失地，就如鐘擺向左
擺後便會向右，循環不息。筆者回想在2003年區
議會選舉，建制派雖在「23條立法」陰影下失
利，但經過多年的默默耕耘，為區內居民做好地
區工作，建制各黨派在2008年區選中重奪所有失
去的議席！事實勝於雄辯，美國在10月舉行的州
長選舉，就正好產生了「鐘擺效應」，選民討厭
了特朗普講多過做的風格，因此利用手上的一
票，在共和黨「票倉」的肯塔基州，將現任州長
貝文拉下馬！
建制派議員地區辦事處在過去兩個月受到暴徒多

次破壞，淋紅油、打爛玻璃，甚至入屋盜竊，將載
有選民資料的手提電腦偷走。最過分的是，暴徒更
向建制派地區辦事處投擲汽油彈縱火，致其損毀嚴
重。建制派的選舉工程在誠惶誠恐的情況下展開，
不少建制候選人未能正常地與街坊接觸，影響競選
工作。甚至，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更在擺街站宣傳時
遇刺受傷。以上種種情況，都是本港歷來舉行大小
選舉中沒有出現的。今次建制的失利，並不是各候
選人沒有做好分內事，而是縱暴派製造出來的白色
恐怖，令到選民在投票時畏首畏尾。

話雖如此，建制派除做好自身工作外，亦需要解
決配票問題。大家好好運用這120萬票，可以有機
會在立法會選舉時爭取主動權。在超級區議會議席
上，建制派雖只有59個區議會議席，但可得到3
個提名權。建制派雖在上屆區議會有299席，但沒
有做好宣傳統籌工作，各有各做，造成票源不均，
有部分建制候選人慘被犧性。但是，來年的立法會
選舉，每一個超級區議會議席都得來不易，必須做
好配票工作，票源平均，不求「票王」或「票后」
美譽，只求穩拿3個超級議席。

最後，選舉制度就是有贏有輸，永遠沒有長勝將
軍！今次的失利，並不是代表世界末日。建制派要
做好區選檢討工作，與時並進，不要再固步自封。
與此同時，建制派人士亦應化身為議會的「監察
者」，不斷監察議會事務工作，不平則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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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基本盤仍然穩固 臥薪嘗膽重新出發
香港歷來最激烈、最暴力、最不公平的區議會選舉終於閉幕。建制派在選舉中遭

受重創，總共失去240多個議席，失去區議會的控制權。無疑，對建制派來說這是

一次嚴重的挫敗。但這次，建制派所有候選人卻完全可以抬起頭離場，因為建制派

候選人已經在選舉中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以往績、表現、汗水來爭取選民支持，最

終不敵一些才「空降」幾個月的政治素人；不敵一些毫無地區工作往績，只有幾句

口號的政治投機者；不敵一些毫無賣點，只能以一副暴徒裝扮標榜自己的全職抗爭

者。建制派之敗是非戰之罪。只要建制派保持初心，全面檢討不足，繼續扎根社

區，臥薪嘗膽，定能重新出發。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這次區選由第一日開始已注定對建制派參選人
極為不利，在「黑暴」籠罩區選之下，建制派參
選人被騷擾襲擊；辦事處被縱火破壞；宣傳品被
一再毀壞，幾乎已是家常便飯，建制派候選人這
段時間一直在惶惶不可終日的情況下拉票。

暴力氾濫對建制派極為不利
相反，對手有大把暴徒助選，每星期的暴力破

壞，挑動地區對立仇恨；到處樹立的非法「連儂
牆」，公然抹黑對手；各種網上「起底」欺凌，
令建制派人士承受沉重的壓力。在選舉當日反對
派更是「下三流」招式盡出，重複排隊、阻長者
投票、在票站製造衝突、在網上發佈各種假消息
等，各種陰招層出不窮，這些都令建制派處於極
不正常的選舉環境，但選管會卻沒有拿出任何辦
法保障選舉公平，試問這場不公平選戰還如何打
下去？

無可否認，7成的投票率，反映市民對於
特區政府及建制派存在不滿，加上被有

心人肆意挑動，導致出現歷來最高的
投票率。根據以往的選舉經驗，

高投票率普遍對建制派不
利，更何況是比立法

會選舉更高的
7成投

票率？在這樣的投票率下，建制派遭受重創是不
難理解，再加上區選採取單議席單票制，更令到
建制派失去大量議席。
區選結果雖令人失望，但要清楚看到，反對派

在區選中一共贏得164萬票，建制派取得118萬
票，得票比約為6:4，顯示基本盤並未有多大改
變。反對派通過全力炒作政治氣氛，推動兩極對
立，將區議會選舉立法會化，從而將立法會的基
本盤套用到區議會選舉上。

選民支持堅定 建制派前景有信心
從結果上看，反對派的政治操作是成功的，但從

基本盤看，儘管面對反對派及幕後勢力的挑撥、威
嚇、暴力，但建制派的基本盤仍然穩健，建制派的
支持者仍然無懼威嚇走出來投票。建制派的前景
並沒有像一些人所說的那麼暗淡，原因有四：
一是建制派這4成的支持者，都是最堅定的支

持者，並不如反對派支持者般容易受到一時的政
治氣氛左右，這是建制派「翻盤」的基石。
二是明年立法會選舉地區直選大戰，採取的不

再是單議席單票制，而是比例代表制，當中講求
配合、大局、互相支持，這正正是建制派的強
項，反對派的軟肋。

三是建制派反暴力、為民生的路線，才是選舉
正道，才最得到市民支持。現在雖然因為一時的
「黑暴」遮望眼，而令人看不清楚前景。但建

制派的初心符合香港整體利益，必定會得到愈來
愈多市民的支持，對此應有信心。
四是反對派這次靠食暴徒的「人血饅頭」上

位，暴徒必定要求反對派作出回報，包括為他們
的暴亂提供更多的支持，甚至聘請他們做議員助
理、為他們安排生計等等，如果反對派不從，暴
徒隨時會倒戈一擊，反對派最終必定要付出代
價。

扎根社區 收復失地
選舉有勝有負，並沒有「長勝將軍」，只有從

政初心。建制派候選人儘管背景、經歷不同，但
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真心為居民服務，真誠為
地區謀福，不是利用區議會博上位，不是利用區
議會搞政治。這是反對派政客及政治投機者所不
能比擬的。
只要建制派保持這個初心，全面檢討不足，繼

續扎根社區，臥薪嘗膽，重新出發，完全可以
在之後的選舉中收復失地，就如2003年區
選大敗，建制派用一屆就收復失地，當
年可以，為什麼這次不可以？建制
派對選舉可以失望但不能悲
觀，現在最重要是思
考如何打好翻身
仗。

區議會選舉在持續暴亂影響下終
於完成。據統計，投票日全日累計

投票率高達71.2%，較上屆多24.19個百分點，
整體投票人數超過294萬人，較上屆超出一倍，
兩者皆創歷屆區選新高，投票率亦打破歷屆立法
會選舉紀錄。
此次選舉，建制派的戰績未如人意，表明當前

選舉受到近月修例風波引起的大規模暴力影響。
過去幾月，整個建設力量的候選人，普遍受到暴
力破壞等不公平對待，令他們未能正常地與街坊
接觸及提供服務。在暴亂未止息的惡劣情況下，

建制派仍肩負重任，繼續凝聚挺港正能量，發光
發熱，不遺餘力，令人敬佩。
本次區議會選舉針對建制派的「黑色恐怖」層出

不窮，存在不公平的情況。投票當日，縱暴派變本
加厲，陰招盡出，干擾選舉公平，除了衝擊及滋擾
建制派人士外，有縱暴派煽動支持者在投票站外重
複排隊，惡意製造人龍、阻撓市民投票。網上更
流傳眾多所謂建制派已夠票等謠言，誤導選民。
該次選舉可謂是回歸後，建制派面對最艱難的

一次選戰，但建制派堅持為民福祉踏實肯幹，有
擔當肯負責，切切實實回應市民「盼安寧、求穩

定」的強烈訴求。
過去5個多月來暴力氾濫，情況惡化，暴徒的

目的直指香港管治權，暴力嚴重踐踏法治和社會
秩序，嚴重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嚴重挑戰「一國
兩制」原則底線。止暴制亂仍是當前香港的當務
之急。

選舉雖然結束，相信建制派初心不變，在中央
堅定不移支持下，繼續支持政府依法施政，支持
警方止暴制亂，凝聚人心、發揮愛國愛港力量的
關鍵作用，讓香港早日恢復穩定秩序，重回發展
經濟民生的正軌。

建制派初心不變 發揮穩定香港關鍵作用
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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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台新聞部的新聞報道時有
偏頗，一直為人詬病。最近一篇關

於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高專辦」）
的報道，再次凸顯了港台新聞報道不盡不實、斷章
取義的本質，亦有違港台製作人員守則的要求。
11月19日「高專辦」就香港理工大學的局勢

發表聲明，11月20日香港電台新聞部報道了這
篇聲明，「高專辦」的聲明對香港局勢表達關
切，並「呼籲所有參與抗議的人放棄並譴責使用

暴力」。但是港台新聞報道選擇性地忽略「高專
辦」對特區政府保障人權集會自由的認同，以及
「高專辦」表示不認同「一些參與抗議的人訴諸
極端暴力」和「人權高專辦呼籲所有參與抗議的
人放棄並譴責使用暴力」的內容。總之，港台新
聞對「高專辦」譴責示威者的暴力行為的部分輕
描淡寫，視若無睹。
香港電台作為一間公營廣播機構，沒有資源上

的壓力，理應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新聞報道更

應「適切準確、不偏不倚和沒有斷章取義」。港
台「守則」白紙黑字寫明「新聞節目應能就所選
題材向觀眾、聽眾提供理性而詳盡的闡述」，可
是這宗新聞報道不盡不實、斷章取義，令市民誤
解聯合國的聲明。
對此本關注組表示強烈不滿，要求香港電台新

聞部立即刊登更正聲明，以正視聽。關注組並促
請港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審視以往發出的報
道是否有不實報道誤導市民。

港台新聞報道斷章取義違反守則
彭長緯 公營廣播關注組召集人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央政府11月初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
組會議後，公佈了16項普及惠民及便利香港專
業界別到大灣區發展的政策措施。有關措施將進
一步便利港人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就業和居
住，以及加強大灣區內的人流、物流、資金流等
方面便捷流通。措施其中較受普羅大衆關注的，
是「便利香港居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購買房
屋」，將豁免香港居民現在於內地城市購房時所
需的在內地居住、學習或工作年限證明，以及繳
納個人所得稅及社保條件，使香港居民享有與內
地居民同等的待遇。這項措施旨在便利香港居民
在內地學習、就業以及退休後在內地生活，有關
執行細節仍有待落實。但據消息透露，香港居民
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購房時仍將需要提供內地居
住、學習或工作證明，只是放寬了年限的條件，
即是不用證明在內地居住、學習或工作已達一定
的時間（例如一年）。
其實，自從大灣區內各城市的高鐵陸續開通

後，已經形成了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的格局，從
香港西九龍到廣州南只需55分鐘，去深圳更快
至只需大約14分鐘，所以白天在香港上班、晚
上下班回內地居住不再是天方夜譚。由於香港樓
價高昂，一般打工仔難以負擔，以致很多人都想
在鄰近香港的城市買樓。中央及香港政府近年都
不斷鼓勵香港的年輕人到內地發展及置業。但由

於內地城市有限購令及實施各方
面的買樓限制，以致港人在內地
買樓時都會遇到很多障礙。
此外，自從修例風波以來，香

港的經濟、民生、公共秩序及人
身安全等，都受到嚴重損害及威
脅。在此等動盪不安的局勢下，
不少香港人產生出走的念頭。根
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今年 10 月初公佈的民調，有
42%的受訪市民有移民或移居外
地的打算，近10%受訪市民近
期已經為移民/移居做準備，兩
個比例數字都是近年新高，相信
是繼97香港回歸後的另一個移
民潮。

一些移民顧問公司表示，近月移民查詢數目激
增10倍，熱門移民/移居地點不再單單是英美澳
加，現在還包括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因
為費用及門檻較低。而計劃移民或移居的人士當
中，有很多是屬於經理/行政級人員或專業人士。
他們在香港有事業基礎及自己生活圈子，未必真
的很想離開香港，尤其愛國愛港的人士，只是為
了下一代的成長及前途着想，或因應香港現時的
亂局尋找一道後備逃生門，以防萬一香港失控時

仍有路可逃。
因此，與其讓這些人才流失到鄰近國家或城

市，倒不如中央可考慮再調節有關政策措施或執
行細節，讓港人可更容易合乎規範地在大灣區內
地城市置業。將來無論這些人真的選擇遷移到內
地城市居住及發展，抑或覓得後路後就安心繼續
在香港努力打拚，對於中央來說，他們都是仍在
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若然真是後者居多，更有
利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及推動「一國兩制」的發
展。

取消限制 便利港專才灣區置業
錢偉倫

■港珠澳大橋已經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交流的重要樞紐。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