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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火速通過《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以全球最自由民主排
名第17的身份來對排第3的香港

說三道四。法案將香港的政治、經濟、貿易等事
務納入美國監管，分明是公然挑戰中國對香港的
全面管治權，也是對香港民眾權利的踐踏。我們
應該看清，美國只是將香港當成遏制中國崛起的
一枚棋子，法案不會帶給香港更大的自由民主，
只會為香港加煩添亂。
過去數月，有些美國政客無視香港客觀事實，

無視香港的撕裂，更無視香港居民對社會繁榮、
穩定、人權、民主和關愛的追求，不斷向特區政
府施壓，無非就是想將香港培養成對抗中國的一
枚棋子，好讓自身在中美貿易戰中擁有更多的談
判籌碼。
利用本國法律干涉別國內政、實行長臂管轄，這

對美國來說不是首次，已是慣常伎倆。數十年來美
國從未停止過搞「人權外交」，我們難道還不能從
伊拉克、利比亞、烏克蘭到敘利亞這一個個慘痛
的例子中，看清美國政客的虛偽和險惡用心嗎？
此法案一旦生效，絕非有些人宣傳的「是一場勝

利」，而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是讓已飽受
內憂外患的香港雪上加霜。法案將香港獨立關稅區
的特殊地位與香港的人權、自由、民主狀況掛鈎，
要求美國政府未來每年審視香港自由情況，按需
要調整美國對香港的貿易特別待遇，這無異於親
手給了美國一柄隨時可以傷害香港的武器。要知
道，香港若失去獨立關稅區地位，將嚴重影響本
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根基，更會影響投資者在
香港的信心。借有關法案妄圖破壞香港的國際金
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地位，也必將損害
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企業在港利益。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再一次暴露了美國

一些政客無視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企圖
以其國內法干涉他國內政的狼子野心。而法案也
不可能為香港帶來真正的自由、民主，恐怕只會
為「攬炒」火上澆油。在此，我也奉勸一些別有
用心的政客認清事實，只有「一國兩制」，才能
使香港保持並發揮其獨特的優勢。我堅信，在中
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定能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
種困難和挑戰，一些美國政客策劃的這場反華亂
港的鬧劇，必定以失敗收場！

莊紫祥 博士 大灣區金融科技
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本屆區議會選舉結果在煽暴派營造出來的白色
恐怖下塵埃落定。大部分當選人將以「示威者手
足」身份進入區議會，將所謂「五大訴求」帶入
區議會，以民生福祉作賭注，阻礙乃至癱瘓特區
政府施政。而不少建制派候選人在不公情況下飲
恨敗北。事實上，今次區選出現很多惹人爭議的
地方，選舉管理委員會、廉政公署必須介入調
查，釐清選舉爭議，還落選者一個公道。
首先，建制派議員在過去兩個月的競選期間，

受到不同程度的滋擾，區選部署被打亂。試問，
香港以往在選舉期間會有候選人辦事處被人淋紅
油、縱火，候選人被行刺等事情發生？建制派的
選舉工程在安全不保的情況下進行，大多數建制
候選人為保障義工安全，暫停了街站的拉票工
作，導致候選人未能正常與街坊接觸，影響競選
效果。
其次，以暴徒為首的「網絡小隊」，在選舉前

夕及選舉當日利用各大社交平台，包括有「曱甴
頻道」之稱的「連登網上討論區」、美國操控的
Telegram，發動多層次的文宣攻勢，阻礙選民
正常投票，影響選舉結果。
選舉前夕，激進網民發動第一波攻勢，煽動年

輕人「保管」父母及長者的身份證，企圖令長者
不能投票，因為激進網民認為長者會投票給建制
陣營。
再者，網上散播流言稱，為了便利選民，政府

已經分開兩天投票，投票支持「民主派」的在選
舉當日（24日）投票，投建制派的則在25日舉
行。這些假資訊假消息，不知影響多少選民表達
意向？
在選舉當日，暴徒更發動直接攻勢，發動「和

你排」行動，召集眾「義士」在早上八時半開
始，在票站排隊，不論是否符合選民資格，都
「同你排隊投票」，目的就是加長排隊人龍，阻
礙早上投票後返工的打工仔的投票意慾，增加長
者長時間等候的不便，阻礙這些人向止暴制亂投
出神聖的一票。
筆者還有多個疑團，希望讀者能夠細心思考，

給予答案。
第一，10月是暴力運動中最激烈的一個月，

暴徒發動持續多日的「三罷」行動，癱瘓香港的
經濟和社會運作。然而，「三罷」沒有達到他們
想像的效果，反而激發市民對暴徒的怨憤，由同
情轉為憎恨。
事實上，「三罷」造成民怨沸騰，民意逆轉，

按道理支持煽暴派的人數會下跌，縱暴派理應制
止事件及要求押後選舉，令事件降溫。但是，縱
暴派不但沒有按常理出牌，反而將中大、理大事
件鬧大，目的是要與全香港市民攬炒！同時，煽
暴派議員強烈要求區選如期舉行，他們為何覺得
可以穩操勝券？
第二，暴徒在11月初發動的中大攻防戰，留

守中大二號橋的暴徒向外發話，如果政府確定如
期舉行區選，他們可以重開二號橋及吐露港公
路。的確，暴徒在11月9日散去，結束中大攻
防戰。試問，挾持了來回新界中、北部交通樞紐
的暴徒，為何只向政府提出如期舉行區選的簡單
訴求？實在太耐人尋味。
事實上，建制陣營在今次區選的基本盤並沒有

流失，反而進一步鞏固，得到120萬人支持，較
上屆區選足足多了40萬人，上升52％。煽暴派
的卑劣手段，破壞了香港選舉的公平公正。選管
會、廉政公署須盡快介入，調查選舉中是否存在
任何舞弊，維護本港公平公正的選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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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香港初心不動搖 建制政黨社團再出發
在「黑色暴力」籠罩、社會兩極對立、選舉公平被肆意破壞等極端不利環境下，

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中的得票比例仍然超過四成，極為不易，值得珍惜。這裡，既

有建制派參選人的頑強拚搏，也有愛國愛港社團的全力支持。愛國愛港社團不懼選

舉逆境，動員大批來自不同界別的社團義工為愛國愛港候選人助選，必須充分肯

定。雖然在單議席單票制的選舉制度之下，建制派只得一成多議席，非常惋惜，但

建制派服務市民、建設香港的信念不會動搖，一定會保持初心不氣餒，繼續深耕社

區，服務市民，爭取更多市民的支持，與愛國愛港社團一道砥礪前行再出發，在明

年立法會選舉打出翻身一仗。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區議會選舉結果塵埃落定，建制
派在持續暴亂及泛暴派的抹黑、攻
擊下，打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艱難選
戰。建制派整體選票有明顯增長，
取得4成多選票，但由於單議席單
票制的選舉制度只得一成多議席，

很多選區以微弱劣勢惜敗。如何解讀今次區選結
果對香港整體政治格局的影響，備受社會各界關
注。

建制派已盡力愛國愛港社團功不可沒
過去5個多月中，亂港派借《逃犯條例》修訂

發動連場暴亂，嚴重衝擊香港法治和社會秩序，
建制派的選舉工程根本不能正常展開。外部勢力
與暴力分子相互呼應，美國議會在選前一周提速
推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顯然是有意刺激

選民情緒。香港社會氛圍嚴重對立、社會情緒
嚴重撕裂，整體政治環境對建制派非常不

利。令人欣慰的是，堅持反暴力的建
制派總體獲123.5萬票，取得逾4

成選票，較2015年區選大
增逾44萬票，說明建制

派基本盤不僅
穩固，

而且有擴大，只是在單議席單票制下，議席分佈
不能反映建制派的支持度。建制派已經盡力，實
在毋須悲觀氣餒。

更要看到的是，自區選開始以來，愛國愛港社
團旗幟鮮明支持為港謀福祉、做實事的候選人。
愛國愛港社團在今次區選中，面對來自內外的嚴
峻挑戰特別是「黑色暴力」恐怖，助選難度可想
而知。愛國愛港社團沒有怯於今屆區選惡劣形
勢，基於對香港止暴制亂的關心和支持，即使面
對選舉逆境，仍在今次區選中，號召大批來自不
同界別的社團義工，紛紛走上街頭為愛國愛港候
選人助選，在多區為建制派守住了穩定多數，又
開拓了不少票源。在今次破紀錄的高投票率下，
建制派仍能保持四成得票，愛國愛港社團功不可
沒。

建制派仍是維護繁榮穩定中流砥柱
過去多屆由建制派主導的區議會，不同的建制

派區議員先後提出大量有利經濟民生、推動地區
發展、促進公民意識、加強國民身份認同的議
案、意見，有力阻壓反對派以政治騎劫區議會。
然而，由反對派主導的區議會，可以預料地區民
生問題將趨向政治化，社區安寧隨時被破壞。屆
時，經濟民生議題會被政治議題排擠，區議會務
實為民的功能被架空。地區面對嚴峻形勢，廣大

市民必須監督反

對派區議員是否如實履行區議員責任，不容改變
區議會作為地區諮詢機構的性質，禍害地區居
民。

在當前香港複雜的政治環境中，止暴制亂仍是最
迫切的任務，配合政府依法施政更任重道遠，建制
派繼續扮演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中流砥柱角色不會
改變。由於反對派不僅會借區議會為暴力充當保護
傘，而且將對特區政府的施政製造更大的障礙。建
制派此刻更要萬眾一心，重新出發，支持特區政府
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沉着應付明年和以後的連場
選戰，為香港未來發展做好部署。

建制派與廣大市民凝聚共識攜手同行
受持續逾5個月的違法暴力衝擊，香港經濟面

臨衰退風險，各行各業艱苦經營，市民生活百上
加斤，當下香港經濟環境極之惡劣。今次選舉結
果也反映社會深層次矛盾亟待解決。建制派需與
廣大市民凝聚共識，攜手同行，支持特首和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共同推動社會恢復法
治秩序，令香港重回發展正軌，積極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扎實推進
香港經濟升級轉型，惠及
民生，讓香港早日
走出困局。

我們建制的候選人及義工團隊，
過去多年來一直用心服務社區，有

汗有淚，又在極端困難、選舉不公、甚至危險的
情況下完成選舉工程，可敬可佩！在此嚴峻、艱
辛的形勢下，建制依然努力不懈，取得了約4成
選票，得票也比上屆選舉有所增加，大家已盡了
力，非戰之罪，請不要氣餒。
從這次區議會選舉的得票分佈看，建制派總獲

得票數約121萬，較16年立法會選舉增長逾30
萬票；建制派得票比例佔四成一，與反對派得票
率差距不足兩成，仍然在6:4 的比例範圍內。只
是由於在單議席單票制的選舉制度之下，整體得
票率相差不多便可能會導致大多數議席的贏輸，
這使建制派的議席大幅減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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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備受重創，由上屆總贏得共117個議
席，下跌至今屆21個。這實在是「非戰之罪」，
這使我們建制候選人及義工團隊和支持者，以及
不少市民都感到惋惜。
歷史是賢明的見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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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2003年區議會選舉之前，與現時修
例風波可謂十分相似。當年香港遭受SARS災

難，造成慘痛的人命傷亡，經濟跌入谷底，倒閉
潮、失業潮困擾廣大市民，社會將對經濟民生的
不滿投射到23條立法爭議上，直接導致建制派當
年於11月的區議會選舉中受挫，民建聯派出206
人參選，只得62人當選，比前一屆區選少21
席，當選率僅三成。

民建聯自03年區議會選舉失利後，加緊在地
區辛勤耕耘，誠懇服務居民，04年立法會選舉
後，民建聯共取得立法會12席，成為第一大政
黨，比上屆增加2席。再到07年區議會選舉，民
建聯議席大增53席，共115席，當選率達六成
六。其他建制派團體議席亦顯著增加。民主黨議
席則由95席減至56席，其他反對派團體議席亦
顯著減少。

今次區選的選舉環境對建制派極不公平，這一
點有目共睹。持續近半年的暴力運動，香港陷入
高度政治化泥淖，社會氣氛極不尋常、不正常，
充斥焦慮和猜疑，結果市民將對政府及警隊的不
信任、不滿發洩於建制派身上。特別在選舉之
前，全港有逾百間議員辦事處，遭受暴徒大肆破
壞逾三百次，不少參選人、支持者、提名人及義
工，被暴力恐嚇和威脅；民建聯逾八十個地區辦
事處，遭受超過一百次的刻意衝擊和破壞，包括

打破玻璃、放火及灌水，街站受到不同程度的滋
擾，而網上亦不斷湧現大量不實信息，肆意抹黑
建制參選人，更有外力介入，選舉的公平、公正
明顯已受破壞。

儘管面臨重重挑戰和不利，惟建制候選人仍不
懼黑色暴力，堅毅不屈地完成區選工程，還保住
了四六比得票比例，實屬難得，說明仍有不少市
民認可、支援建制派地區工作。筆者衷心感謝所
有投票支持我們的百多萬市民，是我們做得不夠
好，讓大家失望，我們會認真檢討，繼續為香港
努力，請繼續支持我們。

今次選舉結果顯示政治凌駕民生，很多市民
只投立場不理往績及能力，我十分痛心，亦為
香港未來憂心。對不滿意今次選舉結果的沉默
大多數，請你立即登記做選民，於明年9月立
法會選舉投票。對痛心香港被暴力及歪理破
壞，但未有投票的市民，請你預留時間，明年9
月立法會選舉，出來投票表達你的意見，盡公
民責任。

「吾志所向，一往無前；百折不撓，愈挫愈
勇。」這是偉大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的名
言，為建制派最好的座右銘。我們為香港用心拚
搏，一往無前，無怨無悔。感謝大家的支持！

百折不撓 愈挫愈勇 重新出發
葛珮帆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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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香港社會止暴制亂工作尚未完成，以及美
國國會強硬通過涉港法案的背景下，香港區議會
選舉結果正式出爐，對這樣一個區議會選舉結果
必須要有足夠的正視和重視。不當家不知柴米
貴，社區的「新當家」要深刻明白止暴制亂的必
要性，建設很難，但破壞很容易，且行且珍惜香
港來之不易的成就。
但無論如何變化，都無法改變香港是中國的香

港，以及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核心本質，
貫徹基本法必須是香港堅定不移的社會共識。
「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中央政府要協
同香港社會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
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同
時，作為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一國兩
制」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完善。

港應借祖國之力加速發展
香港回歸不僅是「治權回歸」，更要「人心回

歸」，做到這一點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對此我
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此外，中國確實要妥善
處理好「香港失落的一代人」，讓這一代人、幾
代人認識到香港沒有沒落，反而會有更好的發展
機遇。中國內地之所以快速發展，就得益於抓住
了一切發展機會，才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
香港不能錯過經濟轉型的良機，應借祖國之力加
速發展。
香港的街頭政治是多種糾結勢力宣洩的集中表

現，參加「街頭政治」群體成分十分複雜，並非

都是弱勢群體，這一基本現實要客觀看待。貧富
差距巨大、年輕人壓力大、沒住房是基本事實，
但利用這一社會矛盾搞事更是鐵的事實。美國等
西方國家利用香港問題制約中國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是不爭的事實，而有些港人自甘當「代理
人」。

美國利用香港問題妄圖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是
徒勞的。一方面，美國高估了自己干預香港問題
的能力。美國干預香港問題的本質，短期來看是
要以此作為籌碼在與中國的商業談判中要價，從
長期來看是要借助香港問題搞亂中國。美國幾十
年前都做不到，如今就更做不到了，太高估了自
己能力，中國政府在核心問題上不會妥協，更不
會有絲毫的讓步。另一方面，美國低估了中國政
府治理香港的能力。香港之所以有今天的經濟繁
榮不是美國恩賜的，完全是得益於「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帶來的巨大紅利，中國政府倡議的「一
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就是香港經濟再繁
榮的第二春，就算美國最終通過涉港法案也不會
阻止香港的發展趨勢。

遏制中國成美戰略考量
如今不難看出，中美博弈必然是全面的、長

期的，並日趨白熱化。美國國內缺乏負責任的
政治家，短視、急功近利、「美國優先」、
「美國霸權」，這些不是特朗普的專利，很大
程度代表了美國朝野上下的慣性思維。這一基
本事實也證明了中美博弈不可能通過簽署幾個

協議就能解決，而是兩個國家間的綜合實力較
量。尤其是涉港、涉台問題，完全凸顯了美國
對中國的全面對抗戰略，尤其是美國種種舉措
與中國總體國家安全觀形成嚴重衝突和對抗。

破壞中國政治安全是美國對中國的策略。美國
粗暴干涉香港事務，就是希望借助香港亂局來徹
底搞亂中國。危害中國國土安全是美國長期既定
政策。美國就是要製造四分五裂的中國，甚至對
各種分裂勢力不斷鼓勵和支持。破壞中國軍事安
全是美軍的戰略目標，破壞中國經濟安全是美國
維護經濟霸權的重要目標。貿易戰、金融戰、貨
幣戰都是中美博弈的常態，而經濟問題政治化才
是核心。

破壞中國文化安全是美國「文化侵蝕」的重點
領域，危及中國社會安全是美國處心積慮的陰險
圖謀。打壓中國科技安全是美國科技霸權的必然
選擇，危及中國信息安全是美國謀求控制信息權
的戰略目標。破壞中國生態安全是美國長期發展
的戰略目標。犧牲中國環境，成就美國經濟，但
中國如今不想這麼做了，美國就不習慣了。

由此可見，中美之間的對抗不是特朗普的一時
興起，完全是美國長期和全面遏制中國的戰略考
量。因此，中國對美國不要抱有幻想，但還要努
力爭取「和平崛起」的機會，這條發展道路是絕
不會動搖的。香港區議會選舉雖然看似很小，但
不能等閒視之，更好地治理香港、繁榮香港，讓
港人重樹信心，也是應對中美全面博弈的必然選
擇。

從區議會選舉看中美博弈白熱化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