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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單看今次區議會選舉中所得的席位，
建制派的確輸得一敗塗地。在452個席位
中，給反對派拿走了388席，建制派只得
59席。85.8%的席位都落入反對派的手
裡。但如果改看所得的票數，建制派亦有
123萬票，佔了總票數的41.8%，並沒有比
一貫的6:4的基本盤少。相比2004年(2003
年有23條大遊行，情況與今天相近)立法會
選舉，建制派表現最差的時候，那次建制派
只有36.93%的得票率，今次可謂已有一定
的進步。
若以實際的得票量來計，今次建制派的得

票更是歷史上最高，比2016年立法會選舉
時得票87萬的紀錄，多了36萬票，顯示建
制派在爭取支持這方面並非沒有進賬，只是
在實際的得票量方面仍與反對派有距離。
另一方面，反對派雖然拿了167萬票，但

得票率卻只有57%，比2004立法會選舉時
的最高紀錄60.5%，少了3.5%，可說是退
步了。

反對派今次能夠憑57%的得票率，拿到
85.8%的議席，全因為區議會選舉行單議席
單票制。理論上只要得票率過50%，而選
民的申報又平均的話，要全取100%的議席
也不是沒有可能。因此，反對派在這次區議
會選舉中雖拿到佳績，但這並不代表在比例
代表制的立法會選舉中，反對派一樣可以拿
到這樣好的成績。
今次區議會的選舉雖然十分政治化，但區

議會的實際工作卻是十分地區化與民生化
的。反對派的強項是搞政治活動，要他們在
區議會做繁瑣的街坊工作，他們很難長期提
得起勁。所以我預期，選民很快會察覺，他
們並非做區議員的適當人選。若然下一次區
議會選舉不再那麼政治化，選民可能會別有
選擇。反對派可不要被勝利衝昏了頭腦。

其實，反對派若肯實事求是的話，應該承
認，他們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中的得票率
(57%)實在有點差強人意。原因是今年多了
39.3萬個新登記的選民，其中有48%是18
至35歲的年輕人。而這批年輕人中，反對
派認為起碼有八成至九成是支持他們的。如
果餘下的選民仍按基本盤6:4來投票，那反
對派的得票率應該高過60%才是，沒有理
由不增反減，變成只有57%。如果反對派
在年輕人之中的認受度真是這麼高的話，是
否代表反對派在餘下者心目中，連57%的
支持度也保不住，這是否反映6:4基本盤，
其實正出現變化？如果真是這樣，發展下去
可對反對派釀成危機。
值得反對派進一步關注的是：(i)投票率增

加是否一定對反對派是好事？為何今次投票
率升至71.2%，但反對派的得票率卻只有
57%？(ii)沉默的大多數中，是否真的潛藏
很多保守派？要推動多人出來投票，會否反
而對建制派更有利？(iii)年輕時較傾向理想
主義的人，會否隨着年紀的增長，而逐漸傾
向現實主義，因而愈發覺得反對派主張不切
實際，因而不願再加以支持？(iv)不與「勇
武」派割席，是否真的會嚇怕部分「和理
非」的支持者，因而連累反對派？
此之所以，我認為反對派今次只是面贏，

底子裡暴露的問題亦相當嚴重，如果不好好
檢討，調整不恰當的策略，明年立法會選
舉，未必可以再次予取予攜。

（本文轉載自《A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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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財政部數據顯
示，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管
治下，2019年美國債務新增
1.2萬億美元，總債務達到
了22.72萬億美元。對比法

國債務總額約2.59萬億美元，美國政府已
陷入負債深淵，反映美國債務高牆已影響美
國未來10年生死存亡的關鍵，美國財政已
入不敷出，靠發行債券減低債務壓力。即是
說，其他國家對美國經濟增長速度感到不樂
觀時，將不購入或減持美國債券，將會讓美
國經濟更加脆弱，美國農業和汽車業的兩大
重要經濟產業受政府負債和中美貿易戰影
響，將有許多美國企業面臨破產危機。

內地是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按照香港政
府數據顯示，東盟已取代歐盟成為香港第二
大貿易夥伴，佔比上升至去年12%，而美
國跌到第四位，香港貨物貿易總額的佔比由
2008年8.7%下降至去年6.6%。可見，香
港未來幾年對美國的貿易依存逐步收縮。再
者，美國總統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只會讓香港企業再沒有信心與美國企業合
作，這對美國1,300多間在香港分支機構和
企業產生負面影響，影響美國企業在亞洲收
益，加速美國經貿失衡，最終將美國經濟推
向衰退邊緣。
美國政府若短期內達成初階段中美貿易協議，

有助緩和貿易壁壘全球緊張氣氛，讓美國企業
鬆一口氣，否則美國政府處處壓迫內地只會衝
擊全球經濟體制，製造更多政治危機，將美國
的債務雪球越滾越大，甚至將美國金融科技產
業泡沫爆破，陷美國大型企業於不利和加速美
國初創企業倒閉。因此，中央政府只要穩定銀
行體制，加速內銷，保持門戶開放吸納資金和
技術，中國足以穩住大局。
在中美貿易戰中，美國希望在中方獲得更

多關稅和利益而不懂進退，甚至破壞世界秩
序，在香港製造社會恐慌，只會摧毀美國企
業在內地和香港生存空間，加快拖垮美國債
務危機，導致美國霸權地位衰落。

張思穎 民建聯中央委員
民建聯工商事務副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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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根基仍在 保持初心重新出發
今次區選在黑色恐怖、充滿暴亂的不公平情況下進行，即使建制派候選人全力以

赴，都未能力挽狂瀾。但建制派根基仍在，重新出發大有可為。

龍子明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黑色暴亂持續近半年，市民對暴
亂持續感到非常擔心，對政府長時
間未能提出有效方式恢復秩序極度
失望，市民半年以來累積的憤怒與
不滿無處發洩，不把怨氣一股腦兒

發洩在建制派身上才怪。到今天政府高層還把短暫
平靜說成是社會太平，但這樣的太平一定不是穩定
的太平。尤其是政府高層認為，區議會和平進行，
政府就功德圓滿，不覺得建制派大敗和自己有關，
這就是問題所在。
為了打擊和瓦解建制派士氣，反對派彈冠相慶，

散佈區選建制派被「連根拔起」的謬論。但是，建
制派在持續暴亂及泛暴派的抹黑、攻擊下，仍然打
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艱難選戰，基本盤並沒有流失，

更沒有被「連根拔起」，反而進一步鞏固。建制
派總體獲 123.5 萬票，較 2015 年增加逾

44.1萬票，增幅55.5%。只是由於在單
議席單票制勝者全取的制度之下，

許多議席票數相差不多，結果
得票和得到議席不成比

例，這使建制派

取得四成二選票卻只得一成多議席。
市民紛紛表示，此次選舉在持續暴亂中進行，建

制派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議席數目大幅減少是非
戰之罪，雖敗猶榮，支持建設力量的市民並未減
少。愈來愈多的市民會堅定不移地支持建設力量，
希望將建設的力量和聲音帶給更多街坊，讓香港社
會重新出發。
建制派各政黨和團體一直高度重視地區工作，長

期扎根基層，以汗水灌溉社區，注重民生，做了大
量促進市民福祉的實事，贏得了廣大選民的認同和
支持。建制派參選人大多數是全職地區工作者，就
算從事其他職業，也一直花大量時間落區，論能力
非「空降」的政治投機者可比。即使在暴力氾濫、
面對不公平的環境下，建制派仍然為民謀福矢志不
渝、初心不改。雖然建制派區選戰果輸了議席，但
整體選票還是保持大約六比四，建制派根基仍在。
如果有人在區議會只搞鬥爭、不顧民生的話，遲早

都會被廣大選民所唾棄。2003年因SARS襲港，社會
將對經濟民生的不滿投射到23條立法爭議上，導致幾
十萬人上街示威，讓反對派在當年的區議會選舉中獲
勝，但一換屆就被建制派扳回的歷史，就充分說明這
一點。最經典的是何秀蘭藉23條立法引起爭議之機，
強攻深耕觀龍多年、甚有名望的民建聯時任副主席葉

國謙。但何秀蘭當選後置地區工作於不顧，到了2007
年區選，何秀蘭不得不放棄競逐連任。而葉國謙對社
區居民不離不棄，結果以2701票大勝，遠遠拋離取
162票的梁劍琴和取315票的何來，重奪議席。
今次在400多萬選民中有約100多萬沒有投票，

這是建制派有待開拓的巨大票源。如何爭取這部分
選票的支持，是擺在建制派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
因此，建制派在總結經驗時，應該以與時俱進的思
維，不斷提升及創新基層社區工作的方法。
來年立法會選舉，又是另一個戰場，民建聯提

醒：「如果你係不滿意今次區議會選舉結果嘅沉默
大多數；如果你係痛心香港被暴力同歪理破壞，但
無出嚟投票嘅市民，請你立即登記做選民，喺明年
9月立法會選舉，出嚟投票表達你嘅意見。」

建制派未因選舉失利氣餒，表明會對社區不離不
棄，並且會百折不撓，愈挫愈勇，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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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最重要是思
考如何打好翻身仗。

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簽署《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特朗普聲稱，法案

重申並修正1992年的《美港政策法》同時指示對
香港政治發展作出評估。法案主要推手之一、共和
黨參議員魯比奧讚揚特朗普簽署法案的決定，指美
國現時擁有新的和有意義的工具，阻止北京進一步
影響和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云云。
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指出美方將所謂《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簽署成法，此舉嚴重干預香港事
務，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是赤裸裸的霸權行徑，中國政府和人
民堅決反對。聲明正告美方，香港是中國的香港，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政府和勢力都無
權干預。
根據聯合國有關決議，任何國家均不得使用經

濟，政治或其他手段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法案是
對他國內政的「長臂管轄」，美國的這一干預行為
無論以國內法的何種形態及程序呈現，均不具有任

何國際法的合法性基礎，在美國國境之外，美國並
不享有跨境管轄的法律特權。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這一美國的國內法，要

求美國國務卿每年都作出報告，評估香港有否「足
夠自治」，並授權美國總統決定香港是否繼續享有
獨立關稅區待遇、購買美國出口管制敏感技術、維
持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制裁」相關的香港和內地
官員，赤裸裸干預中國內政，是典型的霸權主義行
徑。
香港暴力分子的破壞活動不斷升級，與美國國會

插手香港事務密切相關。法案主要推手之一魯比奧
與香港暴徒內外勾結，沆瀣一氣。香港暴力愈演愈
烈之時，魯比奧來港拍片歪曲事實、顛倒黑白，聲
稱香港人的事會繼續是美方的事，美方一定繼續出
聲，一定不會讓世界忽略或者忘記香港人的努力云
云。
法案公然為香港暴力犯罪分子張目，美國鷹派政

客將肆意縱火、打砸商舖、暴力襲警等嚴重犯罪，

稱之為「人權」「民主」問題，他們對特區政府依
法和香港警隊止暴制亂、恢復秩序，進行別有用心
的抹黑，明目張膽為暴亂分子撐腰壯膽，充分暴露
他們虛偽嘴臉和企圖把香港持續推向動盪深淵、遏
制中國和平發展的險惡用心。法案顛倒黑白、混淆
是非，赤裸裸地與國際社會共同遵循的正義和良知
為敵。

法案的目的就是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以實現美
國鷹派政客借香港問題阻礙中國發展的險惡圖謀。
美方這一惡劣行徑不僅損害中方利益，也會損害美
國自身在港重要利益。美國單方面改變對香港的經
貿政策，將會對中美關係及全球共同利益產生負面
影響。

美國應立即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停止干涉香港
事務，否則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果美方
執迷不悟、頑固堅持其霸權主義立場，廣大港人
堅決支持中央政府採取有力措施，予以堅決反
制。

人權法案長臂管轄禍亂香港損美利益
楊華勇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全國工商聯常委

昨日，特朗普不顧中方多次嚴正交涉和強烈反
對，簽署了「2019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特
別是特朗普一面公然支持美國參眾兩院以人權保護
為幌子插手香港事務、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一面大
言不慚地愚弄全球公眾：「我簽署這些法案是出於
對習主席、中國和香港人民的尊重」。這充分暴露
了以特朗普為首的美國政府，嚴重挑釁中國主權，
挑釁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挑釁並肆
意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其虛偽嘴臉和
霸權本性昭然若揭。

無視基本準則何來尊重
當代國際關係中，「主權平等」、「不干涉內

政」等原則已經成為基本準則。《聯合國憲章》七
項原則之首，便是各會員國主權平等；《國際法原
則宣言》中，也載明「每一國均享有充分主權之固
有權利」；在聯合國通過的《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
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的國際法原則宣言》中，各
成員國也承諾「嚴格遵守不干涉任何他國事務之義
務，為確保各國彼此和睦相處之一主要條件」。這
些基本準則是地球村的全體成員都應該具備的基本
共識甚至是常識，可是，一向以大國、強國自詡的
美國，偏偏在香港問題上，就可以利令智昏到忘記
共識、失去常識：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問題是
中國的內政，他國無權干涉。香港回歸後的22
年，是中國堅持「一國兩制」對香港行使主權的22

年，不論是香港這座城市在回歸後、背靠祖國獲得
了繁榮發展和長足的進步，還是在前行之中遇到了
風雨和暫時的困難，香港事務，一定也只能是中國
的內政，容不得別人指手畫腳，更不允許他國插手
干涉。
香港修例風波發生以來，美方在香港問題上進行

了一系列政治操弄：對香港警方極度克制執法、依
法維護法治橫加指責，對香港社會迫切要求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的主流民意和強烈呼聲充耳不聞，包
括這次的民主與人權法案，其本質就是要為縱暴
派、亂港派提供「避風港」，給特區政府和香港警
隊嚴正執法、止暴制亂製造「黑陷阱」，向心有正
氣、行有正義的愛港群體發出「警告信」。以人
權、民主為名，行霸權干涉之實，如此荒唐、虛偽
地踐踏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何來尊重？赤裸裸地置
國際道義於不顧，必將為所有尊重國際法和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的國際社會成員所不容。

粗暴干涉主權何來尊重
值得警惕的是，美國粗暴干涉他國主權，已然由

單一的民主牌、人權牌，到經濟牌、金融牌等多招
齊出。具體到香港問題上，亦是如此。無數事實證
明，美國政客根本不關心香港民眾的利益福祉和民
主人權，他們手段卑劣地恐嚇止暴制亂的正義人
士、明目張膽地給暴徒「鋪後路」，居心叵測地破
壞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企圖借香

港問題趁火打劫，遏制中國發展。用心如此險惡，
何來尊重之有？

言而無信何來尊重
人無信不立，國無信必孤。就在上周，特朗普還

拒絕承諾簽署這份國會以壓倒多數通過的法案，他
說自己支持抗議者，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我
的朋友」、「我和香港站在一起」。他在接受早間
節目《福克斯與朋友》近一個小時的採訪中說，
「我支援所有我們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們也正在達
成歷史上最大的貿易協定。」他並非不知道中國的
立場：參議院通過該法案後，中國外交部予以譴
責，稱其「干涉中國內政」，「違反國際法和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然而，一轉身，特朗普就成了言
而無信的變色龍，不但簽署了法案，還大鳴大放地
說自己尊重中國。
世界人民都不會忘記，特朗普的信用其實早已破

產：他總是在Twitter上口出狂言，發出一系列幼
稚而自大的總統言論。記得有位美國作家對此有過
精闢的評論：對美國人而言，一個總統如果能帶領
美國走向更好，一定要以此誠信為開端——必須要
從我們的首位總統幼年時砍了一棵櫻桃樹但沒有為
此說謊的故事開始。
言而無信的特朗普，請問：您出於對習主席、中

國和香港人民的尊重，究竟是怎樣的「尊重」？希
望你的回答能終究是「靠譜的」。

三問特朗普：如此挑釁何來尊重
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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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5個多月，香港社會政治
氛圍對立、社會情緒撕裂、經濟民生

發展受挫。新一屆區議會選舉是自修例風波以來第
一場全港性選舉活動，在這種背景下能夠得以順利
進行實屬不易。在特殊政治背景下，最重要的是新
當選的區議員有一顆真誠服務市民的心，以實際行
動止暴制亂，讓香港社會恢復秩序。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中西文化薈萃，崇尚法
治和自由。然而，過去的5個多月，我們親歷了香
港回歸以來最動盪、最暴力、最無秩序的黑暗時
期，對普通香港市民的生活和發展都造成極大不

便，嚴重影響了香港的國際形象。這座城市給人
的安全感似乎一瞬間就崩塌了，商場隨時被「裝
修」，走在路上隨時被「私了」，開車出行隨時
被圍堵，說愛國隨時被「起底」等等。種種讓人
匪夷所思的現象促使了本屆區議會投票創新高，
市民投票高的原因只有一個：香港亂夠了。討厭
暴力的市民用手中的選票投下了「和平」的一
票，崇尚法治的市民用手中的選票投下了「守
法」的一票，追求民主的市民用手中的選票投下
了「互相尊重」的一票，捍衛言論自由的市民用
手中的選票投下了「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

死捍衛你說話權利」的一票……
新當選的區議員承擔着捍衛「一國

兩制」和維護香港憲政秩序的責任，承擔着讓香港
盡快止暴制亂、回復秩序的責任，承擔着讓香港變
得更宜居更繁榮更穩定的責任，承擔着讓香港繼續
成為一個中西薈萃，兼容並蓄的城市的責任。新當
選的區議員的職責不應該是為反而反，應該是代表
一個區的民眾監督政府，並為區內民眾提供各種服
務，保護民眾的利益。如今，市民已經把票都投給
你們了，請你們以實際行動讓香港回到我們熟悉的
樣子。

新當選區議員要以實際行動止暴制亂
陳曉鋒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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