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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約翰遜領導的執政

保守黨，在前日舉行的國會下

議院大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

不單議席過半可單獨執政，大多數優勢更多

達80席，是自1987年以來最大勝仗。約翰

遜表明將帶領英國如期在1月31日脫歐，德

法領袖昨日隨即放話，警告未來會將英國視

作「門前競爭對手」，不會任由英國透過減

稅和放寬監管來取得不公平優勢，預示約翰

遜在英歐貿易談判中將遇上一場更硬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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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黨在今次大選僅得203席，較上次大
選減少59席，慘吞1935年以來最大的敗
仗，該黨在英格蘭中北部的傳統票倉
「紅牆」，更破天荒地被保守黨攻破，
全面改寫英國政治版圖。《衛報》歸納
工黨5大敗因，黨魁郝爾彬名列首位，但
他昨日未有立即引咎辭職，堅持會留任
至明年初選出新黨魁。
不少原本預計工黨穩勝的議席，均意

外落入保守黨手中，例如被視為郝爾彬
接班人的影子就業大臣皮德科克，成為
西北達勒姆選區69年來首位落敗的工黨
候選人；過去一世紀幾乎都是工黨天下
的英格蘭西北部沃金頓選區，今次大選
中同樣被保守黨攻下。

「民生牌」假大空 脫歐立場曖昧
郝爾彬雖然成功保住議席，但承認選

舉結果「非常令人失望」，表示在未來
競選中他不會再帶領工黨，但他拒絕即
時辭職。部分郝爾彬支持者把敗選原因
歸咎於脫歐蓋過民生議題、主流媒體輿

論等，但更
多人認為郝
爾彬難辭其
咎，例如他
對黨內反猶
言 論 的 包
庇，便引起
不少大城市
選民不滿。
《衛報》

盤點工黨5大
敗因，認為除了郝爾彬個人形象差及
「紅牆」失守外，工黨整體策略也有很
大問題。例如工黨今次大打民生牌，但
太多天馬行空的承諾，例如全民免費寬
頻等，反而不得民心。工黨領導層的脫
歐立場曖昧，則同時得失了脫歐和留歐
派支持者，令票源流向立場更鮮明的保
守黨或自民黨。此外，工黨在選戰期間
由始至終都以過半數為目標，結果導致
資源過度分散，反而影響整體選情。

■綜合報道

脫歐派得票未過半 留歐派輸在互鎅票

工黨「紅牆」失守 郝爾彬拒即時辭職

「撤回脫歐」過激 自民黨回天乏術

保守黨在選前民調一直領先工黨，但領先優勢持續
收窄，令選情告急。然而投票結束後公佈的票站

調查結果，顯示保守黨勝券在握。點票開始後，保守黨
席數亦一直拋離工黨，最終在下議院650席中取得365
席，較2017年上屆大選多48席，工黨僅得203席，減
少59席，蘇格蘭民族黨(SNP)橫掃蘇格蘭，共取得48
席，較上屆多13席，屬國會第三勢力。自由民主黨和
保守黨盟友北愛民主統一黨(DUP)分別奪得11席和8
席，均遜於上屆。

口號成功搶票 工黨票倉「叛變」
保守黨上屆大選議席不過半，需拉攏DUP合作，今
屆卻勝出漂亮一仗，取得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時代以來，
在下議院的最大優勢。在英格蘭北部及威爾斯等傳統工
黨票倉，不少選民因認同約翰遜「落實脫歐」的競選口
號，而改投保守黨一票。在2016年脫歐公投中支持脫
歐的選區，保守黨亦取得大優勢，例如在前首相貝理雅
曾出任議員的塞奇菲爾德選區，保守黨亦從工黨手上奪
取議席。
在倫敦西部阿克斯布里奇選區參選的約翰遜，以逾
7,200票之差擊敗工黨對手，成功連任。他回應選舉結
果時，指保守黨獲得國民授權，他不會辜負國民信任，
不單要落實脫歐，亦要團結國家及帶領國家前進，
「我將帶領英國如期於明年1月31日脫歐，沒有
如果，沒有但是」，他特別感謝首次投票支持
保守黨的選民，矢言不會令他們失望。

料下周國會表決脫歐協議
英國脫歐協議不斷被國會否決，以致脫
歐一拖再拖，約翰遜於是決定推動提早
大選，冀重新控制國會，打破脫歐僵
局。相信約翰遜將於下周再向國會提交
其脫歐協議，預料可順利過關，如期脫
離歐盟。不過有分析認為。英國仍需在
明年底過渡期完結前，與歐盟談判貿易
協議，任務仍然艱巨。
歐盟對於英國大選結果，令脫歐問題趨
向明朗表示歡迎，瑞典首相勒文稱，選舉結
果非常清晰，「意味我們要開始採取行動處理
脫歐」，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則促請英國國會
盡快通過脫歐協議。歐盟各國領袖昨日召開峰會，
商討授權歐盟委員會負責在英國脫歐後，與英方就未來
英歐關係進行談判，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稱，歐盟準備
好談判任何議題。
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在twitter發文，祝賀約翰
遜勝選，稱這為英美兩國達成「重大」貿易協
議鋪路。

■綜合報道

今屆英國大選被視為選民再次就英國
脫歐重新表態，結果主張落實脫歐的保
守黨大勝，不過若分析全國選情，支持
脫歐政黨的選民其實並未過半，為留歐
派增添彈藥。
保守黨大勝後，料可帶領英國如期1月

底脫歐，但若計算各黨在全國所得選票，
力撐脫歐的保守黨及脫歐黨，合共所得選
票只有47%，此數字或將成為反對脫歐陣
營在未來談判中的最有力籌碼。

工黨自民配票失敗
若將今次選情與2016年脫歐公投比

較，在公投中超過60%選民支持脫歐的
地區，保守黨支持度平均上升6%。在撐

脫歐選民比率最高的選區，工黨更流失
多達11個百分點選票，反而在支持留歐
的選區，工黨支持度只下跌5個百分點。
今屆大選投票率約67%，較2017年上

屆大選略低兩個百分點，但在過往工黨
表現較佳的選區，投票率卻顯著下跌，
反映不少工黨支持者投票意慾低。
工黨今次慘敗，原因之一是配票失
敗。以倫敦威斯敏斯特選區為例，保守
黨在該區取得39.9%選票，自民黨及工黨
合共取得得票57.9%，足以勝選，但自民
黨及工黨互相鎅票，令保守黨漁人得
利。脫歐黨承諾在今次大選不與保守黨
對壘，便是配票成功的最佳例子。

■綜合報道

相對於工黨，自民黨在今次大選中「留歐」
立場旗幟鮮明，但最終在得票率增加下，議席
仍較上屆大選減少1席，黨魁斯溫森更以149票
之差，成為唯一一位落選的主要政黨黨魁。倫

敦經濟學院政治學者希克斯指出，自民黨揚言
勝選後即時撤回脫歐而不舉行二次公投，主張
過於激進，令該黨無法拓展票源。
希克斯直言，自民黨的「撤回（《里斯本條

約》）50條」主張是「災難」。他指出，對於
部分留歐派選民而言，不舉行二次公投而直接
撤回脫歐的做法太不民主，尤其是保守黨內留
歐派，結果導致這些人只能無奈地回頭支持約
翰遜，「他們（自民黨）本身已經有死忠留歐
派的鐵票，（撤回50條的主張）無助爭取其他
選民。」
隨着英國脫歐勢在必行，留歐派一直盼望的

二次公投的機會亦愈來愈渺茫，肯特大學政治
學者古德溫表示，未來留歐派將被迫轉型為
「重入（歐盟）派」，「但這將是更艱難、更
漫長的跨世代鬥爭。」 ■法新社

■■保守黨人慶祝勝選保守黨人慶祝勝選。。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約翰遜凱旋回歸唐寧街約翰遜凱旋回歸唐寧街，，下屬歡呼拍掌下屬歡呼拍掌。。美聯社美聯社

■郝爾彬未有立即引咎
辭職。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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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德萊恩(右)和勒文(中)歡迎英國選舉結果。 美聯社

兩華裔當選 女議員數目創新高
今屆英國大選共有 9名華裔參選
人，其中兩人當選，包括第二度連任
成功的保守黨麥艾倫(Alan Mak)，還
有首次當選的華人工黨主席陳美麗
(Sarah Owen)。陳美麗曾在2015年代
表工黨參選，但落選告終，這次捲土
重來終成功晉身下議院。
陳美麗母親是來自馬來西亞的華
人、父親則為英國人，她的中文名稱

來自母親姓氏。

工黨或首誕女黨魁
陳美麗表示對勝選感到高興，承諾

做好地區工作，爭取政府提供更多撥
款。身為英國華人工黨主席，陳美麗
此前曾承認，華裔和東南亞裔在英國
政壇聲音微弱，在政治前線難尋華裔
身影，希望她能鼓勵更多華人參政。

今屆大選當選的女性議員總數亦創
下歷史新高，達220人，打破2017年
時208名女性當選的舊紀錄。這意味
新一屆國會中，將有多達1/3議員是
女性，其中工黨和自民黨的女議員均
比男議員多。另外，工黨黨魁郝爾彬
預告辭職後，兩名熱門新黨魁均是女
性，若最終工黨出現女黨魁，也會是
該黨歷來首次。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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