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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黨派所得議席

民建聯 席119
新民黨 席26
自由黨 席9
民協 席18
公民黨 席10
工黨 席3
人民力量 席0

工聯會 席29
經民聯 席10
民主黨 席43
新民主同盟 席15
街工 席5
傘兵組織 席8
社民連 席0

新一屆區選最終結果昨日揭盅，在投票率和投票人數齊齊創新高的情況下，競爭
空前激烈。建制陣營議席穩中有升。其中，第一大黨民建聯扎根地區，繼續獲得選
民認同，連同自動當選的席位，佔119席；工聯會則取得29席；新民黨與公民力量
結盟後取得26席，經民聯首派人出戰贏十席，自由黨取得九席。反對派 「泛民區
選聯盟」 協調226人參選，共105人勝出，但民主黨何俊仁、民協馮檢基、公民黨
陳家洛等多個反對派頭面人物均落敗，社民連、人民力量和熱血公民則 「全軍覆沒

」 。而 「佔中」 後湧現的 「傘兵」 組織則共有八人 「爆冷」 當選。
大公報記者 吳維思

屯門樂翠 何君堯
■何俊仁（民主黨）、鄭松泰（熱血公民）
、阮偉忠（快信社會服務團）、張永偉
、沈錦添

■馮檢基（民協）、黃仲棋（獨立民主派）
深水埗麗閣 陳穎欣

■沈泰鋒、林依麗（香港關注會）
（民建聯）九龍城土瓜灣北李慧琼

■游蕙禎（青年新政）、羅錫明

（西九新
動 力 ／
經民聯）

九龍城黃埔東 梁美芬

焦點選區結果

學者：選民最睇地區政績

東區小西灣王國興
■譚得志（人民力量）、朱日安

（工聯會）

中西區西環張國鈞
■莊榮輝（民主黨）

（民建聯）

灣仔樂活 謝偉俊
■麥國風（社民連）、蕭思江

（獨立）

南區海怡東 林啟暉
■陳家洛（公民黨）、區元發

（獨立）

離島東涌南 周浩鼎
■王進洋

（民建聯）

屯門兆康 巫成鋒
■陳樹英（民主黨）、羅浩恩

（民建聯）

葵青石蔭 李世隆
■尹兆堅（民主黨）

（民建聯）

油尖旺奧運 涂謹申
■高曉榮（獨立）

（民主黨）

東區漁灣 徐子見
■鍾樹根（民建聯）

（獨立）

沙田頌安 葉榮
■葛珮帆（民建聯）

（工黨）

■其餘候選人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今次
區選多位反對派大佬落馬，有學者表示，
這個結果反映老人政治的文化將會改變。
相較於2003年高投票率令反對派大勝，這
次卻沒有同樣的結果，有學者認為，理性
的選民還是會按照候選人的地區工作政績
、選舉策略等，作出投票決定。

劉廼強：佔中助長傘兵
談及何俊仁、馮檢基落敗的原因，基

本法委員會委員、資深評論員劉廼強指出
，由於反對派 「雙料」議員忽視地區工作，所以難
免給選民無心服務社區的形象，例如何俊仁在屯門
區議會的表現差強人意，會議出席率較低。

至於為何 「傘兵」能夠擊敗多年實幹的區議員
，劉廼強分析指，部分 「首投族」是由 「佔領中環
」激發出來，他們傾向反對派，而今屆有幾名 「傘
兵」能夠成功突襲，顯示了這是 「佔中」對反對派
的紅利。不過，他強調，做實事的建制派議員仍然
吸引選民支持。

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法學博士宋小莊指出，

在深水埗麗閣選區競選連任的民協馮檢基落敗的原
因之一是 「對手本身有實力」，當選的 「建制小花
」陳穎欣近年在地區做實實在在的工作，加上當區
居民大多屬於基層市民，需要求助的事宜較多，故
認為選擇較為年輕的區議員更加 「幫到手」。

宋小莊：何俊仁形象懶
至於在屯門樂翠選區落敗的何俊仁則輸在近年

缺少合情合理的主張，甚無建樹，例如 「佔中」時
揚言發起 「辭職公投」無疾而終，另外他在區議會

參與度低，在市民眼中留下「懶蟲」形象。
宋小莊又說，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中，

年輕人投票率較高， 「爆發力足，顯示出
他們的力量」，其中 「首投族」亦是左右
選情的重要因素，這類選民較偏向 「泛民
」陣營。另外， 「傘兵」組織的爆冷竄起
，同樣與年輕選民有關； 「傘兵」的理念
與傳統激進政團相比，相對溫和，更容易
讓人接受，而一心 「搞破壞」的社民連、
人民力量和熱血公民等則遭到選民拋棄。
他認為，建制派在明年立法會直選中形勢

嚴峻，因此要更加注重研究對策，應付選民組成和
取態的變化。

宋立功：建制派贏策略
城大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表示，相較

於2003年高投票率令反對派大勝，這次卻沒有同樣
的結果，建制派在整體議席上仍然勝過反對派，那
是因為吸取了過去兩屆區議會選舉經驗後，策略成
功。宋立功重申，整體而言，理性的選民還是會按
照候選人的地區工作、選舉策略，作出投票決定。

▲第一大黨民建聯派出171人參選，有119人當選，當選率近七成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工聯會共取得29個議席，和上屆相同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劉廼強 ▲宋小莊 ▲宋立功

區選之最

票王 票
●大埔怡富選區任啟邦（新民主同盟）

4148

票后 票
●沙田大圍選區董健莉（民建聯）

3649

最低得票 票
●九龍城啟德北選區陳寶玉

16
最小差距選區 票
●南區華富南選區，歐立成（獨立）以三
票之差，擊敗民主黨黎熙琳

3

資料來源：選舉事務處

（民建聯／
工聯會）

民建聯當選率七成
此次區選是 「佔中」結束後的本港首場大型選

舉，多區選情十分緊張。經過超過六個半小時通宵
點票後結果出爐。第一大黨民建聯派出171人參選，
有119人當選，當選率近七成，其中98人贏得有競爭
的議席，共取得近31萬票，得票率為51%。九位卸
任議員全部成功交棒，24位再接再厲的候選人，有
半數挑戰成功。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九龍城土瓜灣
北高票連任，副主席張國鈞亦在中西區西環選區險
勝，成功連任；另一位副主席周浩鼎委任轉戰直選
，亦在東涌南擊退 「傘兵」勝出。不過，兩位競逐
連任的 「雙料」議員，包括出選東區漁灣的鍾樹根
及沙田頌安區的葛珮帆卻意外落敗。

工聯小花陳穎欣搶鏡
工聯會共派出51人出選16區區議會，有22人擊

敗對手，成功贏得議席，連同七人自動當選，合共
取得29個議席，和上屆相同。其中，最受關注的深
水埗麗閣選區，首次參選的25歲 「工聯會小花」陳
穎欣以不足一百票之差，挑戰反對派大佬、民協立
法會議員馮檢基成功。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在東區小
西灣當選，鄧家彪則在離島區逸東邨北以逾三千票
大勝 「傘兵」梁漢威。

今次是新民黨和公民力量結盟後首次參加區選
，最終共獲26個議席，總票數超過七萬五千票。其
中新界西有不少新人當選，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亦
於新界西愉景連任，陳家珮則在南區海怡西擊敗人

民力量主席袁彌明。
首次參選的經民聯，16名候選人中有十人成功

當選，其中立法會議員梁美芬頂住 「傘兵」游蕙禎
猛攻，在九龍城黃埔東選區成功連任。自由黨在選
舉中取得九個議席，與上屆相同。

反對派超級議席亂陣腳
反對派方面，在 「泛民區選聯盟」協調機制下

，共派出226人參選，105人勝出，佔總出選人數的
46.4%。何俊仁、馮檢基、陳家洛分別在屯門樂翠、
深水埗麗閣和南區海怡東落敗，令反對派明年 「超
級區議會」議席部署被打亂。

另外，約50人以 「傘兵」名義參選，其中八人
當選，成績好過外界預期。

新一屆區議會全面取消委任議席，共有431個民
選議席，有68個選區的候選人自動當選。全港369萬
名合資格選民，今次共有146.8萬人投票，投票率高
達47%，較上屆高出5%，亦高於2003年的44.1%，創
下歷史新高。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日表示，高興區議會
選舉的投票率高，因為有更多市民參與、表達意見
，政府希望與新一屆區議會繼續保持合作。他說，
區議會是政府重要的夥伴，希望市民透過區議員向
政府表達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