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屆立法會多位建制派星級元老退下火線，隨之換上一張張年輕
的新面孔。成功當選為議會準新丁，民建聯張國鈞及柯創盛、新民黨

容海恩及獨立的何君堯昨日難掩高興的神情。然而眾 「生
力軍」 未敢自滿，異口同聲形容這場選戰異常難打
，又同時承諾未來將盡全力為市民服務。

大公報記者 吳維思

接棒重量級前輩 未敢自滿

建制新星：盡全力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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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創盛秉持關注民生
民建聯柯創盛首次參選立法會，就成

功地從陳鑑林手中 「接棒」，在九龍東取
得逾五萬票的成績拔得頭籌，榮膺當區票
王。他對自己獲得這個成績而更上一層樓
感到高興和鼓舞，並感謝每一名選民對自
己及民建聯的信任。柯創盛形容自己的辦
事作風是穩打穩紮，身具民建聯的DNA，
承諾未來在議會當中一定會秉持前輩陳鑑
林在九龍東重視地區工作、關注民生的態
度，盡全力為市民服務。

張國鈞反對宣揚「港獨」
排名單第一參選港島的民建聯張國鈞

，今次更是 「一擊即中」。他表示，鬆一
口氣，如釋重負，因為前日的選戰相當激
烈，當時也不敢說穩奪一席，因為投票結
果顯示一直處於危險的邊緣。幸好最後見
到能夠保持中游位置，都覺得開心。他又
感謝名單第二的鍾樹根，在關鍵時候發揮
作用，鞏固票源。在鍾的催票下，前日下
午的得票有明顯提升。

張國鈞又說，自己預期中的得票也是
四萬多票，但同時可以確保其他建制派選
情，以確保港島建制三席的目標。至於有
政治新人加入議會，張國鈞認為，歡迎年
輕人關心政治，不希望有議員透過議會宣
揚 「港獨」， 「不希望在議會內看到（他
們）透過很激烈，甚至是暴力的手法宣揚
任何政治理念，特別是 『港獨』，因為這
是違反基本法的。」

至於新民黨容海恩則在新界東地區直
選中勝出，成功為該黨擴闊版圖。她形容
這場是險勝，因得票率徘徊在最末一席附

近，故團隊不到最後一刻都不敢離開。被
問及致勝的關鍵，容海恩就認為最重要是
團隊力量及合作性，整體十分有默契及責
任心。她重申選戰贏得不易，更將勝利完
全歸功於新民黨及公民力量地區樁腳的支
持度高、地區工作獲得肯定。她承諾將不
負眾望，未來進入議會為支持者及新東選
民發聲。

容海恩期與「泛民」溝通
對於選舉期間經常於各論壇中常被反

對派圍攻，容海恩就猜測，反對派議員可
能認定新民黨是強力對手，故常對她作出
攻擊。她說，會檢討自己於論壇中的表現
，並更加虛心聽取他人意見，但認為每每
只是抨擊別人並非好事，希望未來能打開
「泛民」的心，與他們坦誠溝通。她又指

，進入議會後會首先考慮修改議事規則防
止 「拉布」，但要先徵詢黨內意見。

何君堯冀改革議會文化
再度參選新界西並成功當選的獨立律

師何君堯表示，自己贏得議席絕不容易，
達到保住建制派在新界西第五席的目標，
他多次感謝選民和團隊的支持。

他又坦言，自己的選情受惠於朱凱迪
吸取太多 「泛民」票，以及工黨李卓人被
馮檢基等人互相拉薄票源，但自己的得票
亦有受到自由黨周永勤事件的影響。展望
日後的議會工作，何君堯說，希望改革 「
拉布」、 「掟蕉」的議會文化，做到破格
求變。對於會否加入政黨，何君堯說暫時
無這個意願，他希望用獨立的態度為港人
辦事，但會與各黨派保持溝通和合作的態
度。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多位
成功連任的建制派議員表示，非常感謝市
民支持和信任，相信未來議會工作充滿挑
戰，他們必定履行競選政綱中承諾，改變
議會 「拉布」風氣，繼續實事求是，為香
港市民謀取福祉。

循九龍西直選連任成功的民建聯蔣麗
芸說，衷心感激市民支持、義工的辛勞，
地區議員及競選團隊努力。

成功連任九龍西議席的經民聯梁美芬
表示，當選後將會提出修訂議事規則的可
行性，希望立法會辯論回復優質，不再 「
拉布」，但需要跨黨派溝通和有共識。

成功連任新界西議席的民建聯陳恒鑌
說，未來議會工作充滿挑戰，他會將選民
的鼓勵和信任銘記於心，他和他的團隊必
定繼續努力，堅守崗位，守護立法會的平
台。

經民聯七名單全當選
【大公報訊】記者孫凌奕報道：今屆

立法會結果已全部出爐，經民聯主席梁君
彥表示，此次經民聯七張名單全部當選，
結果好過預期。他承認，新一屆立法會 「
挑戰不小」，但他們堅持與不同黨派溝通
，減少內耗，為香港踏出堅實的一步。他
續稱，面對現時立法會建制、 「泛民」、
本土 「三分天下」的局面，他們不會害怕
，盡可能與不同黨派合作，真正幫到香港
市民。

面對經民聯此次主要是 「老面孔」連
任，梁君彥透露，他們已邀請首次當選工
業（二）界別的吳永嘉加入經民聯，並表
示下屆選舉會考慮派新人出選，進行 「新
舊交棒」。循地產及建造界功能組別自動
當選的石禮謙則表示： 「立法會就像整個
社會，整個社會的和諧不可以沒有老人家
，沒有後生仔，相互之間溝通很重要。」

今屆立法會投票率創歷史新高，梁君
彥表示，高投票率是好事，說明選民對香

港、對議員有期望，不能說高投票率對建
制或 「泛民」某一方有利，但這促進了香
港民主向前一步。立法會工程界功能界別
當選人盧偉國亦表示，今次工程界投票率
相當高，這是業界同仁用選票對他表示肯
定，下屆立法會任重道遠。金融服務界議
員張華峰亦成功連任，他表示，此次該界
別投票率創新高，自己票數也大幅提高，
得到業界認可令他非常開心。

對於此次多名本土派入選，立法會可
能呈現的 「三派對立」形式，立法會九龍
西當選人梁美芬表示，預料到下屆立法會
形勢艱難。 「現在有新的力量是更加激進
的，我覺得我們沒有選擇，不同意見的人
都要溝通，讓市民了解最真實的情況，有
些事不可以一步登天。」

梁美芬強調，選舉已結束，大家都不
可停留在選舉紛爭的氛圍內，放下競爭、
對立的態度，轉變思路為香港市民服務，
務實搞好經濟、民生問題。無論是對連任
議員還是立法會 「新面孔」，希望將來做
事都 「對事不對人」；爭議話題要 「一步
一步行」，用專業解決問題，發展好香港
經濟。

特首向70當選議員致賀信
【大公報訊】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向

二○一六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當選議員致賀
。他在社交網站貼出照片，指自己在禮賓
府逐一簽署祝賀信給當選的全體70位議員
，表達政府與全體議員加強溝通合作的意
願。

梁振英表示，新組成立法會是新開始
，也是政府和立法會互相合作新契機。他
說： 「特區政府將本着服務社會，維護市

民福祉，促進香港繁榮安定等目標，盡最
大努力與新一屆立法會加強溝通合作，按
照基本法規定各司其職，建立良性互動工
作關係；並進一步促進立法會全體議員與
中央以及內地各省市交流。」

梁振英指出： 「我和特區政府期望在
未來日子，能夠與全體議員攜手協力，共
同建設更美好香港。」他亦衷心感謝所有
離任議員在第五屆議會所作出的貢獻。

建制連任議員感謝市民支持

▲梁振英簽祝賀信予新一屆立法會議
員，希望加強溝通 網上截圖

▲經民聯昨天舉行記者會，左起：張華峰、盧偉國、林健鋒、梁君彥、梁美芬、石
禮謙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張國鈞▲柯創盛 ▲容海恩 ▲何君堯

建制仍居中流砥柱 議會功能不會改變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地區直選及

功能界別共七十位議員已全部依法產生，合組
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
會，任期由二○一六年十月一日開始，至二○
二○年會期結束為止。

本次選舉，無論是參選人數、投票人數還
是選情之激烈，堪稱回歸以來之最。本次選舉
，共有三百七十八萬名登記選民，投票人數二
百二十萬，投票率達百分之五十八，人數及比
率均為歷屆最高。

而在七十人當選名單中，建制陣營共獲得
了四十一席，佔議席總數的六成，在議會中的
主流地位保持未變，而獲得十二個議席的 「民
建聯」 ，繼續成為立法會 「第一大黨」 。

建制陣營這一成績的得來，絕非易事，值
得珍惜、值得鼓勵、值得高興，更值得全港所
有真正愛港建港的人士和市民繼續給予支持，
支持他們未來四年在議會中進一步發揮中流砥
柱的作用，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繁榮
穩定，頂住亂會歪風，力保正常運作，推動經
濟社會發展及改善民生，為市民謀福祉。

事實是，今年建制陣營的四十一席，是在
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困難和複雜的環境下取得

。反對派在李柱銘、陳方安生、《蘋果日報》
老闆黎智英及違法 「佔中」 發起人戴耀廷等人
的操控下，臨陣使出六人棄選的陰招，把票源
重新集中在幾個人身上，投票當日又再力推所
謂 「雷動」 配票，不惜 「兔死狗烹」 ，把多名
「老泛民」 、 「舊電池」 棄掉，令到他們要力

捧的激進 「本土」 分子可以高票當選入局。這
些變化，都令到建制陣營陷入苦戰之中，但新
老候選人團結一致、互相激勵，終以多年務實
工作和為港建港的實績贏得了廣大選民的信任
，把寶貴一票投給他們，讓愛港建港力量得以
繼續在議會中服務市民、建設特區。

完全可以想像，未來四年立法會，如果沒
有了這一批 「頂住」 大局的建制力量，不要說
特區政府無法施政，就是連最起碼的議事規則
和議會秩序也將無法保持。 「長毛」 等人 「拉
布」 、 「點人頭」 亂會，最少也還都是在議事
規則範圍之內，而一些激進「本土」分子，當選
後已經揚言要在議會內推動一些明顯違反議會
職能的行動，把議會規則和議事規則視作無物
，對經濟、民生議題更不屑多提，如果屆時議
會內沒有建制議員力挽狂瀾、穩住局面，堂堂
議事廳將會混亂到什麼程度，實在難以想像。

事實是，建制陣營能夠在本次選舉中保住
四十一席，正是廣大市民和選民意向的一種有
力反映。廣大選民和市民，對建制議員在議會
中的表現也未必完全滿意，但他們都深深知道
，一旦議會中沒有了建制力量，沒有了敢於支
持政府依法施政， 「頂住」 反對派的聲音，議
會將會比上屆更亂，社會也只會變得比現在更
多爭拗和更糟。

另一方面，一批初次參選的政壇新面孔和
年輕人在這次選舉中得到了議席，一些人的票
數還相當可觀。對這些立會 「新丁」 ，人們不
必急於下判語或予以質疑，他們到底都還年輕
，應該給予磨煉的機會，但有一點是不能不作
出提醒以至警示的，如果如他們之中一些人所
言，進入議會的目的是要挑戰 「一國兩制」 、
是要進一步阻撓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抗衡中央
，那麼，人們也就只能以一句蚍蜉撼樹、螳臂
當車來形容這種妄想和圖謀。

其中，如新當選的 「熱普城」 成員鄭松泰
在電視訪問中說，他進入議會後要全力推動 「
全民公投」 和 「特區制憲」 ，包括要把現在在
全國人大常委會手中的基本法釋法權 「奪回」
交給特區終審法院。眾所周知，制訂憲法是國

家行為，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一個地
方特別行政區，又如何可以制憲、立憲？特區
一切權力都是由中央依法授予， 「公投制憲」
不是形同 「玩泥沙」 嗎？而且，一部基本法，
是由全國人大通過及頒布實施的，其中第一百
五十八條白紙黑字寫明：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
香港特區終審法院可以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內
的條款自行作出解釋，如此香港特區又如何可
以從人大常委會手中 「奪回」 釋法權？這不是
痴人說夢，就只能說是欺騙選民了。

所有新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包括激進「本
土」成員，在進入議會之日首先必須宣誓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擁護基本法
。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中央是香港特區、是港人的中央；一個真正
有識有為的特區議員，首先必須知道自己是一
個中國人、知道特區不可以背離基本法這一最
基本的事實，還要拿出真心實意，學習議會運
作，了解經濟、社會、民生，以及維護良好、
有效的行政立法關係，監督和配合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這樣，他們才會有可能在議會中取得
市民信任，否則，四年光陰將只會是白費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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