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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與新屆立會合作 盡快展開溝通

特首：安排議員內地考察
立法會選戰塵埃落定，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表示，選舉結果可

以有不同的解讀，重申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個別候任議員
有 「港獨」 傾向的問題會交由律師處理。他續指，各人有不同理想
和抱負乃屬好事，只要符合香港的憲制地位，採取合法的目的和手

段，政府都非常願意跟全體議員合作。梁振英又指
出，政府會盡快與新一屆議員展開溝通，亦會安排

議員到內地考察。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對於七
名本土派人士將進入下屆議會，民建聯主
席李慧琼希望當選議員不要抱有凡事激進
的態度，因為市民期望議員能夠解決社會
問題。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則擔
憂非建制派未來在議會的行為會更激進。

李慧琼昨早出席電台節目時，形容選
舉過程如坐過山車， 「（民建聯）攞12席
非常艱難」，而今屆投票率高沒有令任何
政黨獲得優勢，議會仍然二分為建制及非
建制。

對於本土派的抬頭，她期望新一屆立
法會有新景象，不會過早評論自稱本土派
的人士必定凡事激進，或凡是政府提出的
事情都反對。她希望所有當選的議員不要

抱有這種態度，因為市民選他們入議會，
是期望議員幫香港社會解決事情。

至於建制派未能爭取到超級區議會的
第三席，李慧琼表示，三人出戰並無放棄
任何一人，最關鍵是本身不夠選票，亦無
「上帝之手」影響投票結果，故未來要更

努力爭取市民支持。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則表示

，主張本土的當選人與 「泛民」的訴求不
同，他們進入議會後，只要不走向 「港獨
」，亦避免介入內地政治事務，與中央未
必沒有合作的空間。對於非建制派勢力分
布有新變化，劉兆佳預計非建制派凝聚力
較以前會更鬆散，部分人在議會的行為可
能會更激進。

關 昭

夜以繼日仍值得尊敬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已告一段落，

建制陣營在苦戰之下有幸保住議會中
的主流地位議席，各 「戰將」 和支持
者、愛國愛港群眾均已盡了 「洪荒之
力」 ，成績得來絕非易事。

如果說成績尚有未如人意處，也
是 「非戰之罪」 ，建制候選人和把票
投給他們的選民都是已經盡心盡力和
絕對值得尊重和肯定的。他們始終是
支持 「一國兩制」 、基本法和維護特
區安定繁榮的中流砥柱和根本力量，
沒有建制議員在議會中的支撐大局，
沒有建制民眾在社會上發出正義聲音
，特區局面將會更加困難十倍。

選戰之後，如何更好團結廣大愛
國愛港民眾，做好基層民眾的政治思
想和經濟、民生工作，是為政者不可
推卸的責任。選戰四年一度，人心、
民意的工作都是長期和永續的。

在剛結束的選戰中，一些 「沙場
老將」 、如工聯會王國興在超級區議
會選舉中以第六名落敗而失去了議席
，是令人十分惋惜的。 「失去了的才

知道珍貴」 ，王國興過去在議會中給
人的印象好像就是寫毛筆大字、揮動
「剪布」 金鉸剪和 「日以繼夜、夜以

繼日」 那句「名言」，但是，今天想一
想，未來四年，議會沒有了王國興這
一把聲音，沒有了敢於和反對派 「拉
布」 惡行鬥到底的鬥士，議會中更少
了一位幾十年真正為工會打拚、為工
人謀福利的基層工人代表，實在是令
人不能不感到失落和難過的。一些曾
經真正為基層、為議會、為愛國愛港
事業奉獻了大量時間、精神和心血的
人士，就算今天不再坐在尊貴的議事
堂內，他們仍是值得尊敬和懷念的。

過去，反對派總是把 「民建聯」
、 「工聯會」 貼上 「保皇黨」 標籤，
但在過去四年中，王國興還有「嫻姐」
陳婉嫻，為最低工資、標準工時，為
了工人權益，是與特區政府 「紮行馬
」 ，一直不讓步的，就連反對派議員
，在這一點上也不能不承認、以至向
他們伸出大拇指。

井水集

激進本土要學會做特區議員
立法會選舉已經塵埃落定，十月

中旬重啟的新一屆立法會，座上七十
位地區直選及功能界別議員，將會出
現二十七張新面孔，而且不少是年輕
的新面孔，這對未來四年的議會運作
，以至整個社會，相信都會帶來不少
改變與影響，值得關注和重視。

本次選舉結果，有兩大特點，一
是選民人數增加了近四十萬人，建制
陣營與非建制陣營大概各佔一半；二
是多名標榜激進 「本土」 的年輕人首
次參選就成功 「登入」 ，成為議會 「
新貴」 ，非建制陣營新增的二十多萬
票主要都是投給他們的。

在此情形下，有輿論認為，選民
把這些激進 「本土」 青年送入議會，
是因為長期對政府施政和處事手法感
到不滿，因而渴望尋求改變，云云。

然而，這一說法即使屬實，也是
「文不對題」 以至不可能成立的，因

為尋求改善施政與支持激進 「本土」
是性質完全迥異的兩回事，激進 「本
土」 不但不可能改善政府施政，相反

只會令施政局面更加困難和混亂。如
果選民把票投給激進 「本土」 的目的
是為了希望改善施政，那麼，未來他
們得到的 「回報」 恐怕只會是 「失望
」 二字。

同樣，當選的激進 「本土」 青年
，他們的確有權為贏得議席而躊躇志
滿，準備着就要 「大展身手」 ，但是
，如果他們在成功進入議會之後仍然
只是繼續標榜他們在議會外兜售的那
一套，仍然只是高喊什麼 「民主自決
」 、 「全民制憲」 ，而不去從根本上
真正認識自己的國家，認識 「一國兩
制」 、認識基本法以及根據此一憲制
性文件產生的特區立法機關及其職能
，那麼，等在他們面前的結果也只會
是 「一事無成」 四個字，除了在議會
內繼續製造喧嘩和吵罵之外，不可能
做到任何建設性的成果。

事實是，對這些新當選的激進 「
本土」 青年來說，眼前第一件事，就
是要學做一個稱職的、及格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而不是其他，包括下月中旬正式踏
入議事堂的就職宣誓，誓詞為：

「我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必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
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
區服務。」

在特區法治社會，宣誓是一項嚴
肅及必須對後果負責的法律行為，如
果激進 「本土」 青年在就職日唸出這
一段誓詞時，心中並沒有半點尊重和
準備遵守的想法，而只是如個別人昨
日所言，宣誓只是為了進入議會達成
他們 「自決」 目的的一個 「秩序」 ，
而不是作為規範自己言行的一個起碼
「指標」 ，那麼，未來議會內基本法

規定的議員十項職能，還有各種議事
規則，將會得到多少落實和尊重，議
會對推動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能夠起到什麼正面作用，是不可能有
任何樂觀希望的了。

社 評

立法會選舉結果揭盅，70名立法會議
員即將赴任。梁振英出席行政會議前與傳
媒見面。他主動提到今屆立法會選舉結果
，指對投票人數創下新高感到十分高興，
認為這是可喜的現象，並感謝選管會及票
站人員的努力及付出。

主張「港獨」者交律師處理
對於建制陣營議員當選人數減少，梁

振英表示，香港是多元的社會，選民在考
慮的時候亦從不同的角色出發。他認為，
選舉結果可以有不同的解讀，反對派陣營
中相當一批獨當一面而又較為激進的候選
人都沒有當選，亦反映了一部分選民對過
去反對派陣營尤其是對個別 「拉布」議員
的不滿。

梁振英續指，社會上各方有不同理想
和抱負是好事，只要符合香港的憲制地位
、合法的目的、合法的手段，他本人和特
區政府都非常願意與包括反對派在內的立
法會全體議員合作，希望能夠一起為社會
做事。被問到是否會跟進個別候任議員或

持有 「港獨」主張問題，梁振英重申，基
本法規定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相
關的問題當局會交給律師處理。

冀議員認識國家最新發展
在新一屆立法會中，有26人屬於首次

加入議會的 「新丁」。梁振英表示，當局
將盡快與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尤其是新加
入議會的議員展開溝通，讓他們多了解政
府的工作和社會面對的機遇和問題。梁振
英續指，他自己本人亦希望在短時間內小
範圍與不同政見、不同立場的立法會議員
交換意見。當局未來工作將包括爭取安排
全體議員到內地與中央負責香港事務的官
員，以及省巿官員交流，認識國家最新發
展和對香港的政策。

被問到在立法會選舉結果出爐後，是
否已經就競逐連任的問題作出決定，梁振
英表示現在並無相關計劃，該問題需要 「
遲點再說」。但他就補充 「有些好明顯反
對我連任的（候選人），都沒有當選，都
落選」。

李慧琼冀當選者勿凡事激進

蘇錦樑期望議員在施政上合作

財爺：投票破紀錄有意義

【大公報訊】立法會選舉圓滿結束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表
示，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中有不少新人，
希望盡快約見新面孔，雙方未來在施政
上充分合作，加強溝通。面對八月份訪
港旅客數字出現回落，蘇錦樑表示，旅
遊業易受外圍經濟影響，而近日本港雨
天較多，亦影響旅客來港意欲。

蘇錦樑會見傳媒時表示，部分新一
屆立法會當選議員是新人，相信會帶來
新機遇及新思維，局方會與大家增強溝
通，盡快約見議員。至於政府未來推動
政策時阻力是否會增加，他認為，不會
着眼於困難，期望雙方在施政上充分合
作，獲得更大幅度地拓展。

被問及八月訪港旅客情況時，蘇錦

樑表示，暫時未有上月訪港旅客數字，
惟趨勢顯示七月旅客數字上升，但八月
整體來說下跌，相信是受到經濟、周邊
地區貨幣匯率及天氣不穩影響，影響旅
客訪港意欲。不過，他強調，對香港旅
遊整體發展充滿信心，相信本月起香港
通過推出連串大型活動，可吸引旅客訪
港。

【大公報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出席
20國集團峰會後從杭州返抵香港，他在機
場回應是次立法會選舉結果表示，今次選
舉投票率和投票人數均破紀錄很有意義，
要把握時間盡快跟所有當選議員建立工作
關係，加強溝通。

立法會投票日，曾俊華因出席G20峰

會而不在香港，他表示，有留意立法會選
舉結果，但沒有深入研究結果，認為當前
重要的是要把握時間盡快跟所有議員建立
工作關係，認為選舉永遠都是反映民意的
途徑，香港市民大量出來參與投票，破了
投票方面的紀錄， 「是有意義的事」，將
留心 「看看巿民對選舉的分析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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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表示盡快安排全體議員到內地交
流考察 中通社

▼蘇錦樑指，部分新一屆立法會當選議
員是新人，相信會帶來新機遇及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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