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有話說

2019年區議會選舉落幕，在海嘯式的政治衝擊
下，建制派得票13％，反對派85%。從總的投票來看
，全港有近300萬選民參與區選投票，其中160餘萬
投給了反對派別候選人，投給建制派的選民大概有
120多萬。建制派與反對派 「四六比」 的支持率格局
仍然維持。

11月24日區議會

選舉之後，內地阿里

巴巴集團在11月26日

於香港上市引發香港

社會關注，也許不少

朋友會問：一家總資

產達到1436億美元的公司為何要選擇

在這個動盪不安的時候在港上市？筆者

以為，對於中央政府來說，答案只有一

個：為了香港的繁榮穩定！

香港畢竟是個經濟城市，早在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際，索羅斯意

圖摧毀港元引爆了震撼東南亞的金融風

暴，造成香港經濟危機，許多人認為香

港是利用自身於當時將近2000億美元

的外匯儲備進行金融保衛戰，但事實上

是由於在1997年7月1日回歸當天，中

央政府將淨值1971億港元的土地基金

移交給香港特區政府，加強香港特區政

府的外匯儲備，方使特區政府能夠動用

上千億港元入市，挽救港幣及維護香港

金融市場穩定，最終擊退國際金融炒家

。此外，當時的中央政府堅持人民幣不

貶值，同時派出兩位中央銀行副行長到

香港，要求香港全部中資機構，盡全力

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的入市、救市運作！

可見中央政府為香港特區在回歸當年戰

勝金融風暴作出了堅實後盾的作用！

回歸廿二年不間斷撐港
中央支持香港特區保持長期繁榮穩

定的工作絕不僅只此一例，2003年中

的CEPA協議，目的是為幫助香港走出

因為於1997年爆發的 「亞洲金融風暴

」 及 「沙士事件」 所帶來的低迷的經濟

困境。2012年 「個人遊」 項目拓展到

49個城市，香港便接待近2310萬來自

內地的旅客；同年，總共已有1938家

來自內地的企業獲准到香港投資，其投

資金額超過465億美元；截至2013年7

月底，CEPA協議已讓香港企業節省超

過36億元人民幣的關稅款項！

2014年 「滬港通」 ，2018年 「深
港通」 機制開啟，使內地和香港投資者

可透過當地證券公司或者經紀商買賣規

定範圍內的對方交易所的上市股票， 「
滬港通」 及「深港通」的開通為內地資金

進入香港金融市場提供有效渠道。增強

了香港金融市場的資金流動及投資量。

直至今年11月15日，在香港社會

仍然處在 「反修例」 風波陰霾之中、社

會情緒普遍低落的時候，阿里巴巴集團

宣布上市，加強環球市場對香港金融市

場的信心。

我們可見，每當香港特區遭受不同

挑戰時，無論前景明朗與否，內地及中

央政府皆伸出援手，是香港特區及市民

最為堅實的後盾！香港作為我國的國際

金融中心，維持這個特殊國際地位和保

持香港特區社會的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央

政府以及全國人民的共同心願，未來的

香港無論遇到任何困難，只要跟中央

政府說出 「心裏話」 ，相信中央政府必

定竭盡全力支持香港！挽救香港！

拚搏的孩子總是辛苦，也常遭遇挫

折、捱冷捱餓，可無論多晚回到家，總

有母親噓寒問暖的溫馨問候以及熱好的

湯、盛好的飯菜……這一切的關懷不因

為別的，只因為我們都是血濃於水、血

脈相連的一家人！

中央真心為了香港好！
在剛結束的2019年區

議會選舉，異常激烈，各

方陣營，嚴陣以待。在選

出來的結果中，似乎對建

制陣營來說是有所挫傷；

但反過來說，建制派亦可

趁機反思，認真沉下來想想，為什麼是這樣

的結果？找到箇中原因，重新出發，更好迎

戰明年立法會選舉。

現時最重要的是止暴制亂，讓香港恢復

正常秩序，以拯救嚴重受損經濟、環境和聲

譽，恢復香港昔日繁榮，這是需要一個不短

的過程，在此亦需要廣大市民眾志成城，參

與建設。更重要的是建設民心工程，了解大

部分市民所思所想，要讓大部分市民意識到

，建制派是真正為民服務的好夥伴。要真正

成為市民的朋友，進入對方心坎，才能增進

彼此的互信。

香港被港英統治150多年，回歸22年，

在轉化過程中，確實會面對方方面面的挑戰

，民心工程的推進亦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完，

是一個漫長的道路，有時只有更用心的去做

，才有機會走進民心。

香港的明天和未來，還是在於青年，所

謂：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是國家的棟樑。

對於青年的關注和培育，亦是未來香港建設

發展的重要工作，特別是處於基層的青年工

作，基層是幅員最廣，但社會資源較少的一

個大群體，這個大群體往往是爆發最大社會

能量的群體，我們稱為基盤，往往這個大多

數，就是最需要政府和社會關愛的對象。

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未來，都與國家密

不可分，這是所有人的共識，香港亦享受了

國家改革開放的紅利，同時香港亦為國家改

革開放做出特殊而重大的貢獻，愛國愛港已

是植根大家心底裏的共識，只是在不同時代

有不同的體現，現時要體現的是在 「一國兩

制」 、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為核心框架中，如

何輔助新一代港青融入國家的大發展中去，

新一代港青在大灣區和 「一帶一路」 的發展

大格局中如何發揮作用，如何提升新一代港

青的技能？在面對全球化新一輪的挑戰中，

如何脫穎而出，解決了問題所在，青年人就

有了希望和未來。

建制派莫負市民好夥伴美譽

建制派不應氣餒 逆境中圖強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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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區議會選

舉可說是香港特區

有史以來最慘烈的

選戰。過去數月來

，建設力量候選人

被襲擊，議員、義工及助理在街站被暴

力對待，被公然剝奪宣傳的機會。面對

如此不公的情況，建設力量在選舉遭受

到最慘烈敗仗，在全港452個民選選議

席中只佔13%；反對派佔85%；其餘

無明顯政治立場人士則獲5席。相比去

屆區議會選舉，建設力量今屆席位劇減

240席，反對派則比去屆增加了263席

，情況遠較2003年一屆嚴重。

個別地區如大埔、黃大仙，建設力

量一個議席都沒有，也徹底喪失了整個

區議會的控制權，嚴重影響地區建設、

各區資源分配的控制權。另外是對明年

立法會選舉、日後特首選戰的選委席位

影響深遠，117個特首選委席位將會被

盡攬，反對派將坐擁約超四百席，佔選

委會三分之一，足以左右大局。

面對如此結果，筆者認為敗因主要

是在反修例示威浪潮下，政府軟弱以及

太遲表態 「反暴力」 ，以致失去不少支

持的選民。持續五個月的高漲氣氛下影

響了選民的理性抉擇，這一次，反對派

似乎只需政治口號便能盡吸選票。

筆者留意到多個落敗區份的差距少

，當建設力量仍食老本用舊有方法時，

反對派很大機會已成功做出一個動員網

絡，比我們更易掌控、實在、快速的模

式。選舉是一時，服務卻是一生的，難

道因為失利我們就不為市民服務？不！

筆者相信只要我們不放棄，抱持堅強的

信心與毅力，勇於檢視及改進不足，選

民必定會重投我方，一定可以翻盤。

區選失利無阻服務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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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百分比來說，基本

還是維持4：6的比率──

建制派得票佔40%，反對

派等其他派別得票佔60%

。就比率來看，其實跟過

往差別不大。在2015年的

區議會選舉和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比率

有點鬆動，建制派的得票率稍微有所突破

；不過過去多年來，比率總體維持在 「四
六比」 ，難有太大變動。

黑衣人阻撓選舉工程
就得票來說，建制派這次的得票有所

增長，而且得票比以前任何一屆都多。但

問題是建制派得票多，反對派的得票更多

，而且這不是正常情況下的增長，而是在

一種極端環境下發生的。過去香港區議會

選舉投票率最高為47%左右，這次竟達到

71%，眾多支持反對派的選民，在過去5個

月的 「反修例」 風波中不斷被動員出來，

直到最後參與投票。

此外，這次區議會選舉是在一個極端

不公平的環境下進行的一場選舉，存在眾

多對建制派候選人不利的情況，例如：

很多建制派議員的辦事處都受到不同

程度的打砸燒等破壞，有的候選人被打了

，有義工被恐嚇。

據了解建制派的候選人在選舉前會進

行家訪，以前進行家訪，沒有人會去騷擾

或打擾；但這次不同了，比如候選人訪問

一個認識的選民，住他家隔壁的人聽到有

人敲門，會出來把建設派的候選人趕走，

只因為他是縱暴派別的支持者。

建制派的候選人在街頭為選舉拉票時

，會有很多黑衣人走過來騷擾，在義工面

前走來走去，講一些帶有侮辱性的話。很

多義工因擔心安全，都不願意繼續出來幫

忙，一些支持建設派的選民也因此擔心投

票當天的安全情況。

建制派基本盤仍在
再者，這一次很多建設派議員落敗的

原因，不是因為平常的社區服務工作不扎

實，而是大環境問題。選民只是依據政治

立場投票，而不是看候選人有沒有在社區

實實在在地做事。例如一些縱暴派別的候

選人只在選舉報名前突然 「空降」 ，而且

從沒做過任何服務社區的工作，甚至在參

選期間也沒做過任何拉票活動，只是在網

上發了幾個所謂的動員帖，最後也竟獲得

6000多票，成功擊敗建設派扎根多年的區

議員，而且這種情況竟然在各區也有發生

。可見這次區議會選舉中，大部分選民只

是以政治立場作為投票準則。

反對派明言區議會選舉的勝利只是這

次 「反修例」 運動的階段性勝利，不代表

運動的結束，仍要求政府回應 「五大訴求

」 。這暗示着過去五個多月來，政府的處

理方法未能讓香港社會撕裂的局面有所緩

和。過去幾天又再出現堵塞鐵路或巴士等

行為，所謂的 「香港人時間表」 仍繼續在

做動員市民的號召。

而反對派在這次選舉中獲得160多萬選

票，也意味着過去一段時間的打砸搶燒行

為未能讓香港沉默的大多數深刻反思。估

計日後香港社會分裂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

。筆者期望建制派不氣餒，在逆境中為香

港未來堅持。

四年一度的區議會選

舉終於在 「平安」 的情況

下完結，沒有暴徒，沒有

暴力事件。然而，破了香

港紀錄的四十萬新增選民

登記，破紀錄的71%高投

票率，建制派失去了二百多個議席，不少資

深的議員都避不過政治事件的衝擊，即使長

期深耕細作的社區工作，也逃避不了敗選的

厄運。

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筆者收到不少朋

友來電，表示當日未能投票，及後發現他們

大多數是未登記成為選民，或者未能在今年

區議會選舉年選民登記截止日前登記。他們

對於今年未能投票選出自己心目中的候選人

，紛紛表示可惜和氣憤，這反映了仍然有一

部分香港市民不熟悉其自身的權利，同時說

明了政府對選民登記的宣傳和公民責任宣傳

教育不完善，有極大的改進空間。

今屆有不少候選人是首次參選，對於未

來香港的區議會運作將會是一大挑戰。過往

在選舉前，建制派或反對派政黨，均會派出

或動員疑似候選人在社區工作，甚至是參與

區內的組織，以及各種區內的政府諮詢架構

，這是一個學習，培訓的過程，好讓這些代

表能夠了解這個區議會的基本運作，以至是

議會自身在社會上的權力。可是，現實上已

有不少剛當選的議員中，有一大部分都是靠

政治氣候奪取議席，有機會是未曾在區內深

耕細作的一群，是未有好好預備為選民服務

的一群。

政黨要不斷革新才可以有生命力。在八

十年代的初期選舉，建制派遭遇挫折，

2003年是首次有大型社會動員下的選舉，

建制派再一次遭受挫敗。而今天在反修例的

背景下，建制派幾乎輸清光。在每次社會動

盪後，政黨必須痛定思痛，未雨綢繆為參政

議政的人士做好培訓和做好深耕細作。

筆者估計有很多全職區議員及其助理將

會失業，若他們能繼續做好自身的地區工作

，敢於面對社會動亂，相信選民在未來的選

舉定必會覺醒，會作出明智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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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等建制派，扎根社區，致力
服務市民

▲建制派在本屆區議會選舉所得選票超過120萬，與縱暴派支持率仍維持 「四六黃金比」 ，有望重奪議席

▲內地電子商貿平台阿里巴巴重返香港上市，對鞏固香港國際中心地位極有
意義

▲今年區選的投票人數達294萬和投票率
為71%，雙雙創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