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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贏得立法會穩定多數意義重大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面對反對派利用「反國教」騎劫選舉所造成的惡劣形勢，建制派頂住壓力，團結一致，全力

將對愛國愛港陣營的團結和發展帶來正面影響。

拚搏，主動配票，爭取支持，取得了良好成績：不僅贏得立法會全部70個議席中的43席，佔據

二、反對派不懂經濟 建制派提大量建議

穩定多數，而且在地區直選中的議席和得票增幅都較反對派為高，進一步收窄「六四格局」
，動

目前全球經濟面對的重重困難，歐債危機對全球經濟
的衝擊，到底有多深多廣，持續的時間有多長，美國經
濟是否真正復甦，中國內地的調控政策能否奏效，這些
都是本港社會密切關注的。香港經濟體積小、高度開
放、對外依賴程度高，容易受外圍因素影響而造成較大
波動。再者，由於本港樓價高企，市民置業難，貧富差
距擴大，社會的怨氣增加。在此背景下，新一屆政府需
積極回應市民訴求，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作為施政的
重點，這也是本港七百萬市民最迫切的期望。政府若要
把貼近民意、改善民生、振興經濟的各項政策付諸實
施，就必須得到立法會的配合，行政立法合作，各項政
策推行才能事半功倍。
必須指出的是，反對派不懂經濟，只會為反對而反
對，不斷製造政治爭拗，運用拉布、流會等伎倆狙擊政
府施政，使許多有利刺激經濟、改善民生的政策項目難
以落實。建制派不僅關心經濟民生，而且提出了大量建
設性的政策建議。在今次立法會選舉中，民建聯的政綱
最全面，向政府提出十大建議，並提出三大施政方向，
五大區候選人均清楚列出了當區市民最關注的事項，顯
示民建聯「真誠為香港」絕非空談；而工聯會打正「撐
勞工、為基層」的旗號，也提出多項具建設性的政綱，
實行抗通脹、保民生、改善福利政策等。建制派候選人
當選，有利於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香港要穩定、香港要發展」是市民的共同心聲和期

搖了所謂高投票率對反對派有利的傳統政治定律。這次選舉結果，充分體現建制派以大局為
重、相互扶持的高風亮節，反映愛國愛港力量進一步成熟和壯大，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發揮更重
要作用。這些成績和經驗來之不易，值得珍惜。目前香港內外經濟環境嚴峻，經濟轉型舉步維
艱，深層次矛盾積累。反對派不懂經濟，只會叫口號，為反對而反對。建制派不僅關心經濟民
生，而且提出了大量建設性的政策建議。建制派掌握立法會多數議席，對抵禦反對派的干擾，
維護政府施政順利，促進本港經濟發展，改善民生，推動雙普選的落實，都具有重大意義。

一、選舉形勢嚴峻 建制派成績來之不易
今次立法會選舉，建制派面對嚴峻挑戰。首先自新一
屆政府成立以來，屢屢受到反對派的狙擊，多次在社會
上掀起反政府的抗議示威惡浪，政府民望承受衝擊，建
制派因為支持政府也受到攻擊。更為不利的是，反對派
利用「反國民教育」騎劫立法會選舉，組成所謂「反國
教大聯盟」
，在選舉前夕採取包圍政府總部、絕食抗議
和煽動罷課等激烈行動，將「反國教」議題迅速升溫，
聚焦社會關注點。隨 包圍政府總部和絕食抗議規模愈
大，接力絕食愈多人參與，反對派煽動選民以國民教育
作為投票決定的標籤，只需投票給「反國教」的參選
人，這嚴重扭曲選情，製造社會分化，挑動兩地對立，
誤導心智未成熟的廣大學生，令國民教育被徹底妖魔
化，建制派候選人被嚴重抹黑，選情相當惡劣。

儘管選前的選情不容樂觀，但是建制派顧全大局、團
結一致、主動配票，有條不紊地進行選戰部署，參選人
和助選團齊心協力，全力拚搏，努力做好協調工作，終
於取得令人刮目的成績。在這次選舉中，地區直選建制
派獲得17席，反對派取得18席，比起反對派上一屆地區
直選獲19席，建制派只獲11個議席，是一個很大的進
步；同時，在地區直選投票率比上一屆45.29%多出
7.71%，達到53%下，建制派取得了42.5%投票率，進一
步收窄「六四格局」
，也打破了投票率越高對反對派越
有利的傳統定律。建制派多位重量級人物劉江華、陳婉
嫻、譚耀宗、曾鈺成等以大局為重，沒有追求成為「票
王」
、「票后」
，而是拆票保同一陣營的候選人，令更多
建制派候選人成功躋身立法會，使立法會內的愛國愛港
力量進一步壯大，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發揮重要作用，也

新批副局政助
最快今日宣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新特區政府原本計劃
重組架構，唯因反對派策動「拉布戰」而被迫收回，
令多個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職位的任命安排亦受到拖
延，一直懸空至今。政府消息向本報記者透露，特
區政府最快今日會宣布任命新一批的政治委任官
員，其中被指與反對派關係密切的陸恭蕙會獲委任
為環境局副局長，民建聯的徐英偉則再度獲委任為
民政事務局局長政治助理，前特首辦特別助理陳岳
鵬則會獲委任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政治助理。
新一屆立法會70位議員已於日前選出。據悉，
當局最快今日會公布新一輪的政治委任官員名
單，包括3位副局長和2位政治助理，消息人士昨
日向本報透露，這一批的政治委任名單原本於8
月底已經準備就緒，但鑑於當時正進行立法會選
舉，為避免因為這些任命而影響到選舉，或令新
問責成員成為箭靶，故決定推遲到選舉結束後，
再找適當時間公布。

陸恭蕙反對派背景成焦點
是次政治任命最大的焦點，相信是有反對派背
景的陸恭蕙，她是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

■左起：陸恭蕙、徐英偉、陳岳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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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第二位加入現屆特區政府的親反對派人士。
她曾於1992年被時任港督的彭定康委任為立法局
議員，及後又於1995年參選立法局地方直選，成
功在港島區當選，至2000年中退出政壇，後再成
立思匯政策研究所，並任行政總監至今。
另兩位新獲委任的政治助理均為上屆政府的政
治委任官員，其中徐英偉再度與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合作，獲委任為該局政治助理。上屆擔任
特首辦特別助理的陳岳鵬則會獲委任為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政治助理，亦是再度與該局局長譚
志源再度合作。
陳岳鵬在回應有關委任查詢時表示，不會就這

些消息作出回應。而陸恭蕙和徐英偉則未有回覆
有關查詢。消息人士又指，特區政府是次委任，
會沿用現有架構的安排進行委任，但政治助理的
薪酬會根據特首梁振英的承諾自動「縮水」，進
行適度的下調。

特首：更多委任官員助推施政
梁振英昨晨在行政會議後回應記者提問時表
示，特區政府仍在考慮中。政府消息人士補充，
當局仍在研究有關架構重組的問題，當局現在主
要是做好一批政治委任官員就公布一批，使更多
政治委任官員可以協助推動施政。

「紅白藍330」推廣「正面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淑貞）
市區重建局首次與社企合作的
「紅白藍330」店舖昨日開幕，以
免租方式交由新生精神康復會營
運，由市建局提供基本裝修，並
獲社會福利署的「創業展才能」
種子基金資助106萬元，為精神病
康復者提供工作訓練及就業機
會，同時作社區藝術文化用途。
新生會行政總裁游秀慧表示，有
信心在3年內達致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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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推進民主政制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新一屆立法會還承擔審議產生2016年立法會選舉辦法
和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重要工作，可謂責任重
大。本港民主政制發展必須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避免
對社會造成激烈震盪，更要保證「愛國者治港」的原
則，使香港的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力量手中。在
今次的立法會選舉中，建制派取得了良好成績，不僅取
得立法會全部70個議席中的43席，佔據穩定多數，而且
在地區直選中的議席和得票增幅都較反對派為高，收窄
了「六四格局」
，也動搖了所謂高投票率對反對派有利
的傳統政治定律。建制派議員力量的壯大，有利於推動
本港社會在政治上逐漸趨向理性，為未來推進普選奠定
堅實的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發言人昨日宣布，其
轄下所有博物館（香港太空館除外）
，包括香港電影資料館
和兩間文物中心將由10月1日起更改開放時間，其中香港歷
史博物館、香港藝術館及香港文化博物館於周末的開放時
間將會一律延長至晚上7時；而香港科學館每周的開放時數
則由54小時增加至58小時。此外，多間博物館分館的開放
時間亦有所延長。

盡量統一各館開放時間
發言人指出，目前大部分康文署轄下的博物館，平日的
開放時間由上午9時或10時至下午5時或6時；而主要的博物
館於周末及公眾假期的休館時間則為晚上6時或7時。署方
最近就轄下博物館的開放時間進行檢討後作出修訂，不但盡
量統一各館的開放時間，並按需要延長多間博物館的開放時
間，方便市民參觀展覽：「總括而言，主要的博物館，如香
港歷史博物館、香港藝術館及香港文化博物館等，其周末及
公眾假期的開放時間一律由下午6時延至晚上7時。」

科學館上午開放予公眾

他續說，在香港科學館方面，目前平日的上午時段（即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主要預留予學校參觀。為方便更多市
民享用該館的服務，由10月1日起，該館的上午時段將同時
開放予公眾及學校參觀。另一方面，該館現時的休館時間
為晚上9時，然而經過長時間的人流分析，發現平日晚上的
參觀人數一直偏低，為善用資源，該館的平日休館時間將
由晚上9時改為晚上7時，但周末及公眾假期的開放時間則
維持不變，即由上午10時至晚上9時。
發言人補充，新措施實施後，香港科學館開放予公眾參
觀的時數將由現時每周54小時增加至每周58小時。
在博物館分館，即茶具文物館、羅屋民俗館、李鄭屋漢
墓博物館、三棟屋博物館、葛量洪號滅火輪展覽館及香港
鐵路博物館，則會統一每日的開放時間由上午10時至下午6
時。在此新安排下，上列的首三間博物館的開放時間均有
所延長。
另外3間位處較偏遠的博物館，即香港海防博物館、屏山
鄧族文物館暨文物徑訪客中心，以及上 民俗文物館，明年3月至9月
期間每日的開放時間將延長1小時，即上午10時至下午6時；而10月至
明年2月，各館的開放時間將統一為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各館維持每周休館安排
14間博物館及兩間文物中心會維持每周休館日的安排。香港電影資
料館的每周休館日則由星期四改為星期二，以便館方安排由星期四起
至周末連續數天舉行公眾電影欣賞節目。此外，各館的每周例行休館
日如遇上公眾假期，將一律改為照常開放(農曆年初一及初二除外)。
在香港太空館，該館的開放時間將不改變，即平日的開放時間為下
午1時至晚上9時，上午時段則預留予學校參觀之用，周末及公眾假期
由上午10時至晚上9時開放。

特首3司民望微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昨日公布的最
新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特首梁振英最新民望評分為46.5分，下跌2.5
分，支持率為33%，下跌3個百分點，兩項數字均為其當選特首以來的
新低，而反對率錄得50%，令其最新民望淨值為負17個百分比。
是次調查於9月3日至7日訪問了1,005名巿民，發現除梁振英外，3名
司長的民望評分亦錄得跌勢：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最新支持度評分為
58.1分，支持率為55%，反對率為14%，民望淨值為正41%；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支持度評分為54.3分，支持率為53%，反對率為12%，民望淨
值為正41%；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最新支持度評分為49.1分，支持率為
24%，反對率為6%，民望淨值為正18%。

為精神病康復者提供30職
市建局去年10月，邀請非牟利
機構就太子道西花墟的店舖提交
■張建宗及張震遠昨出席「紅白藍330」的開幕禮。 李淑貞 攝
計劃書，而新生會提出的計劃脫
穎而出，並於今年5月開業，為首間由市建局與 民間、商界及政府的通力合作下，助精神病康復
非政府機構攜手發展的社企。該店名為「紅白藍 者「重建」新生。
330」
，是本港首間以經典紅白藍物料為主題的概
有信心3年內收支平衡
念店，旨在推廣「正面香港」精神，同時為精神
「紅白藍330」創意總監黃炳培表示，十分欣
病康復者提供逾30個職位，包括25名工場縫製員
工及5名店務員。
賞精神病康復者的認真、以及精益求精的工作態
市區重建局主席張震遠昨日出席開幕禮時稱， 度，「有一些很難縫製的工序，他們非但沒有放
「紅白藍330」集創意、藝術、本土文化及社會共 棄，且自行設計一些工具」。他續稱：「精神病
融於一身，並可為花墟吸引不同客源，促進地區 康復者以其堅毅的精神重投社區，已是活生生的
經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紅白藍」 『正面香港』故事。」新生會行政總裁游秀慧表
標誌 香港人的拚搏精神，同時亦代表民、商、 示，希望社會各界支持，有信心在3年內達致收
官的合作，而「330」則代表「新心靈」
，表示在 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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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建制派議員一向
理性務實，以香港整
體利益為出發點，在
監督政府的同時，堅
持以香港整體利益
想，為七百萬市民
想，對政府推出的任 ■盧文端
何政策、措施，只要
是符合市民利益的，都會大力支持。建制派在議會內佔
據重要的大多數，為香港的繁榮穩定提供重要保障，可
以有效減少政府施政遭到衝擊阻撓的機會，讓政府有時
間和空間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讓利民計劃盡
快變成現實，讓市民盡早得到實惠。

12局長 5人支持率淨值升

市建局於2008年起展開保護及活化的太子道西
190至220A號的10幢連排式戰前騎樓項目，其中
花墟項目仍未全面收購，料明年初會展開清拆僭
建及樓宇復修工程。該建築群建於1930年代，整
個範圍總面積約為1,440平方米，其中2幢將用作
文化藝術用途，而是次進行活化的地舖面積約
110平方米。

在12名局長中，有5人支持率淨值上升，其餘7人錄得跌勢。按支持
率淨值排名首位的是衛生及食物局局長高永文，錄得正66%。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
強則排名第二至第四，支持率淨值分別為正48個、43個及31個百分
比。
排名第五至第十二位的分別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
錦樑、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發展局局
長陳茂波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支持率淨值分別為正27個、正23個、
正23個、正13個、正11個、正6個、負29個和負32個百分比。民情指數
方面，民間、政評和社評數值全線下跌，分別錄得75.7%、82%及
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