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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區選大勝 誓聲討警暴

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創下多項歷

史，近三百萬選民踴躍投票下，投

票率創出超過七成的歷史新高，在

全部 452 個議席中，民主派大勝，

共取得 388 席，在 17 區的議席數

目過半，其中大埔、黃大仙區全部

議席，由民主派囊括。

這次派出 99 人參選的民主黨

奪得 91 席，成為區議會最大黨。

公民黨是選舉大贏家，議席是上

屆兩倍，有32席，工黨7人全勝，

新民主同盟 19 人當選，社民連取

得 2 席；亦有 84 名政治素人當

選，大部分打著反修例旗號。

在反修例風波期間活躍的前

學生領袖及首次參選的民主派素

人，也都成功突圍勝出，一些民

主派元老級成功連任或當選，早

前被咬掉耳朵的民主黨趙家賢也

在太古城西選區成功連任。相反

多名建制派的雙料及三料議員落

馬，包括：民建聯張國鈞、周浩

鼎、鄭泳舜、劉國勳；工聯會麥

美娟、陸頌雄及何啟明，實政圓

桌田北辰，以及被網民批評「何

妖」的何君堯。

建制派方面，原本第一大黨

的民建聯，派出 181 人參選只取

得 21 席。工聯會重挫，派出 62
人，剩下 5 個議席。自由黨有 5
席、經民聯 3席、實政圓桌 2席，

新民黨和公民力量則全軍覆沒，

議席數目歸零。

港人覺醒 選票承載民意
成為議席最多的民主黨，主

席胡志偉認為，今次選舉是承接

反修例運動，相信民主派整體得

票上升是承載民意，反映市民不

會接受香港成為威權管治的警察

城市，「很多抗爭者、手足前仆

後繼下，令香港人覺醒，令香港

人透過手上的選票表達對政府管

治的態度，特別針對五大訴求，

特別針對林鄭月娥，過去一段日

子完全漠視民意，令社會對立和

撕裂，似乎沒有出路，只剩下警

暴、警隊的鎮壓。」他呼籲政府應

盡快回應社會訴求，包括特首林

鄭月娥下臺及改組政府，成立獨

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暴問題，以

及改變政制。

雖然民主派議席大增，但得

票占整體五成七，建制派占四成

一，與傳統的「六四黃金比」相

近；胡志偉認為這反映了社會撕

裂及對立的範圍擴大，需要加以

警惕。

公民黨主席梁家傑認為，區

選結果反映了民意對政府及警暴

不滿，與暴政割席。促請政府回

應五大訴求及要求警方撤出理

大。他強調區選為特區和中央政

府提供了最後機會，應藉機解決

【看中國記者王維中採訪報道】香

港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完成點票，民

主派大勝一共取得 388 席，成為第

一大黨的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指出，

結果反映了港人不接受威權管治；

第二大黨的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力促

特首回應訴求，並問責官員。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香港 2019 年區議會選舉落幕，泛

民主派此次一舉拿下 388 席，親中

建制派僅有 59 席，對於香港民意

大獲全勝的消息，中共官媒全面

噤聲。

據報導，香港 18 區共 452 個

區議會議席名額全數開出，泛民

主派占 388 席，較上次增長 263
席；親中建制派 59 席，較上次下

降 240 席，每個選區的親中議

員均無過半，在黃大仙區、大埔

區、西貢區更是創下沒有半個建

制派議員的紀錄。

截止發稿前，中共官媒尚未

報導香港民意大勝的結果。經查

證，中共官媒新華社、《人民日

報》、環時網及《中國日報》等均

轉發同一條報導，介紹香港區議

會選舉自 24 日舉行，並於 25 日

開票結束，共產生 452 名區議會

議席。

相關報導不敢提起準確的席

次，並將泛民派定調為「亂港暴力

分子」，隻字未提香港泛民主派

大獲全勝，而親中港媒《文匯報》

則將泛民派定調為「泛暴力派」；

對此，網友紛紛留言：「中國媒體

看傻了，高層也下了命令，面子

也丟不起，沒有一家媒體敢報導

當選席次比例和當選名單。」「史

上最爛的是中共媒體，你知道甚

麼是客觀的報導事件嗎？」

有消息人士透露，北京對於

建制派大輸相當吃驚，北京必會

重新評估香港局勢，或是調整策

略，不能只以「止暴制亂」為重

點。中共官方的「暴力活動」是指

震驚國際的反送中  事件，該事件

自 6 月 9 日爆發，抗爭者並無統

一的領導和組織，是以遊行、集

會、靜坐、設置連儂牆、「三罷」

（罷工、罷課、罷市）等一系列行

為，向港府及中共中央抗議《逃犯

條例》修訂草案；因為在中共治下

的大陸司法制度裡，任何港人都

可能因「不明原因」被引渡至大陸

受審。

不料，反送中抗爭爆發後，

不斷傳出被自殺、被性侵、被墜

樓事件。從香港政府公布的報告

顯示，6 月起至 9 月止，香港政

府共接獲 2537 起發現屍體個案，

而 3 個月新增的自殺通報件數則

為 256 宗。截至 11 月 19 日，警方

共拘捕 5804 人，年齡介於 11 歲

至 83 歲。這次運動是香港 1997
年主權移交大陸以來最大規模運

動，期間曾有警察公然喊出「要

讓六四重演」的言論。

泛民主派大勝 北京震驚 官媒皆噤聲

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右三）認為，區選結果反映民意對政府及警暴不滿，與暴政割席。（周秀文 / 看中國）

深圳建指揮中心  繞開中聯辦

路透社 11 月 26 日報導，隨

著暴力抗議活動席捲香港，近幾個

月來，中共高層一直在深圳郊區的

一棟別墅內處理香港事務，而繞過

了運作二十多年的中聯辦。

據消息人士及先前媒體報導，

危機處理中心座落在香港與深圳

交界、香港中聯辦所有的紫荊山

莊（Bauhinia Villa），紫荊山莊

在 2014 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時就

曾作為危機處理中心。消息人士指

出，隨著反送中、反政府示威運動

的持續升級，過去 5 個月來北京高

層就曾多次齊聚指揮中心制定戰術

及下達指令。

據報導，自今年 6 月爆發百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香港

反送中運動已經持續了 5 個月，局

勢不斷升溫，中聯辦作為北京傳遞

影響力的主要窗口正在被弱化。有

消息指出，北京為加強對香港動盪

局勢的控制，在深圳設立了危機指

揮中心，並考慮撤換中聯辦主任王

志民。

萬港人上街反《逃犯條例》後，中

共副總理韓正隨即指示林鄭月娥直

接向他的辦公室報告，當時已弱化

中聯辦的窗口關係。兩名消息人士

透露，習近平每天接收來自紫荊山

莊的簡報。同時，建立紫荊山莊和

習近平的直接溝通管道，包括：接

見香港高層、親中團體、警隊高層

等，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副部級

官員，及其他部門官員都曾到紫

荊山莊開會。

兩名消息人士對路透社表示，

北京方面正在考慮替換主任王志民

的職務，顯示不滿他對香港危機的

處理結果。報導稱，中聯辦誤判香

港局勢而受到香港和北京的批評。

一位中共官員說：「聯絡處一直在

與城市中的富人和大陸菁英融合

在一起，使自己與港民疏離。」稱

「這種情形必須改變」。但上述消

息尚未能獲得官方證實。 
2019 年 11 月 25 日，香港區

議會選舉塵埃落定，泛民派大勝建

制派潰敗。「香港 01」報導稱，選

舉結果也立即影響了特首林鄭月娥

的命運。另外，香港區議會選舉中

建制派潰敗，中聯辦可能面臨更大

的壓力。分析認為，此次的選舉體

現了中聯辦、港澳辦上交給中央的

都是假情報，他們還在嘗試掩蓋自

己的錯誤，引發習近平的不滿。

此前「香港 01」引述北京消息

指稱，中共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

明取消赴港對四中全會的宣講，是

因為北京對港最新亂局有重新部

署，料稍後會有新招頒布。

《大紀元時報》10 月 25 日引述

一名與中南海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

透露，挑起香港亂局的是特首林鄭

月娥，以及幕後支持她的中聯辦、

港澳辦，料將成為首要追責的對

象。該名消息人士表示，北京最快

會在四中全會「撤換」中聯辦主任

王志民。他指，王志民屬江澤民派

繫上海幫人馬，與長期掌控香港的

江派第二號人物曾慶紅關係密切，

「曾慶紅家人來香港，都是他有份

負責招待，而且招待得非常周到。」

該名消息人士還透露北京已安

排了王志民的接任人選，中聯辦副

主任陳冬及福建省宣傳部長梁建勇

都是候選人。

【看中國記者王維中採訪報

道】香港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獲

得空前勝利，特首林鄭月娥首次

承認社會不滿政府，民主派議員

力促回應反送中五大訴求，問責

下臺。

林鄭 11 月 26 日在出席行

政會議前回應，她形容今次區議

會選舉是不一樣的選舉，在排除

萬難下進行，她感謝各方努力

下成功舉行選舉，「感謝市民在

相對動盪氣氛下踴躍投票，以及

候選人無懼挑戰參與選舉。」又

說，不少選民都表示希望透過投

票表達對暴力不滿，希望香港盡

快回復平靜；並強調，目前未有

得到中央要求問責指示。

至於是否會答應民間提

出的「五大訴求」，林鄭指已

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訂並表

示，將仿效英國處理 2011 年

騷亂的手法，成立獨立檢討

委 員 會（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審視香港持續社

會動盪的成因，找出當中在社

會、經濟及政治的問題，並向

特區政府建議改善措施。她衷

心希望有關做法能夠為香港提

供出路。

區選獲勝的民主黨議員林

卓廷批評林鄭的講話令港人非常

憤怒，他批評林鄭沒有反省，等

於沒回應、沒出路，「所以她一

日在任做特首，我看不到何時能

走出目前的政治危機。」他建議

民主黨區議員在十八區新一屆區

議會首次會上，提出成立常設的

「監察警方執法委員會」，「在地

區層面長期監察警方警暴問題，

防止警方暴力升級，防止濫捕情

況惡化。」

另外，成功連任的民主黨

涂謹申表示，今次選舉是變相公

投，市民以選票表達對政府的不

滿，希望政府盡快回應訴求，否

則會令市民不相信選舉制度；並

認為相關官員是需要問責下臺；

還強調唯有普選才是出路：「如

果北京要維持小圈子的制度，

自然誰有了這 1200 票，誰有影

響，北京向來打算分化統戰，他

一定會繼續做，我只能說普選才

是出路，真正才令社會大家都覺

得擁有一票。」

港議員力促問責相關官員

民意勝出 郭台銘：恭喜香港

【看中國訊】中共間諜王立

強向澳洲政府投誠，並接受外

媒專訪談道中共企圖影響 2020
年大選，引起臺灣政壇波瀾。

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11 月

25 日在臉書貼文稱，目前正當

臺灣大選，若有相關勢力影響

臺灣選舉，國安單位應該盡速

查明。他並恭喜香港順利完成

區議會選舉，期待香港能重回

繁榮。

香港區議會選舉於 11 月 24
日拉開戰幕，在「反送中」運動

的大潮之下，香港選舉成變相公

投，民主派、前學生領袖及首次

參選的民主派素人都成功勝出，

反觀親中共的建制派則兵敗如山

倒，民眾為此徹夜狂歡。

郭台銘表示，恭喜香港順

利完成區議會選舉，高投票率彰

顯了港人願意以投票參與來守護

生活，對香港當局能讓選舉順利

完成表達敬意，在符合人民意志

下，期待香港能重回和平繁榮、

經濟民生可以重建。

他表示，目前是網絡時代，

多元的聲音已不能壓制，一張張

的選票代表人民可以用和平的方

式傳達心聲，就像是郭台銘曾說

過「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

必需共進，這是必然，臺灣的

發展經驗，足以為華人世界帶

來典範。

談到叛逃澳洲的中共間諜

王立強爆料關於北京干涉臺灣

2020 總統大選，郭台銘表示，

若有相關勢力影響臺灣選舉，國

安單位應該盡速查明，他呼籲民

進黨趕快查清楚，國民黨也要請

國政團隊查清楚。

當前困局：「如果他們不把握機

會，一切後果由中央及特區政府

負責。訴求很清楚，如果說藉區

選，林鄭認可香港人已經表態，

都支持獨立調查委員會、支持改

革警隊，就應按香港民意去做，

整件事開始到現在，沒有任何一

個問責官員下臺，情何以堪呢？

就藉現在機會，外國政府政治倫

理都會這樣做，藉強大民意可以

總辭。」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表示，會與

其他民主派團結，將民意反映在區

議會。 24 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發

表聯合聲明，感激港人同行，「今

次區選是變相公投，量化了五大訴

求的巨大民意，結果在直選議席，

十八區區議會民主派全取過半，將

屬運動另一個起點。」

民主派承諾在立法會和區議

會兩級議會全力協作，在 18 個區

議會全力追究警暴，爭取成立獨

立調查委員會，開拓每一條戰線

就是香港的未來。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促特首及問責

官員總辭。（周秀文 / 看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