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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東補西」
學費或增
至11,500鎊
本報訊

英工黨警告選民
保守黨擬增學費

英國工黨影
子商業大臣烏
穆納(Chuka Umunna)警告，
因要大幅減省開支，保守
工黨發出警告，
黨將在勝出大選後增加 若保守黨上台，大學
大學學費，由現時每年 學 費 或 上 漲 至 11,500
鎊。圖為工黨領袖文立
9,000鎊增至11,500鎊。 彬周末在倫敦王家園藝
廳向支持者發表
大 學 畢 業 生 將 面 臨 額 外 大 演說。
7,500鎊的負債，平均畢業
害家庭的經濟」，並表示今屆大選將
後要繳還51,600鎊的債務。

烏穆納透露，保守黨如勝出大選將
削減高達15億鎊教育撥款。聯合
政府執政期間大幅增加大學學費三倍
至每年9,000鎊，其後還會增加28%，
相等於2,500鎊一年至11,500鎊。相反
工黨則承諾會減少學費至6,000鎊。
烏穆納續指，年輕人士將受惠於
工黨計劃把學徒名額擴展至政府的合
約員工，而擁有7位數字或以上政府
外判合約的企業亦需聘請學徒。烏穆
納希望把每年2,380億鎊的政府採購撥
款，投放到提供更多職位及學徒名額
的企業上。
距離大選還剩3天，工黨領袖文
立彬在周六拉票、爭取中產家庭的支
持時表示，保守黨領袖卡梅倫將「危

會是選情最緊湊的一屆。
工黨影子財相博雅文同樣批評保
守黨的政策，表示如保守黨把兒童福
利津貼納入新的統一福利救濟金(Universal Credit)，年收入有40,000鎊、有
兩名小孩的普通家庭將會損失1,789鎊
的福利津貼。
縱使卡梅倫承諾不會削減兒童福
利津貼，工黨指他並沒排除會否把兒
童福利津貼納入統一福利救濟金，並
指如保守黨實行此政策，會導致只有
申領統一福利救濟金的家庭才可獲
發首名兒童有20.70鎊、次名兒童有
13.70鎊的兒童福利津貼。
博雅文續批評：「卡梅倫及歐思
邦忘記了有小孩的中產家庭之需要，
這些家庭的經濟自2010年已被嚴重影

英國大選
三大棘手難題

響。」
而一系列頂級會計事務所就發表
打擊工黨選情的言論，表示如工黨勝
出大選會導致富商們離開英國，因文
立彬承諾會取締非定居人士身分、徵
收「豪宅稅」、重推對高收入人士徵收
50%入息稅及取消富裕退休人士的稅
務優惠。
財務管理公司的Neville Pereira
透露，如非定居人士身分被取締，部
分富商將考慮搬離英國，「他們在全
球都有物業，可隨時搬到其他國家居
住。」
會計事務所的Bhimal Hira表示，
有事務所的客人計劃把個人的資產轉
移到私人公司名下，而如下屆政府重
推50%入息稅，高收入人士亦在考慮
相應措施。

與歐盟的分合
針對是否脫離歐盟，民調顯示英
國民眾贊成與反對各半。如果公
投結果是決定脫歐，親歐的SNP
可能繼去年之後，再次尋求獨立
公投。這表示英國5年內將面臨
分裂的風險。
歐盟領導人固然不希望英國脫
歐，卻也在人員自由流動等議題
方面警告絕不妥協。
財政緊縮吃力不討好
美國一名經濟學家曾引用前英國
央行總裁金恩的話指出，無論是
誰勝選，都必須力行撙節計劃，
最後落得長期失去權力的下場。
智 庫 財 政 研 究 所（ I F S ）去 年 估
計，英國政府各部門已減支大約
350億英鎊，未來還要削減550億
英鎊。
小黨林立的亂局
自民黨此次席次恐將大失血，不
論是保守黨或工黨成為最大黨，
都難以和自民黨合組多數政府，
這代表至少有3個小黨可能加入權
力交易的談判。如此一來，執政
當局恐怕會淪為弱勢領導，決策
受制於小黨，導致政策角力過程
冗長、妥協措施招致惡評以及政
府權力基礎不穩，政局陷入混亂。

華人自民黨大選前夕電話拉票

爭取華裔選民投票支持

英國大選將於5月7日舉行，各政黨盡最大努力
爭取選民投票支持，自由民主黨亦不例外。由華人
自民黨發起為期一星期的電話拉票行動正進行得如
火如荼，多位義工聚集在倫敦的金融中心地帶—
Bank的電話中心，致電提醒選民在大選當日投票支
持自民黨，特別是爭取華人聚居的倫敦南域(Southwark)及劍橋地區選民的支持。
經過早前一連串落區拉票行動，包括親身到伯
明翰、劍橋、布里斯托及格拉斯哥等地，與當地市
民見面，解釋自民黨的政綱及聆聽他們的訴求後，
華人自民黨本星期集中拉攏自民黨目標議席選區數
以千計的選民支持，在大選當日投票給有大量華人
聚居的上屆南域議員Simon Hughes、上屆京士頓及
索比頓(Kingston and Surbiton)議員Ed Davey、上屆
特威克納姆(Twickenham)議員Vince Cable、2012年
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奧運火炬手兼今屆大選沃爾
瑟姆斯托(Walthamstow)區華裔候選人張敬龍(Steven
Cheung)、圖亭(Tooting)區候選人凌家輝(Philip Ling)
及英國東南部漢普郡(North West Hampshire)候選人

李沛騰(Alex Payton)。
除爭取目標議席選民支持外，華人自民黨亦透
過先進的目標選民資料系統，致電全國的目標選民
以及自民黨支持者，鼓勵他們在大選當日踴躍投票
予自民黨，同時邀請自民黨支持者為拉票活動當義
工。此選民資料系統亦為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美國大
選拉票時所用。
除了多位義工幫助自民黨致電選民拉票外，多
位自民黨人士及議員候選人連日來亦到場支持電話
拉票行動，包括自民黨上議院議員Elizabeth Barker男
爵夫人、黨財務秘書Lord Ian Wigglesworth、黨主席
Sarah Brinton男爵夫人、華裔候選人張敬龍及華人自
民黨創辦人之一杜淑真(Merlene Emerson)等。
杜淑真接受在本報訪問時表示，透過一星期的
電話拉票活動，希望鞏固自民黨支持者的選票，及
爭取那些還未決定投票給哪個政黨的選民支持自民
黨。
杜淑真還透露，自民黨雖擁有龐大的目標選民
資料庫，但電話拉票的困難在於致電選民時間上的

德總統籲賠款希臘

差異，致電某些行業選民的時間較穩定，如致電中
餐業選民的時間多為餐館營業前或下午休息時間，
但現時華人滲透英國各行各業，較難能一擊即中聯
繫得上不同行業的選民。
本報記者薛家如報道

1/3學生將不及格

特芬．賽貝特說，無論從政治還是法
律程序角度看，德國都已完成賠付。
賽貝特表示，德國將一直銘記納
粹德國給歐洲國家造成的災難，深知
德國對此負有歷史責任，但這不能改
變德國政府的態度，即德國已完成向
二戰受害國支付戰爭賠款和補償性賠
款事宜。他說，德國與希臘1960年簽
訂了相關賠償協議並已向希臘支付約
1.15億德國馬克。
希臘財政部副部長季米特里斯．
馬達斯今年4月稱，德國應向希臘支
付2787億歐元（約合3120億美元），以
賠償納粹德國二戰中給希臘造成的損
失。這一數字比希臘政府先前提出的
1620億歐元多出近一倍。

意法解救3400名
被困非法移民
在連續多起死亡船難後，為了因
應潮水般湧至歐洲沿岸的難民，歐洲
聯盟積極尋求解決方法，但周末又在
大海中救起3400多人，其中多在利比
亞外海。由意大利海岸防衛隊帶領的任
務，救起為數共3427名的船民。
意大利海巡人員表示3日是「忙碌
的一天」，但救起人數並非最高紀錄，
4月12日他們才救了3791人，隔天又救
了另外2850人。 此外，被派去為歐盟
在地中海處理利比亞船隻湧入問題的
法國船艦「畢洛司令號」（Commandant
Birot），也在利比亞海岸外救起217名
移民。
去年一年，有大約15萬名非法移
民輾轉到了意大利。意大利政府近期
表示，接下來的四個月裏，每個星期
都可能有多大五千人到岸，也就是
說，在年底之前，可能會有多達20萬
非法移民偷渡到意大利。
自從歐盟方面決定停止撥款給解
救非法偷渡人士的項目，意大利方面
承擔了解救被困在海上的非法偷渡人
士的大部分經濟負擔。意大利在地理
位置上距離北非比較近。

英三分二鐵路
服務常延誤
英國超過三分之二的鐵路服務常
有延誤，導致大量乘客的日常生活受
到影響，包括錯過重要商業會議、上
班遲到及遲誤從託兒服務接回子女等。
由鐵路公司公布的數字顯示有
91.2%服務屬準時，其中長程服務遲
10分鐘或以上才算延誤，而短程服務
遲5分鐘或以上才算延誤。但民間監管
組織在過去三年紀錄了各鐵路公司的
服務延誤，由遲1分鐘開始算延誤。組
織提供的數字顯示，2014至15年度情
況最嚴重的鐵路公司是提供由彭贊斯
(Penzance)到亞巴甸(Aberdeen)鐵路服務
的CrossCountry，58%服務有延誤。其
次是Southern，50%服務延誤，然後是
有49.5%服務延誤的First TransPennine
Express，及49%的Virgin Trains West
Coast。
而組織另提供由2012年4月至
2015年3月的鐵路服務數據，顯示
CrossCountry的服務延誤率屬最高，
達57%。其次是Virgin Trains West
Coast，49%服務延誤，然後是有47%
服務延誤的Southern和42%的First
TransPennine Express。
面對服務經常延誤的指控，CrossCountry稱過去三年只有10%的服務延
誤屬它們的責任。而去年盈利由1,690
萬鎊大幅增長至2,910萬鎊的Southern
Trains卻有一半的服務屬延誤。
上周四有數以萬計乘客的旅程遭
受高達五小時的延誤，源於在倫敦南
部的鐵路服務停電，一列屬Southern和
另一列屬Gatwick Express受影響。

報復聯軍空襲
IS或襲英倫

■華人自民黨創辦人杜淑真及義工們落力致電選
民，鼓勵選民投票給自民黨候選人。

索賠達2787億歐元 英推出小學新試卷
德國總統高克表示，針對希臘政
府追討二戰賠款的要求，德國政府應
予以考慮。德國是重視歷史的國家，
現在的德國人是二戰期間給歐洲造成
損失那些人的後代，理應作出賠償。
高克說：「我們並不只是生活在當
今時代的我們，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給歐洲造成一系列損失那些人的
後代。長期以來，我們對希臘等國家
蒙受的損失知之甚少，這非常可恥。」
他同時表示，德國是重視歷史的國
家，考慮如何支付二戰賠款是正確選
擇。不過，身為德國總統，他幾乎沒
有實權。
高克這一表態與德國政府官方說
法相悖。今年3月，德國政府發言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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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幫即將升讀中學的小六學生打
好學業上的基礎，教育局將於2016年
推行新的課程，並同時推出全新英
文、科學及數學科的年終考試試題，
惟考試局預計將有20萬、相等於全國
三分之一的小六學生不能通過採用新
試題的考試。而為了讓即將升中學的
學生追上新課程，局方預計中學需增
開暑期班替學生補課。
保守黨早前表示，如勝出大選會
強制所有未能通過採用新試題考試的
小六學生，必須在升讀中學後首年重
考。
全新範本試卷將在英大選後推
出，包括數學、閱讀、拼寫、標點及
文法的試卷。範本試卷的試題將包含

十二乘十二的乘數表、如何計算平行
四邊形的面積等。
採用新試題的考試合格率預料會
比現時高出兩倍，現時有85%的小六
學生在標準評估考試(SATS)中達4B程
度，屬普遍11歲學生能達到的程度。
除了小六學生將應考採用新試題
的考試外，小二學生亦將面臨較難的
考試，而小一基準試的難度亦會被提
高。
在評估15歲學生教育程度的
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考試
中，於60個參加考試的國家中，英國
學生在數學、閱讀及科學考試中排在
首二十名以外，亞洲國家佔領榜首。

一度傳出死訊的極端組織「伊斯蘭
國」（IS）首腦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
，據報今年3月在美國為首聯
軍一次空襲行動中受重傷，正在秘密
地點接受兩名醫生治療。為報復聯軍
空襲導致巴格達迪受傷，「伊斯蘭國」
將可能向歐洲發動大規模恐怖襲擊，
而最有可能的襲擊目標是英國。
根據接近巴格達迪的消息人士
說，巴格達迪一支3人車隊，今年3月
18日在伊拉克西北部受到美軍為首的
聯軍空襲，車隊遭一枚地獄火導彈擊
中。巴格達迪當場受傷，脊椎重創，
負責保護他的3名親信則被炸死。據報
該次空襲行動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
由於身受重傷，巴格達迪現階段
已不能再指揮行動，亦相信難以再領
導「伊斯蘭國」。消息指巴格達迪正在
和死神搏鬥，因此或會傷重死亡。而
「伊斯蘭國」現時由高層成員及副首腦
阿弗里領導。一名組織成員說：「他們
正策劃襲擊歐洲，他們想為巴格達迪
報仇。」

奧朗德執政三年絕大多數法人持否定意見

5月6日是法國總統奧朗德當選三
年的日子，對於他執政三年的成績，
法國民眾評價很不高。最新民調顯
示，絕大多數法國人對此持否定態度。
這項CSA所做的民調顯示，只有
18%的法國人希望奧朗德參加2017年
總統大選，高達81%的法國民眾反對
他再做總統候選人。
甚至在2012年第一輪選舉時就投
他票的選民也變了主意，其中高達

英國國家六合彩

54%不希望他再當下一屆總統候選人。
的確，自從2014年5月後，奧朗德
的形象在法國民眾中略有改善，但也
只有19%的法國人對他執政給予正面
評價。70%的法國人認為奧朗德的問
題是沒有取得經濟和社會成果，尤其
是2012年第一輪投票選舉他的選民在
這一點上對他的指責更突出。法新社
的相關報道評論說，「在經過三年總
統任期之後，奧朗德進入五年制總統

2015年5月2日
開彩號碼

7 10 11 30 31 42 36
全新六合彩 Raffle 結果請瀏覽 national-lottery.co.uk

任期的最後階段，但他的政績嚴重削
弱了了他2017年重新出發的運氣。除
非經濟出現明顯振興，失業率明顯下
降，而且左派陣營團結起來拯救他」。

法國六合彩攪珠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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