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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黨大會

A6

移民政策未定 民眾支持待提升

自民黨年會洋溢選前焦慮

括英國獨立黨在內的四個政黨從9月14日開始先後舉行年度大
會，自民黨是今秋第一個開大會的政黨，於9月13日至18日在
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同時也是各黨年會持續日期最長的一個，平
均每天舉行近百場演講和論壇，現場保安措施也不容放鬆，當地派
遣近兩萬警力，另每日有數百保鏢24小時候命，大會亦招募近百志
願者，分布在兩個主場館和兩個分場地中，協助大會順暢進行。
本報記者陳琰格拉斯哥報道

包

距 離 2 0 1 5 年全 國 大 選 仍 有 一 段 時
間，自民黨年會平靜的氣氛中卻洋溢著
一些何去何從的焦慮。
在大會剛開始，黨領袖克萊格、商
務大臣祁維信已就是否提早與保守黨劃

清界線而產生異議，而包括「睡房稅」、
免費兒童午餐、敘利亞問題、國民保健
系統、去留歐盟和創造就業在內都是大
會期間熱議的話題，克萊格最終亦以繼
續聯合執政的論調結束五天的大會，在

眾多重要演講和邊緣會議中，都不乏攻
擊保守黨的聲音。
但事實上，YouGov最新民調顯
示，自民黨（10%）目前排名在保守黨
（36%）、工黨（36%）以及英國獨立黨
（12%）之後，其支持率甚至不如2010年
大選期間，而本次大會亦罕有提起2014
年地區選舉及歐洲議會選舉。
不少與會黨員和國會議員都認為，
自民黨聯合執政以來推行不少成績不錯
的政策，例如在私營部門創造140萬個職
位和引入1萬鎊免入息稅額，但克萊格還
應更高調地領導自民黨邀功，提升在公
眾心目中的好感度，彌補該黨在大學學
費上調問題上出爾反爾而失去大批年輕
選民的過失。

杜淑真主持會議 聚焦移民議題

移民政策可說是經濟和就業以外第
二大最受關注議題，商務大臣祁維信
在部長演講上指出，英國目前的移民
政策營造出一種「不歡迎外國人」的形
象，在移民事務跨黨派組織（All-Party
Parliament Group on Migration）於大會
期間首次舉辦的邊緣討論（Fringe）上，
與會者也就目前一系列移民措施作出痛
心批評，並提出一些如政策區域化的建
議措施。
這次名為「Where is the leadership
going on immigration?」的討論由華人自
民黨前主席杜淑真主持，負責制定自民
黨移民政策的工作小組領袖及國會議員
斯頓來（Andrew Stunell）、歐洲國會代
表英格蘭東南部議員伯爾德（Catherine
B e a r d e r ）、 移 民 權 利 網 絡（ M i g r a n t s
Rights Network）
總監費林（Don Flynn）
、
移民關切基金會（Migration Matters
Trust）安斯洛-可利（Julia Onslow-Cole）
和
自民黨聲音網站編輯、律師湯斯比（Nick
Thornsby）為主講者。

區域化政策被否定
移民權利網絡的費林提出，當保守
派議員對外來移民保持敵對而非好客的
姿態時，其實英國多個區域都歡迎外來
移民的加入，例如蘇格蘭、西北部和西
南部，他主張根據不同區域的不同情況
和需求制定有所區別的移民政策。這一
建議也得到安斯洛-可利的支持，她舉例
指出，PSW會計師事務所的格拉斯哥分
行早前設立了畢業生培訓計劃，但以當
地經濟水平而設的薪水並不達到中央政
府所設立的薪酬門檻，該計劃乃至整個
分行不得不撤銷而搬到倫敦，這只會更

加令經濟發展更多地集中在倫敦而不利
於全國各地均衡發展，這也有違於祁維
信的經濟政策原則。
然負責制定自民黨移民政策的工作
小組領袖及國會議員斯頓來明確表示，
移民政策區域化並不可行。他在會上
說：「難道讓所有人都攜帶身份證？難道
讓警方隨時檢查移民是否待在應該在的
地區？還是懲罰那些聘用另一個地區移
民的僱主？」事實上，自民黨曾在2010年
全國大選時推動過「區域化的計分制」，
為的是確保移民在有需要的地方工作。
斯頓來認為這種提議是納粹主義，就像
德國在1935年的政策一樣，「慶倖我們從
未將此落實實施」他說。

簽證保證金損毀英國形象
除了批評保守黨提出凈移民計算方
法、畢業生簽證取消、家庭簽證收入門
檻以及複雜而非本應得到簡化的計分制
簽證系統，由該黨黨魁、國家副主席克
萊格提出的「保證金」系統也遭到批評。
移民關切基金會主要為與商務關聯
的移民發聲，安斯洛-可利不留情面地指
責簽證保證金計劃對英國帶來毀壞性後
果，她反映，當這個政策一出台，便接
二連三地收到從這個幾個國家打來的伸
冤電話，他們都是基金會的聯絡人，且
大多是來英經商或公幹的專業人士，他
們都很氣憤自己被列為「高危」人群，甚
至稱會採取法律行動。
據大倫敦議會於2009年委任倫敦政
治經濟學院所作調查，逾期居留在英國
的人多達62萬，逾期居留者被保守黨的
內政大臣文翠珊認為是移民系統其中一
個巨大挑戰。今年3月，克萊格提出了

移民事務跨黨派組織首次在自民黨大會上舉行移民論壇。

幾個緩解逾期居留問題的選擇，其中包
括要求「高危」國家訪客預付1000鎊保證
金，在限定期內離開英國時可以取回。
政府其後宣布，該計劃從今年11月開始
試驗，來自印度、巴基斯坦、斯裡蘭
卡、孟加拉、加納和尼日利亞六國訪客
申請6個月的訪客簽證時，需預付3000
鎊。
本月早些時候，該黨其中一名國會
議員泰爾瑟（Sarah Teather）
因此感到「被
背叛」，並宣布退出2015年全國大選，她
在移民聚居的布蘭特選區為移民爭取權
益多年，黨內不少人都對她的決定感到
可惜，有人理解她覺得很難面對選民的
情緒，亦有人反對她的做法，覺得她令
自民黨少了一份維護移民利益的力量。

移民政策有待諮詢
移民是一個公認的頭痛問題，關於
放寬訪客簽證以吸引更多高價值訪客的
問題，祁維信曾不止一次在黨內小範圍
活動中透露，「中國訪客」幾乎每周都在
內閣被提起，斯頓來本次亦表示，政府
內部各派意見一致爭持不下，眼看法國
德國在遊客中分外吃香，既想從崛起國
家訪客身上分一杯羹，又擔心邊境安全
和福利系統進一步被濫用。
自民黨移民政策工作小組目前正為
以甚麼移民政策在2015年爭取選票作
準備，由斯頓來領導的工作小組趁本次
大會公布名為「移民、庇護和身份」的諮
詢文件草案，在10月11日前收集黨內意
見，並在此基礎上撰寫完整的諮詢文
件，在明年秋季大會上公開討論，預計
很快會對公眾公開徵集意見。

斯頓來畫了一個三角形，分別代表民
主、受歡迎和可傳遞的，未來的移民政策
應該儘量在這個三角形內。

亞裔參政新力量

頻頻在地區選舉和各個辯論場合
中磨刀的李佩騰（Alex Payton）、淩家輝
（Philip Ling）
和勇莎拉（Sarah Yong）
都是
華人自民黨在2015年大選中的新希望。
儘管三人目前仍未經過當地甄選程序確
定以國會議員候選人身份參選，但他們
都暗示有此意向。而為更好了解中國，
三人將於今年12月前往中國廣州和香港。
淩家輝去年聖誕節期間曾參加過北
倫敦Hampstead和Kilburn地區甄選，以
申請參選2015年全國大選的候選人席
位，可惜排名第二無緣被選上。近日有
傳聞森馬實其中一名國會議員將不會參
加2015大選，這意味著當地候選人席位
多一空缺，勇莎拉的成功機會亦隨之增
加。事實上，杜淑真評價，勇莎拉在今

年地區選舉中已經做得很好，她在當地
很受歡迎，但還是需要拓展拉票範圍，
這在森馬實這樣一個大片農村的地帶並
不容易。
李佩騰在今年5月的地區選舉補選中
成功贏得Newbury地方政府議員席位，
成為華人自民黨中繼鍾翠英、李良福成
為地方政府議員之後，第三位華人背景
的地區議員。但他亦需要經過當地甄選
程序，經過

華二代張尼克

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及哲學的新生
張尼克利用開學前的這段時間，在自民
黨年會中當實習積累經驗，他與父母居
住在倫敦西南里士滿地區，父母從中國
東北移民英國超過20年，從事
與自然科學相關工作，但偏偏
自己卻對政治情有獨鍾，作為
一個居住在英國的華人，他最
希望從學習中對比中英兩國之
間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差異。
尼克的從政之路亦不局限
於理論學習，他在加入自民
黨前已經參與當地一些倡議活
尼克（右一）爭取機會向黨內成員取經，圖為歐洲 動，並在當地派發宣傳單張，
議會候選人 Jo Hayes、華人自民黨前主席杜淑真與前 增 加 當 地 居 民 對 自 民 黨 的 認
任倫敦市長候選人帕迪克（Brian Paddick）。
識。例如阻止希思路機場第四

跑道的提議，他承認倫敦需要額外的航
班吸引外資，但希思路居民已經需要忍
受三條跑道的噪音和污染，若倫敦希望
擴充航空交通容量，新機場也應該修建
在對當地居民影響較少的地區。

杜淑真主持移民會議。

探討中英友城關係
英國華人可成潤滑劑

自民黨在格拉斯哥舉行年度大會的
第二日，華人自民黨就「英中友好城市：
一個友好的姿態或是區域城市貿易和投
資的一個切實可行的渠道？」這個題目舉
行了談論活動。
該報告由華人自民黨委任完成，報
告作者Carl Carlstedt和Chris Georgiou用
三個多月完成了會上呈現的報告草稿。
他們主要從英國的角度，參考謝菲爾德成都、曼徹斯特-武漢、利物浦-上海與
諾定咸-寧波四對友好城市的實例，分析
與其相關的當地政府和兩國政府報道、
商業信息發布、相關刊物以及參與組
織、領導的採訪和交流。
報告發現，友好城市可以是一個促
進區域貿易投資的切實可行渠道，前提
是兩方城市長期高效投入且權力得到發
揮。
而且，從經貿層面延伸至社會和文

友城報告論壇現場。

化層面的合作方式更能加強兩城聯繫，
例如較成功的例子利物浦和上海，反觀
謝菲爾德和青島的例子則提供一次教
訓，自民黨謝菲爾德市政務會的領導
Paul Scriven，他全身心的投入對於創立
和鞏固友城關係，曾多次親訪成都，把
本地企業與成都的商業圈有效的進行連
接，也曾計劃在成都建立一個綠色謝菲
爾德城，但是成都新市長的上任使此項
目最終沒有得到實施。
長期關注中國發展、在歐洲議會中
代表英格蘭西南部的自民黨成員華思頓
（Graham Watson MEP）、英國外交部屬
下的公共事業機構-英中協會董事局委員
希吳思議員
（Duncan Hames）
，以及謝菲
爾德企業家Jerry Cheung均分別發言，
分享自己在中國的經驗，與會者普遍贊
同，有一個來自英國、熟知中國國情的
華裔在中間牽線搭橋會令過程更順暢。

曼徹斯特與中國出入口作為分析實例。

華人自民黨慶祝7周年
艾什頓力撐 讚影響力增
除了友城研究報告講座和跨黨派移
民論壇，杜淑真和勇莎拉均在大會上就
多個議題進行辯論，例如賭博問題和未
婚伴侶福利保障，可以說華人自民黨在
本次年會上曝光率甚高。自民黨創始人
之一艾什頓（Paddy Ashdown）亦大讚華
人自民黨這七年取得巨大進步，在英國
政壇帶來巨大影響力。
籍著自民黨年會的召開，華人自民
黨日前也在格拉斯哥舉行了七周年生日
晚宴，艾什頓就多元文化作特別嘉賓發
言，他表示，若將世界所有偉大的宗教
和哲學都考慮在內，他們都分享同樣的
價值觀，都讚頌多元文化和人類文明。
他還在其後的談話中表示，中英關係對
自民黨乃至對整個英國都非常重要，因
為世界不再是由西方國家壟斷的世界，
而是一個多層次的世界，看中國對國際
議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他認為英國應
在大西洋關係這一優勢上繼續擴大發展
與其他區域國家的關係。
對於華人自民黨這七年的歷程，艾

什頓對華人自民黨讚賞有加，認為該黨
一直謹記著自民黨的價值觀和宗旨，尤
其是自民黨的兩大原則-民主和多元。但
他在其後的採訪中也承認，鼓勵更廣大
華人參與政治是一個曠日持久的路程，
有云「羅馬並非一日建成」，他鼓勵華人
自民黨保持現有方向，在現在的工作基
礎上繼續努力。
他亦特別提到華人自民黨的三名候
選人-李佩騰、淩家輝和勇莎拉，尤其是
勇莎拉，她說自己已經留意了她好長一
段時間，看好這位年輕女將。
華人社區發展計劃、全蘇華人婦女
協會和格拉斯哥華人婦女會的代表亦受
邀參與晚宴，次日，杜淑真親臨華人社
區發展計劃中心和格拉斯哥中文學校，
這是華人自民黨首次深入了解當地華人
社區，雙方對彼此的首次認識感覺良
好。華人社區發展中心陳麗明說，當地
華人社區對政治的參與多為低調討論，
但作為造訪社區的首個華人政黨，這無
疑有助加深雙方認識和提升好感。

越南混血議員候選人都靈
Ben是越南和英國混血兒，目前是
修咸頓大學歷史與政治系二年級學生，
他將於明年參加樸茨茅斯地方政府議員
席位的競選，因為當地是一個91%白人
居住地區，作為少數族裔的他並不打算
針對少數族裔政策，而「敲每一個門、記
下每一個人的電話」是他腳踏實地的拉票
形式。
他自信，自民黨在當地是最優組織
性的政治組織，工黨和保守黨在當地甚
至不嘗試與市民互動。
他自認自己是一個社區人，從13歲
開始幾乎每年都為當地家庭組織免費活
動，亦是當地多個慈善機構、基金會和
集會的董事會成員和合作夥伴，擁有
一個越南裔的母親，令他對理解不同觀
點時的心態更開放和更願意聆聽，這都
是他從小積累的一些政治技能，而自民
黨呼籲公平和民主，正是他所認同的理
念，因此，當決心參政時，他果斷選擇
了自民黨。

華人自民黨七周年慶祝晚宴比原定更多人參與。圖中從左二起為勇莎拉、杜淑真、
亞裔新星 Ben Dowling、華人社區發展計劃主席吳梓芳、格拉斯哥華人婦女會名譽會長
周王恩麗、華人社區發展計劃秘書陳麗明和華人社區發展計劃董事黃桂芝。

勇莎拉自今年春季大會上首次辯論後
艾什頓在華人自民黨的七周年慶祝晚宴上 再接再厲，本次秋季大會中亦作多次辯
發言。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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