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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今大選 小黨謀「造王」
澳洲國會大選今日舉行，選前民調顯示執政自由
黨及在野工黨支持率不相伯仲，差距在 2 個百分點

■ Paul Tighe 表示
表示，
，
在港澳洲選民的投票
對選情有一定影響
力。
李鍾洲 攝

之內，代表無政黨能在 150 席眾議院取得大多數，
參議院也可能出現議席分散局面，誕生懸峙國會的
機會很高，綠黨等小政黨有機會成為造王者。領導
自由黨的總理特恩布爾警告，若自由黨無法取得國
會大多數並通過重要改革，澳洲經濟將陷入混亂。

特恩布爾前日表示，小政黨與中
間偏左的工黨一旦聯合執政，

將無法解決礦業出口下跌造成的經濟
問題，也無法削減長期財赤，強調
「現在不是作出『抗議投票』的適當
時機，應將你手中一票視為決定下任
政府的關鍵」。他重申，澳洲需要強
大的大多數政府及清晰的經濟規劃，
只有自由黨執政方能達到。
工黨黨魁索頓批評，自由黨及綠黨
支持接收難民，導致極右反移民、反
穆斯林政黨「單一民族黨」黨興起，
指若「單一民族黨」進入國會，自由
黨及綠黨須負全責。

主流報章撐總理

認同澳洲最需要政局穩定。《悉尼先
驅晨報》說，在特恩布爾領導的經濟
改革政府，與被反對改革的工會勢力
控制的工黨政府之間，「我們會支持
特恩布爾」。分析指，特恩布爾持續
攻擊小政黨，或令選民反感，更傾向
背棄大黨。部分選民也認為獨立候選
人有能力阻止國會通過激進法案，例
如企業稅或同性婚姻合法化等。
澳洲規定所有合資格選民必須投
票，因此從偏遠小鎮，到英國倫敦、
蒙古烏蘭巴托等海外城市，甚至遠至
南極，澳洲政府均設立票站讓選民投
票，約 220 萬張海外選票已於上周運
抵澳洲。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澳洲主流報章傾向支持特恩布爾，

澳總領事︰在港選民踴躍投票

兩大黨民望相若 或誕懸峙國會

)昨日在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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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路透社
街頭與市民自

眼見英脫歐亂局 澳人冀穩定
英國公投決定脫歐轟動全球，有澳洲選民稱，英國的情況令他們擔心前
景，希望在全球經濟不穩情況下，國家能保持穩定，執政自由黨提出的
「就業與增長」政綱自然有利。總理特恩布爾亦利用選民求穩心態，強調
澳洲需要一個強力、穩定的領袖，領導大多數政府。他呼籲選民投票給自
由黨，避免「旋轉門式」換總理情況再度出現。
在野工黨黨魁索頓反駁稱，正因英國首相卡梅倫領導力不足，保守黨內
部分裂，才令他成為黨內右翼勢力的人質，「情景似曾相識」，暗諷特恩
布爾逼宮，令前總理阿博特下台。索頓
指，工黨致力改善醫療及教育制度，鼓
勵使用更多可再生能源，以及實行更公
平稅制，才是讓勞工階層享有更高生活
水平的方法，令社會凝聚力更強，避免
英國內部分裂的情況在澳洲發生。
■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

■南極亦設有票站，當地的澳洲科
研人員在冰天雪地下投票。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鍾洲） 在灣仔的澳洲駐港
總領事館上周一開始，開放館內投票站，讓香港和澳
門地區的澳洲選民投票。本報記者早前在領館訪問澳
洲總領事 Paul Tighe，他形容投票氣氛良好，票站運
作的首四天已有逾1,000人投票，在選舉當天會有更多
選民前來。他指在上兩屆大選，合共有 8,000 至 1 萬名
選民參與投票，估計今次總人數相若。
香港和澳門的澳洲選民數目是澳境外第二大的地
區，Tighe指出，他們來自澳洲全國各地選區，因此對
大選選情帶來一定影響。Tighe續稱，在港澳洲人十分
關注大選，包括政黨政策主張和爭論的議題，尤其是
經濟和稅收政策，以及澳洲未來與中國內地和香港的
交流合作。談及澳洲與香港的關係，Tighe指雙方已有
緊密經貿聯繫，香港是重要的貿易夥伴和投資來源
地，澳洲也有很多企業進駐香港，而且香港擁有自由
開放的市場，因此，維護國際貿易體系和資本自由流
動符合雙方共同利益。

港移民撐自由黨「不亂派糖」

移民澳洲二、三十年的鍾太在香港投票，她在票站
外受訪時表示，沒特別留意參選的政治人物，主要關
注政黨立場。她透露自己把選票投給執政自由黨，因
為自由黨更傾向採取市場經濟政策，不會亂「派
糖」。鍾太坦言不喜歡政府大手發放社會福利，「始
終是多勞多得嘛」。

■澳洲駐港總領館開
設票站。
設票站
。 李鍾洲 攝

15 年減 400 萬平方公里

臭氧層破洞萎縮
地球有救
2000 年到
研究發現，從
去年 9 月間，南極臭氧
層破洞的面積減少了 400 萬
平方公里，相當於印度面
積。研究員利用氣象氣球、
衛星及電腦模型，分析臭氧
層厚度。帶領研究的麻省理
工大氣化學家所羅門形容是
「很大的驚喜」，沒想到臭
氧層會這麼快便修復。

曾幾何時，南極上
空的臭氧層破洞被視
為地球環境危機的象
徵，但美國科學家最
新研究發現，首次有
確實證據證明南極臭
氧層的破洞，已經開
始萎縮，對整個地球
環境而言是好消息。

氯持續減少，CFCs是曾經應
用於乾洗、雪櫃、髮膠和其
他噴霧產品的化學物質。自
從發現 CFCs 會導致臭氧層
變得稀薄後，國際社會立即
於 1987 年簽署《蒙特利爾公
約》，禁止使用CFCs。
所羅門表示，包括印度和
中國等國自 2000 年起禁止使
用CFCs，但大氣內仍然殘留
很多氯，這些氯的生命周期
為 50 至 100 年，因此估計臭
氧層要到 2050 年至 2060 年
左右才會完全修復。
■英國廣播公司/法新社

5 年飛 27 億公里
「朱諾
朱諾」
」
號後日抵木星
■木星北極出
美國太空總署(NASA)無
現罕見極光。
現罕見極光
。
人木星探測船「朱諾」號，
法新社
自 2011 年 8 月發射後，經
過長達 5 年的 27 億公里
旅程，預料在後日抵達木
星。就在「朱諾」號抵
達前，哈勃太空望遠鏡
觀察到木星北極出現罕
見的極光現象，有天文
學家形容，這就像木星
「放煙花」歡迎「朱諾」
的到來。
「朱諾」號進入木星軌
道後，將以無線電通知地
球，訊號預計於美國東岸時間
7 月 4 日晚 11 時 53 分(香港時間 5
日 上 午 11 時 53 分) 送 抵 地 球 。
「朱諾」號是藉由地球重力助推，
經內太陽系繞行前往木星，有別於以往太空探測船使用核能，「朱諾」
號採用太陽能，它的3片巨型太陽能發電板在旅程大部分時間，都是面
對太陽方向。
「朱諾」號設有特別輻射防護功能，因此最近能飛到距木星
大氣層4,667公里處，近距離觀察木星。
■《獨立報》/《泰晤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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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貓館長」
遭趕
泰串字賽高手不懂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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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個國家公園。為了這項創舉，奈 一一
美國得州懷特塞爾特
全球最大Scrabble比賽泰王盃前日起一連四日舉行，泰國以
■
布勞澤
頓將自己在洛杉磯的單位賣掉，今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至全球各地6,000名串字高手雲集，爭奪冠軍寶座。目前全球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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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一座公共圖書館，6年
年以來大部分時間只住在汽車旅
前收養小貓布勞澤，牠
行第3的31歲電腦工程師哥蒙，被視為奪冠熱門之一，不過與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很多泰國Scrabble高手一樣，哥蒙雖自稱能串出字典中超過9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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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並用贊助商送的車代步，但他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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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見人愛，旋即成為館
非常享受這旅程。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生字，卻不知道它們的意思，他本人連簡單英語對答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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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吉祥物。但懷特塞爾
奈頓的國家公園之旅被製成特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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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門市議會上月卻突然
哥蒙平均每日花半小時記誦生字，他用泰文受訪時說：「先
輯，每兩星期在《周日早晨》環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由簡單的開始，再到較長的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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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比1通過，禁止布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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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播放，本周日的節目將介紹大蕭 一一
澤繼續住在圖書館，並
泰國首間Scrabble協會於1980年創立，自此這款遊戲迅即風
條期間聯邦政府如何改善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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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靡全國，不少學校也用來教授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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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令牠在30天內遷出。事件引起市民不滿，近千人聯署要求推
環境。除了阿拉斯加、夏威夷、維
翻決定。
爾京群島和美屬薩摩亞等地外，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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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美國全國Scrabble協會前總監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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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議員克萊門茨以「市政府及公共設施不應養寵物」為由，
斯表示，泰國選手的成功證明了
頓大部分時間都是自己開車前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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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布勞澤遷走。市長懷特批評，早前一名市政府職員被禁止
本質是數學遊戲，「就像
的地。幾個月來他攀山下海，包括 一一
一一
在市議會大樓帶貓上班，個別市議員於是藉趕走布勞澤報復。
啤牌一樣，這遊戲的重點是或然
在佛羅里達州基比斯坎灣拍攝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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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率，以及如何管理你手上的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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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市議會有機會在12日的會議上，重新考慮決定。發動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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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為令節目更精彩，他不會報道 一一
署的前市議員普賴斯則表示，會在11月的市議員選舉中加入投
牌，即使不懂詞義也不是問
遊客中心可取得的資料，反而會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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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由市民決定布勞澤應否遷走。
■法新社
索公園背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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