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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百人
特朗普父女上榜
美國《時代》周刊昨日公佈本年度全球100位最
具影響力人物，涵蓋多位國家領袖演藝名人，而榮
登「領袖」界別封面的，並非世界強國的元首，而
是全球首富蓋茨的妻子梅琳達。為她撰寫介紹的
facebook營運總監桑德伯格形容，領袖有許多不同
種類，梅琳達願意聆聽他人意見，她與蓋茨成立的
慈善基金改善數以百萬計人士的生活，其影響力將
延續數代。

習近平普京金正恩入榜
由《時代》編輯選出的百大影響力人物榜分成5
大界別，《時代》特意邀請與上榜者有關的名人撰
寫介紹，例如現任白宮幕僚長普利巴斯的介紹，便
由奧巴馬年代的白宮幕僚長伊曼紐爾執筆。
本年度上榜領袖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俄
羅斯總統普京及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等。撰文介
紹習近平的美國前國務卿克里認為，習近平積極推
動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擔當新角色，包括在達沃斯世

界經濟論壇上發言，表達領導
全球秩序的意願，以及與美國
合作推動《巴黎協定》。入圍
「領袖」界別的中國領導人，
還有被視為打貪旗手的中紀委
書記王岐山。

藝術家

業界巨人

象徵

■愛瑪史東

■勒邦占士

■范冰冰

《時代》最具影響力 100 人(部分)
先驅(Pioneers)
■美籍華裔女演員吳恬敏
■特朗普長女伊萬卡
■伊萬卡丈夫、白宮高級顧
問庫什納

范冰冰「滴滴」總裁有份
其他入選百大的華人，包括
中國女演員范冰冰及電召車程
式「滴滴出行」總裁柳青。
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其多位幕
僚均登上「領袖」界別，除普
利巴斯外，還有白宮首席策略
師班農及防長馬蒂斯，其長女
伊萬卡及女婿庫什納則入選「先驅」界別。登上
「業界巨人」封面的是網購巨擘亞馬遜總裁貝索
斯。演藝名人方面，奧斯卡影后愛瑪史東入選「藝

■特朗普與女兒及女婿一同打
入《時代
時代》
》百人
百人。
。 資料圖片
術家」界別，奪得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的維奧拉戴維
斯，則成為「象徵」界別的封面人物。
■《時代》周刊

藝術家(Artists)
■應屆奧斯卡影后愛瑪史東
■《月亮喜歡藍》導演巴利
贊堅斯
領袖(Leaders)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
■美國總統特朗普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
■俄羅斯總統普京
業界巨人(Titans)
■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
■中國電召車公司「滴滴出
行」總裁柳青
■NBA球星勒邦占士
象徵(Icons)
■中國女演員范冰冰
■巴西球星尼馬
■美國體操名將拜爾斯
《時代》周刊

移民監增至 4 年 公民考核測價值觀

澳收緊入籍門檻 IELTS須 6 分
熱門移民國家澳洲即將提升入籍門檻，除了對申請者英語能力

■申請人在澳洲居住時間
大幅延長至 4 年 。 圖為
圖為墨
墨
爾本入籍儀式。
爾本入籍儀式
。 網上圖片

的要求提高，也要求申請人在澳洲居住時間(俗稱移民監)大幅延長
至 4 年，並證明自己能融入當地生活。總理特恩布爾認為，界定澳
洲人的並非種族、宗教或文化，而是價值觀，新措施的核心是確
保申請者認同澳洲的價值觀。

新措施實行後，申請者的英語能力
須達國際英語水平測試(IELTS)第

6 級或以上。另外，他們要證明自己已
融入當地及對社會作出貢獻，例如提供
就業證明、報稅表或子女就學證明等，
還要在澳洲居住時間由現時規定的 1
年，大幅增至4年。

申請者最多准肥佬3次
公民考核的內容也將更新，申請者
須回答一系列問題，例如「在家中向伴
侶施暴是否恰當」，以及「在甚麼情況
下可以禁止女性求學」等。另外，申請
者最多只能「肥佬」3 次，否則要待兩
年後才可再報考，而作弊會被視為不及
格。
特恩布爾昨日表示，略懂英語並不
足夠，身為澳洲公民必須有能力用英語
溝通。他指出，現時入籍程序的行政意
義較重，公民考核的問題僅觸及基本法
律及澳洲文化知識，不足以判斷申請者

是否願意接納澳洲價值觀。新考核有助
當局了解申請者的背景，分辨出宗教極
端分子，剔除可疑人物及不認同澳洲價
值的人。

疑受強硬保守派壓力
新政策須獲國會通過才生效，由於
執政聯盟在參議院並未擁有大多數議席
優勢，因此在野黨議員取態將成關鍵。
工黨黨魁肖滕認為，提高英語能力要求
合理，工黨會考慮政府的提案，但他質
疑特恩布爾是受到執政聯盟的強硬保守
派壓力下，才提高入籍要求。極右「單
一民族黨」黨魁漢森則歡迎新措施。
特恩布爾日前宣佈，政府將收緊臨
時工作簽證審批，強調「澳洲優
先」。分析認為，澳洲右翼反移民勢
力開始冒起，特恩布爾領導的中間偏
右政府支持度下滑，因此收緊移民政
策以迎合右翼選民。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澳洲人報》

華裔參議員：
考核新問題奇怪
澳洲在野工黨華裔參議員黃英賢表示，她對政府
在考核中加插有關家暴、未成年婚姻等問題感到
奇怪。由於這類行為大部分在澳洲均屬違法，
這些問題等於詢問申請者是否願意遵守法
律，然而宣誓守法已是入籍程序的一部
分。
部分網民表示支持新措施，認為唯
有熱愛澳洲文化、認同澳洲價值觀
的人，才有資格留在當地。他們批
評部分移民只會貪圖福利，好吃懶
做。亦有網民指出，要求申請者擁
有IELTS達6級或以上的英語能力水
平很合理，指現時很多連 ABC 都不懂
的人也成功入籍。此外，現時過於寬鬆的
入籍措施也不利國家安全。
持反對意見的網民則指，澳洲的多元文
化快要變成獨立文化。一名自稱「特朗
普」的網民說，「自由民主、開放包容」
將變成「民族主義、保護主義」。部分
人也擔心日漸抬頭的保護主義，會削弱
澳洲經濟的活力。
■今日悉尼網站

穆斯林團體批拉攏極右

伊斯蘭極端組織在世界各地興風作
浪，令穆斯林遭受極右排外勢力針
對。澳洲移民部長達頓強調，收緊入
籍要求並非針對穆斯林移民，當地穆
斯林團體同意達頓的說法，但批評特
恩布爾此舉只為拉攏極右選民。
澳洲伊斯蘭協會聯會(AFIC)主席
特拉德認為，新措施並非衝着某族
群而來，政府只是希望藉此爭取
「一小撮愚昧社群」支持，暗指是
反移民極右政黨「單一民族黨」的
選民。特拉德續稱，澳洲的法律已
足夠遏止犯罪，無必要修改公民考
核內容。他認為新措施根本不能為
澳洲帶來好處，呼籲官員「提高自
己的水平」。

「單一民族黨」黨魁漢森早
於 1 月已建議，提高對入籍申
請者的英語水平要求，並加強
審查他們的背景，從申請者的
犯罪記錄，到銀行存款無所不
查。她批評現時的公民考核
「愚蠢、幼稚及可笑」。漢
森昨日透過 twitter 邀 功
稱，特
恩布爾
終於肯
按照她
■特恩布爾認為
特恩布爾認為澳洲公
澳洲公
的建議行
民必須有能力用英語溝
動。
通。
路透社
■澳洲新聞網

競選宣言擬設
「三重鎖」
文翠珊迫留歐派就範
文翠
歐盟單一市場和歐洲法
院。分析認為，此舉旨
在展現英國脫歐決心，
並使黨內留歐派今後難
以阻撓脫歐進程。
輿論形容文翠珊將在
競選宣言中設置「三重
■文翠珊向黨員發表講話
文翠珊向黨員發表講話。
。美聯社
鎖」，迫使黨內留歐派
就範。消息人士透露，
英國將於 6 月 8 日舉行大選，據報首相 所有參選的保守黨成員均須簽署宣言，
文翠珊擬在保守黨競選宣言中，保證結 意味他們同意宣言內容，日後難以在下
束歐盟公民在英國自由流動，以及退出 議院阻撓脫歐協議。此外，根據《索爾

茲伯里慣例》，上議院不得反對執政黨
在競選宣言中訂明的法令，令文翠珊在
脫歐談判中免受國會掣肘。
卡梅倫任內曾立法，把國內生產總值
0.7%用作對外援助，引起不少反對聲
音，文翠珊預期會在宣言中調整援助預
算，甚至完全取消。此外，卡梅倫曾保
證退休金每年升幅，須符合工資增幅、
通脹率或 2.5%這 3 個參數中的最高一
項，有官員指這政策開支太大，故文翠
珊或趁機作出調整。
■路透社/《每日郵報》

新舊制度比較
新制度
■通過獨立英語測驗，內容涵蓋
讀、寫、聽
■以永久居民身份在澳洲住滿4年
■證明自己逐步融入澳洲社會及作
出貢獻，提供就業證明、社區組
織會員證明等
■在公民考核中加入新問題，評估
申請者是否了解並遵守澳洲共同
價值和公民責任
■假如應考者「肥佬」3 次，兩年
後才可再報考
■作弊者被視為不及格
現有制度
■對英語能力沒特定要求
■在澳洲住滿1年
■公民考核不設報考次數上限
■公民考核不會測試申請者是否願
意遵守澳洲共同價值
■作弊者不會被視為不及格
《澳洲人報》

現有公民考核問題例子
「澳新軍團日」紀念甚麼？
a. 澳洲及新西蘭聯軍在土耳其加利
波利登陸
b. 來自英國的第一批殖民抵達澳洲
c. 英國「第一艦隊」抵達悉尼灣
以下哪一項準確描述澳洲政制？
a. 國會由澳洲女王欽點組成
b. 政府由民選產生
c. 總理欽點國會議員
以下哪一項準確描述澳洲政府？
a. 政府禁制部分宗教
b. 澳洲政府奉行世俗主義
c. 宗教法律由國會通過
《澳洲人報》

「超級地球」現身 居住條件幾勝地球
科學家再發
現一顆類似地
球的行星，形
容為史上最有
機會存在外星
生命的「超級
地球」，甚至
認為它的居住
■LHS 1140
1140b
b（左）
條件幾乎比地
球更佳。科學家對這項發現感到興奮，認為在
探索外星生命上有極大幫助。
這顆名為 LHS 1140b 的行星位於宜居帶，
即溫度不會過熱或過冷，讓星球表面的水分得
已維持液態，科學家相信 LHS 1140b 還擁有
大氣層，符合孕育生命的兩大條件。
LHS 1140b 圍繞一顆紅矮星運行，兩者距

離較地球與太陽的距離短 10 倍。由於紅矮星
的溫度較低，因此 LHS 1140b 仍然位處宜居
帶。科學家認為，LHS 1140b 體積大，加上
靠近恆星，星球表面的熔岩海可能已存在數百
萬年之久，其間不斷蒸發水分，為大氣層注入
水蒸氣，補充星球上的液態水。

僅距40光年
科學家估計，LHS 1140b 的直徑長地球 1.4
倍，質量則高約 7 倍，密度明顯較高，意味它
很可能由岩石構成，並有一顆高密度的鐵質內
核，相信它至少誕生了 50 億年，年紀稍高於
地球。由於 LHS 1140b 距離地球僅 40 光年，
意味科學家發出的訊號有機會到達當地，與潛
在的外星生物通訊。
■《每日電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