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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对朝政策
特朗普联络亚洲盟友

美国白宫官员证实，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4月29日、30日先后给菲律宾总
统、泰国总理和新加坡总理打电话，谈
及朝鲜半岛局势，并邀请这3人访美。

白宫办公厅主任赖因斯·普里伯
斯说，上述通话主要是为了确保美国
在亚洲地区的盟友在对待朝鲜问题上
与美国保持一致。

4月29日晚，特朗普与菲律宾总统
罗德里戈·杜特尔特通电话。

按白宫的说法，特朗普在通话中
邀请杜特尔特访美，双方“就美菲同盟
重要性展开讨论。目前，这一同盟关系
正向非常积极的方向发展”。

菲律宾政府4月30日说，两国元首
会谈“热情”。特朗普承诺美方致力于
发展两国同盟关系，双方还谈及朝鲜
半岛紧张局势。

4月29日与特朗普通话前几小时，
杜特尔特告诉媒体记者，他会劝说特朗
普避免促使朝鲜半岛出现战事，因为那
会给整个地区带来灾难性影响，“我会
这样说，‘总统先生’，请务必别发生战
事，因为我所在的地区将会遭殃”。

4月30日，特朗普又分别致电泰国
总理和新加坡总理，同样谈及朝鲜半
岛局势。

西方媒体报道，特朗普此番联络
美国在亚洲盟友也是挺住了一些国内
反对声音。不过，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
伯斯4月30日在做客美国广播公司《本
周》栏目时强调，目前美国外交政策的
头等大事是朝核问题。

“我们需要与这一地区尽可能多
的伙伴合作，从而确保大家保持一
致，”他说，“这样一来，一旦朝鲜发生
什么事，我们便可让各方都支持一份
行动计划，这需要地区伙伴共同出力
……我们必须意见统一。”

尚不清楚美国政府此番联络盟友
是否意味着美方即将对朝鲜采取进一
步行动，但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国
际法专家延斯·戴维·奥林分析，美方
最新举措或许仅仅为了尽可能多地争
取地区国家支持，从而就朝核问题达
成一致。奥林说：“现在唯一可行方案
是，利用多边力量，而非单挑。”

前美国财政部制裁专家亚当·M.史
密斯说，处理伊朗核问题的经验是，越多
国家参与施压，其效果越显著。“我认为，
多边努力是一个好开端。” （新华社）

韩国定于5月9日举行总统选
举。随着选举日期进入倒计时，组织
方4月30日开始印刷选票。由于参选
者人数多达15名，这次的选票长度
也创下新纪录，被称为韩国“史上最
长选票”。

创纪录
选票长度28.5厘米

韩国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
据显示，共有15名候选人参加本届
总统选举，平了2007年创下的参选
人数最高纪录。其中，两名非主要候
选人已经宣布退出选举，但他们的

名字仍将出现在选票上，旁边标注
“已退选”。

根据韩国国家选举委员会的说
法，这次的选票长度为28.5厘米，创
下新纪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这次选举的“战场”相当拥挤。

参选者中，5人被视为主要候选
人，包括共同民主党文在寅、国民之
党安哲秀、自由韩国党洪准杓、正党
刘承旼以及正义党沈相奵。

韩国国家选举委员会4月30日表
示，虽然正式投票日期要等到5月9日，
但船上投票定于5月1日至4日进行。

船上投票对象指正在或即将乘

坐韩国船舶的选民，或是乘坐外国
船舶、船长为韩国籍的选民。符合条
件者经申报批准后，可在船上投票。
本次船上投票共涉及568艘船只，预
计将有约4900人参加。

再添变数？
大量“摇摆选民”仍观望

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4月30
日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热门
候选人文在寅支持率为42.6%，而他
的主要竞争对手安哲秀支持率小幅
下滑至20.9%。文在寅的支持率已经
比安哲秀的两倍还要高。

这项民调结果同时显示，保守派
候选人洪准杓支持率比上周上涨了
3.7个百分点，达16.7%，排名第三位。

虽然文在寅“一马当先”的势头
已经明朗，但韩国政界观察人士仍
对选举结果表态谨慎。一方面，还有
大量“摇摆选民”尚未拿定主意，可
能影响选举结果。另一方面，如果保
守派阵营联合甚至与中间派联手，
或将与文在寅抗衡。

在选战进入倒计时的关键时
刻，安哲秀4月30日得到一个好消
息。他得到有“领袖推手”之称的金
钟仁支持，后者同意在安哲秀胜选

后帮助其组建联合政府。金钟仁曾
在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党担任代
理党首，后宣布退党。

当被问及安哲秀是否可能与
保守派阵营两名候选人洪准杓和
刘承旼组建“反文联盟”时，金钟仁
回答：“政治是一种艺术，充满各种
可能性。”

不过，安哲秀本人似乎并不愿
与洪准杓联手，甚至根本不把后者
当成竞争对手。安哲秀说：“我早就
要求他主动退出选举。”

洪准杓也对与安哲秀联手表示
“没兴趣”。 （新华社）

日本派遣“准航母”
为美军补给舰护航

被外界视为“准航母”的日本海上
自卫队“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1日从
驻日美军基地出港，开始执行对美国
海军补给舰的护航任务。

据日媒报道，1日上午，“出云”号从位
于神奈川县的横须贺美军基地出港，同日
下午在房总半岛附近海域与美军补给舰
汇合，开始执行为期2天的护航任务。

日媒报道说，这艘美军补给舰的
补给对象可能包括在朝鲜半岛东部海
域与韩国海军举行联合训练的美国

“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这也是日
本新安保法实施后，日本自卫队首次
执行护航美国军舰的任务。（新华社）

朝鲜称半岛目前局势
为50年来最严重

据朝中社1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发
言人当天发表谈话，称目前的半岛局
势是50年来最严重的。

发言人说，美韩今年进行了史上最
大规模的“关键决断”和“秃鹫”联合军
演，投入30多万兵力和各种核战略武器，
表露出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的企图，甚
至让“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改变航
线，将其紧急调入朝鲜半岛水域。

发言人还表示，朝鲜将继续坚持
拥有核武力政策，这样美国才不能把
它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无所顾忌地
用在朝鲜身上。 （新华社）

1个月内4国

收紧
移民政策

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研
究员费晟分析指出，“总体来说，不
仅是澳大利亚，多国的移民签证申

请都会呈逐渐收紧趋势，制度会更
加规范，程序也会逐渐增加。相应
地，移民接收门槛也会越来越高。”

“一面是悄然滋生的就业保护主
义，一面是金融危机阴影笼罩下的就
业机会总量减少。移民国家慷慨发放
绿卡的时代已宣告结束，接下来，全
球都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也许每
个人都需要寻找新的方向。”

根据澳大利亚入境事务所公
布的数据，457签证持有者中印度
人占近25%、英国人占19.5%，第三
位是中国人，占5.8%。“取消457签
证，肯定会对想要通过临时技术移
民的华人产生不小影响。”移民澳
大利亚的华人潘先生说，“可通过

457签证进行移民的职业被大幅削
减，会对移民造成一定困难。”

“这样看来，通过457签证进行
移民需要更多程序和考察过程，会
比以前麻烦得多。”澳大利亚的华
人王燕女士表示，按照目前的变化
来看，澳大利亚之后应该还会有相
关政策出台，逐渐增加移民难度。

已在新西兰工作多年的郭
先 生 表 示 ，新 政 无 疑 是 利 好 消
息，“无论是年龄还是工龄，自己
是比较占优势。”而留学生忧虑
的声音比较多，王同学说：“移民

政策越来越严格，毕业后还是要
看找工作的情况，毕竟现在好工
作不好找。”

美国H-1B的每次变动犹如一
场风暴涌向中国留学生，有的同学
已放弃H-1B抽签机会，准备毕业
后继续深造或回国。即将在美国大
学毕业的小刘表示，不管特朗普政
策松或紧，都不会参加H-1B抽签，
这个概率不高的买彩票，耗时耗力
耗钱，还未必中奖，特别是每次谈
到H-1B时，老板就趁机剥削工资。

（综合人民日报、法制晚报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不久签署的
行政命令，主要是拿H-1B签证项目

“开刀”，并要求联邦政府部门对申
请中存在的欺诈和滥用提出修改意
见，确保工作签证发放给那些符合
条件的高技能、高收入外籍人才。

H-1B签证是美国面向高技术
外籍人才发放的签证，也是美国最

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采取抽签制
度发放，最初目的是满足国内企业
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目前美国每
年共发放约8.5万份H-1B签证。

此外，美国移民局还在一月份
提出修改EB-5投资移民签证计划
草案，将TEA（TEA也称目标就业
区，TEA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人口低

于两万的偏远地区；失业率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的1.5倍。是区域中心里
最低投资50万美元的地方，直接或
间接创造十个就业机会即可）及其
他地区的EB-5签证最低投资门槛
金额，分别提高到135万美元及180
万美元，并且每5年依通货膨胀调整
一次。

美国·提门槛
拿H-1B签证项目“开刀”确保发给高技能外籍人才

新西兰移民部长迈克尔·伍德豪
斯日前宣布，新西兰将提高对移民申
请者的要求，以保障新西兰人的就业
机会，并吸引更优质的技术移民。

报道称，新西兰在去年10月公
布的技术移民打分政策中，把140分
提高到160分。此次改革后，打分系

统将重新整合，工作经验、学历（硕
士、博士）以及年龄（30~39岁）都会
增加分数，以此更好地满足吸收优
质移民的目标。

其中，工资水平将是技能工作
加分的一个重要标准，申请永久居
民权的“技能工作”要求达到每年

48859纽币（约合23.1万元人民币），
“非技能工作”的申请人年薪若达到
73299纽币（约合34.7万元人民币），
也可申请永久居民。年薪超过97718
纽币（约合46.2万元人民币），或者时
薪35.24纽币（约合167元人民币）的
申请人可获得额外加分。

新西兰·打分制
打分系统将重新整合 学历及工资都是加分项

德国近日通过一项新的移民法
案，即“打分制”。相较现在宽松的

“欧盟蓝卡”政策而言，“打分制”无
疑是对移民政策的收紧。打分制不

仅对申请人的年龄、学历、工作经
验、语言水平、融入能力均有要求；
还将对所有申请人据分数进行排
名，并根据国家需求进行排队候选；

此前可以在欧盟内自由流通的欧盟
人才，也需要通过打分才能进入德
国，非欧盟移民5年内或将不能享受
某些社会福利。

德国·与新西兰相似
“打分制”移民政策 还将对所有申请人据分数排名

“战场”拥挤 韩国印“史上最长选票”
大选倒计时！

近一个月来，澳大利亚、美国、新西
兰以及德国集中收紧移民政策。

据外媒报道，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废除
457临时工作签证的工作近日正在进行
中，而新引入的两项临时签证项目将削减
职业列表中数百个经批准的技术职业种
类。同一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
行政命令，要求联邦部门紧缩临时工作签
证，确保只有外国高级专业人才，才能获
得这一签证在美国工作。

而就在澳大利亚颁布限制移民措施
后第二天，新西兰移民局发布消息称，技
术移民类别的签证做出一定的修改，基
本改革方向是对提高申请人的工资提出
要求，调整打分系统。

英国《卫报》认为，澳大利亚收紧移
民的举措也是抑制全球移民趋势的一部
分。英国移民局内政事务署注册高级移
民律师、彼得森律师行创办人刘鹏接受
采访时表示，英国的移民政策整体来说
也是收紧的。而英国这次大选看样子将
会给移民政策带来更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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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人的影响
放弃H-1B抽签
“概率不高的买彩票”

457临时工作签证（简称457签证）
是指某企业雇用外国人在澳大利亚临
时工作所使用的签证类别。457签证有
效期最长可达4年，到期可续签。

报道称，在允许海外劳工在澳
工作4年的457签证被废除后，两项
新签证将取代其原有功能。这两项
签证可分别允许海外劳工在澳工作
2年和4年。这一包含两项签证的新
临时技术签证（TSS）计划将在2018
年3月正式落实。关于本次技术劳工
签证改革的具体内容将逐渐浮出水
面。457签证原有的651个符合资格

的职业种类将被削减至435个，这也
意味着申请216种职业的海外劳工
将不能赴澳大利亚。

同时，在剩下的435种职业中，有
268种职业能申请2年签证，仅有167种
职业能申请4年签证。对此，有担忧指
出，这些职业完全是随机选择的。

澳大利亚政府此前表示，进行签
证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保障
澳大利亚人的就业。然而，在被删减
的职业中还包含了考古学家、历史学
家和歌手这些被评论家称为澳大利
亚人几乎不愿从事的工作，还包括IT

及工程专业里的高技术工作。
澳大利亚457签证近日被宣布

废除，此前已有预兆。在2016年11
月，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大刀阔斧对
457签证进行改革，将457签证持有
者在澳大利亚找工作的最长期限由
之前的90天缩短至60天。457签证持
有者在辞去前一份工作后，需在60
天内找到新工作，否则需重新申请
工作签证。此外，457签证持有者的
权限也被收窄，他们仅被允许为具
备相关资质的雇主工作，而且没有
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

制图 李开红

澳大利亚·废除
216种职业的海外劳工 将不能前往

菲律宾总统参观中国军舰

当地时间 1 日下午，菲律宾总统
杜特尔特率菲政府和军队官员，登上
正在菲律宾达沃市进行友好访问的中
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长春舰参观。

15时30分，杜特尔特在总统特别
助理克里斯托弗·吴、国防部长德尔芬·
洛伦萨纳、总参谋长爱德华多·阿尼奥
上将等政府和军队高层官员的陪同下，
抵达编队停靠的达沃港，中国海军政治
委员苗华上将、中国驻菲大使赵鉴华、
编队指挥员沈浩少将、政治委员徐平大
校等在码头迎接。

长春舰悬挂中菲两国国旗、满旗，
仪仗队和舰员分区列队，军乐队奏中
菲两国国歌，为杜特尔特登舰举行了
隆重的欢迎仪式。杜特尔特登舰后检
阅了中国海军舰艇仪仗队。

在长春舰机库，杜特尔特签名留
言。杜特尔特说，我很感谢中国政府
派军舰来菲律宾访问。我见过很多国
家的舰艇，现在我见到了中国海军的
舰艇，这是最好的一艘军舰，非常安
全、整洁、漂亮，我对中国海军官兵的
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希望中国军舰以
后有机会再来访问。菲中两国海军可
以开展联合军演，我们很期待也很荣
幸能以友谊的名义与你们一起在海
上驰骋。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