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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前景难料

英国经济光鲜季报
难掩隐忧

英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8年第三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
增长0.6％，为今年以来最高季度增幅。但分析
人士普遍认为，三季度的高增长很可能是“昙花
一现”，英国经济疲软迹象已经显现。

欧盟观察人士日前预计，受“脱欧”因素影
响，今后两年内英国将成为欧盟经济增长的

“最差生”。

10月份
消费价格指数涨幅平稳

英国国家统计局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英
国10月份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4％，
涨幅与9月份持平。

该统计局通胀板块负责人说，由于原油价
格持续上涨，公用事业费用和汽油价格的上涨
抵消了食品和服装价格的下跌，消费者支付价
格继续以稳定速度上涨。

此间分析认为，脱欧进程仍将是未来影响
英国通胀走势以及货币政策方向的最大因素。
当前英镑随着脱欧谈判陷入低迷，这对英国消
费者对进口商品的支付能力产生了很大影响。

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此前预测，英国通胀
将进入下行通道，但通胀率在两年内将继续
略高于其2％的目标。

三季度
经济高增长“昙花一现”

今年一季度，英国 GDP 环比增长仅为
0.1％，二季度为0.4％。三季度0.6％的环比增
幅不仅创今年来最高季度增幅，也是近两年来
最强增幅。

然而，从月度GDP数据看，英国经济四季
度上行空间较小。英国国家统计局国民账户
负责人罗布·肯特－史密斯表示，英国经济今
年夏季增长强劲，但长期来看仍然疲弱，9月份
已出现疲软迹象，比如零售业开始放缓，国内
汽车销量下降。

“‘脱欧’不确定性、消费者和企业紧缩支
出等因素将对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活动产生
越来越大的影响。”英国商会经济研究负责人
苏伦·蒂鲁表示，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央行近期
的强硬言论可能产生不良影响，从而进一步削
弱商业及消费者信心。

英国工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阿尔佩希·
帕莱贾预测英国经济增速将放缓。10月份的经
济调查已显示增长势头转弱，虽然刚公布的财
政预算案推出了许多支持经济发展的措施，未
来经济增长仍存在重大挑战。实际薪酬增长疲
软，消费者仍需收紧支出，而“脱欧”的不确定性
已对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据新华社伦敦11月14电）

经过一年多马拉松式谈判，英国与欧盟13
日就“脱欧”协议内容达成一致。这一突破意
味着英国在“脱欧”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但英
国和欧盟对此事都比较低调。这是何缘故？

有人把英国“脱欧”比作英国与欧盟的
“离婚”，“长痛不如短痛”是许多主张脱欧者
的想法，但实际操作起来，希望中的“短痛”
却正在拖成“长痛”。且不说“离婚诉讼”已
持续一年多，就算达成了协议，也不是故事
的终结，而是新一轮拉锯战的开端。

英国方面，主导谈判的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起码要连闯三关：一是内阁关，二是党
内关，三是议会关。

英国媒体分析，眼下特雷莎·梅内阁的
部长们并非百分之百支持这一脱欧协议的
内容，英国当地时间14日中午将举行内阁
会议讨论。

特雷莎·梅所在的保守党也并非铁板一
块。“留欧派”代表、前内阁成员乔·约翰逊称，
推进该协议将让保守党的未来“处于危险境
地”，呼吁举行第二次公投。

派系林立的英国议会是最难闯的一
关。反对“脱欧”派、强硬“脱欧”派、坚决维护
北爱尔兰利益的党派各执一词。反对党工
党称该协议“对英国不利”，前外交大臣、保守
党下院议员鲍里斯·约翰逊第一时间出来反
对，称协议让英国沦为欧盟“附属国”。

目前英欧协议的具体条款没有公布，但
舆论认为，北爱尔兰的边界问题依然是新一
轮纷争的引爆点。众所周知，英国的北爱尔
兰部分与爱尔兰共和国陆地相连，当双方都
在欧盟内时，无论是贸易和人员往来都没有
障碍。但英国一旦脱欧，就要离开欧洲单一
市场和关税同盟，此处的“过关”问题成为让各
方头疼的难题。英国、爱尔兰都希望能够保
留原来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北爱尔兰本土党
派更是反对任何增加关卡“区别对待”的方案，
但欧盟从整体利益考虑，不同意“网开一面”。

新协议在英国不好过关，欧盟这边也不
轻松。

按照日程，欧盟将于本月下旬召开峰会
讨论经英国议会批准后的方案。在此之后，
协议还需各成员国议会批准认可。这都是
一道道艰难的“关口”。

英欧达成协议表明英国正朝“软脱欧”的
路径迈进，但“硬脱欧”乃至“盲脱欧”的风险依
然存在。就算是英欧双方都闯关成功，英国
也会进入对欧经济、投资和贸易往来的调整
期，诸多领域的不稳定是大概率事件。

简言之，英国脱欧的“短痛”短不了。部
分人鼓吹的脱欧“短痛”过后立即迎来英国“兴
盛”，恐怕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吧。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记者吴黎明）

国际时评

“脱欧”的
“短痛”短不了

为讨论协议内容，英国内阁定于 14
日召开特别会议；爱尔兰内阁同一天开
会；英国以外的27个欧盟成员国代表同
样当天“碰头”。

“脱欧”协议正式签署前，需要得到英
国议会和欧盟各成员国分别批准。路透
社报道，协议预期将在英国议会遭遇“最
严峻考验”。

英国与欧盟谈判过程中，特雷莎·梅在
国内持续遭遇阻力，尤其她所属保守党内
的“疑欧派”人士，指认她向欧盟妥协太多。

保守党议员、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
逊13日说，特雷莎·梅“出卖”英国，他反对
现有“脱欧”协议。另一名保守党议员雅各
布·里斯－莫格说，政府谈判立场“失败”，
协议“分裂英国”。

保守党政治盟友、北爱尔兰民主统一
党副党首奈杰尔·多兹说，看过协议文本后
才会决定如何表决，“我认为，（协议）将会

非常、非常难以推销”。民主统一党一名发
言人说，这一政党先前多次警示特雷莎·
梅，英国与欧盟“捆绑太紧”，因而以政党立
场反对协议并不意外。

另一方面，英国媒体报道，至少5名内
阁成员表明支持协议。

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外交官告诉路透
社记者，如果英国内阁批准协议，欧盟25
日可能召开特别峰会。

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12日提议，议
会下院13日就政府是否需公开“脱欧”法
律意见举行特别表决，表决结果具有约
束力。工党提出，政府提请议会审议“脱
欧”协议时，需公开英国检察总长就协议
提出的法律意见。

英国政府一般无需公布或回应收到
的法律意见，但鉴于“脱欧”对英国未来
至关重要，一些人呼吁政府以“最大透明
度”行事。

英国方面，主导谈判的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起码要连闯三关：一是内阁关，二是党
内关，三是议会关。

当地时间14日下午2时（北京时间14
日晚10时），特蕾莎·梅将在唐宁街10号征
求内阁意见。BBC时政编辑Laura Kue-
nssberg表示，许多内阁成员“持坚定的保
留意见”。

特雷莎·梅还要面临来自保守党党内
的挑战。“留欧派”代表、前内阁成员乔·约
翰逊称，推进该协议将让保守党的未来“处
于危险境地”，呼吁举行第二次公投。

英国政府还可能面对议会质疑——有
托利党成员称将反对此协议，而北爱尔兰
民主联合党也曾表达担心。

与此同时，27个欧盟成员国代表将讨论
协议草案，并决定是否就此召开紧急会议。

脱欧增加经济不确定性，英国转向亚
太？据英国媒体报道，考虑到“脱欧”前

景不明给英国经济投下较多不确定性，英
国方面将通过加强与亚太地区经贸合作
来补充增长。

特雷莎·梅12日表示，英国“脱欧”后她
的首个贸易代表团将前往亚太地区，她希望
英国与欧洲以外那些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达成
贸易协议。

英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8年第三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环比增幅达0.6%，为今年以来最高
季度增幅。但国家统计局官员坦诚，疲软
迹象已经显现，分析普遍认为三季度的高
增长很可能是“昙花一现”。

欧盟日前发布的预测称，受脱欧的负
面影响，未来两年内英国预计将成为欧盟
成员国中增长最弱的。欧盟委员会官员警
告称，即使英国脱欧顺利，英国经济也将下
滑，而无序脱欧的后果将更严重。

（据新华社伦敦11月14日电）

特雷莎·梅的办公室当天声明，英国
与欧盟已就“脱欧”协议文本草案达成一
致。据报道，协议草案约500页，确定了
未来英欧关系。英国和欧盟方面没有发
布协议内容。

据爱尔兰国家电视台报道，“欧盟和
英国的谈判代表已就如何避免爱尔兰岛
上的边界问题达成了一致，这将成为脱
欧协议的一部分”。

爱尔兰边界问题是脱欧谈判中最受关
注的问题之一。英国北爱尔兰地区与爱尔
兰共和国接壤，贸易和人员往来频繁。外
界预计，草案将避免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出
现“硬边界”，因此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仍将
英国海关看成欧盟海关的一部分。但是，
脱欧支持者称，这会使得英国贸易被迫在
未来数年内受欧盟限制。

该草案还包括脱欧后的英国公民权

益，尤其是在2019年 3月 29日英国正式
脱欧之前的过渡期，英国公民将获得何
种权益。

此外，还有所谓 390 亿英镑的“分
手费”。

《爱尔兰时报》13 日以消息人士为
来源报道，协议包含补充方案，即英国和
欧盟如果2020年 12月 31日“脱欧”过渡
期结束前没有谈妥贸易安排，允许英国
与欧盟维持“临时性”关税同盟，确保不
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设“硬边界”；
双方同意设立审查机制，以决定何时终
止补充方案。

这一方案在英国国内遭遇强烈反对。
特雷莎·梅领导的保守党内“疑欧派”人士
担忧，“临时性”关税同盟不设截止期，恐让
英国永久滞留欧盟，违背选民意愿。设立
审查机制或许能化解这种担忧。

500页协议草案说了啥？

国内有哪些阻力和施压？

欧英如何开启“闯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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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13日就“脱欧”协议
内容达成一致。舆论认为，这
是英欧“脱欧”谈判一年多来
取得的重大突破。

英国首相府新闻官罗布·
麦克弗森告诉新华社记者，英
欧双方经过艰苦谈判最终达
成一份“脱欧”协议，但目前协
议内容尚未对外公布。英国
首相特雷莎·梅13日说，就英
国脱离欧洲联盟达成了初步
协议；英国内阁定于次日召开
特别会议，讨论协议内容。

欧盟委员会建议：

脱欧后英公民
仍可免签入境欧盟

据《欧洲时报》报道，当地时间
13日，欧盟委员会称英国脱欧后，英
国公民仍可以免签进入欧盟国家，并
短期停留。

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会议上，
欧盟委员会建议将英国列入免签证
名单。这项政策将取决于英国是否
继续为欧盟国家公民提供互惠的免
签证待遇。

欧盟委员会表示已经向欧盟立法
机构提议，允许英国公民在欧盟短期
停留而且不需要签证。这意味着在
180天的免签期内，英国公民可以在
申根签证地区停留90天。报道称该
提议仍需成员国同意确认，但通过的
可能性很大。

据报道，这项提议完全取决于英
国是否同样为所有欧盟成员国提供
相应的签证互惠政策。此前，英国政
府已经宣布，到英国旅游和商业目的
的短期停留，欧盟27个成员国公民
不需要提供签证。欧盟规定，在英国
脱欧后，前往欧盟旅行的非欧盟国家
公民的相关规定，如边境管制等，将
适用于英国公民。

目前整个申根签证地区的签证
政策是一致的。欧盟的免签政策涵
盖了22个申根签证国家和4个与申
根签证相关国家，包括冰岛、列支敦
士登、挪威和瑞士。这项政策也适用
于不在申根签证范围内但与之协调
的国家，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
罗地亚和塞浦路斯。

据报道，欧盟出于安全问题考虑，
正在计划推出一个签证体系，规定在
欧盟之外，即使是免签国家，也必须提
前申请电子旅行许可。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建议还称，英
国驾照持有者在欧盟开车时可能需
要一张“绿卡”，并且需要提前检查所
在国家是否需要国际许可。此外，英
国公民将不能使用欧盟健康保险卡
相关的互惠医疗权利，英国游客应该
购买私人保险。
(消息来源：中国新闻网11月14日电)

A

B

C

就英国与欧盟13日达成“脱欧”协议，欧
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
议会上作发言。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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