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貿易關係：新貿易關係談判可能持續7年，達成
協議前，英國將按世貿規則與歐盟進行貿易，歐盟
與53個國家簽訂的貿易協定不適用於英國，並可對
英國實施進口關稅等貿易壁壘。

歐盟預算：正式脫歐後，英國每年省回85億英鎊
(約901.8億港元)「會費」，部分可用於國民保健服
務，但英國農民將無法直接從歐盟獲得資助。

移民：可減少歐盟移民進入英國，但須處理現時約
220萬名身處英國的歐盟工人待遇問題。另外，若
英國對他們採取針對性措施，現時身處歐盟的200
萬英國公民或會遭報復。

■英國廣播公司

英國特殊地位取消：卡梅倫2月與歐盟達成協議，
若英國留歐可獲特殊地位，即使身處歐元區外亦不
會被歐盟歧視，有助維護倫敦作為歐洲最大金融中
心的地位；英國則承諾不會阻礙歐元區進一步整
合。但英國脫歐後，若想進入歐洲單一市場，不可
能再獲優待。

脫歐程序：梅倫將引用《里斯本條約》第50條，
正式啟動為期2年的脫歐程序，並須得到另外27個
歐盟國家同意。程序包括處理約8萬頁規範英國和
歐盟關係的法律條文，資產分拆和歐盟預算，亦須
處理英國人在歐盟國家權利及歐盟成員國公民在英
國權利等問題，有關協議須得到大部分歐盟國家、
歐洲議會和英國國會同意，過程漫長且複雜。

英脫歐後5大挑戰

英國脫歐公投結束，脫歐派出人意料以近4個
百分點勝出。消息傳出後，包括港股在內的全
球金融市場激烈震盪，但英國脫歐的負面影響
遠未浮現，可能觸發波及全球的政經連鎖反
應，對世界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帶來的衝擊幅
度尚有待觀察。香港需要吸取英國脫歐公投的
教訓，高度警惕激進勢力炒作議題，凡事政治
化，港人更要抵制對立抗爭，走促和諧、謀發
展的正軌。

英國脫歐公投揭曉，得出全球大多數國家都不
想見到的結果，即時引發全球金融市場混亂，英
鎊匯價及環球股市應聲急挫，德英法三大股市指
數均下跌近1成，日股跌近 8% ，港股一度急挫
1,200點。英國、日本、瑞士多國央行立即啟動危
機處理模式，宣佈必要時採取措拖，防止流動性
崩潰。韓國、印度、丹麥和新加坡等國更盛傳或
已出手干預匯市，務求穩定市場。英國脫歐，意
味其放棄歐盟擁有5億人口的大市場，英國經濟
短期內受到衝擊在所難免。脫歐令英國和歐盟面
臨天翻地覆的政治及經濟大變，有輿論認為，災
難才剛剛開始。

首先，英國脫歐公投結果一出，首相卡梅倫已
發表辭職的聲明。誰人接班、會否導致政黨更
替，英國政治不明朗因素驟增。雖然英國過半民
眾支持脫歐，但作為聯合王國組成部分的蘇格蘭
和北愛爾蘭大多數選民卻支持留歐，脫歐可能引
發蘇格蘭、北愛爾蘭公投「脫英」。一旦蘇格
蘭、北愛爾蘭退出英國，「日不落帝國」的英國
勢必淪為蕞爾小國。

其次，也是更令人擔憂的，英國脫歐的骨牌效
應可能在歐洲遍地開花，荷蘭、瑞典、捷克等國

家的民眾可能要求仿傚英國，舉行脫歐公投，結
果難以預測。英國及歐盟的政局動向不明，甚至
分崩離析，勢必令環球金融市場的不明朗因素大
增，為投機者製造炒賣的良機。國際大鱷索羅斯
已高調揚言，英鎊匯價會因而急瀉兩成，英國家
庭每年收入將減少3,000至5,000英鎊，短期勢必
引發環球金融市場動盪。歐洲經濟本身已疲不能
興，復甦艱難，剛剛稍為喘定，如今英國脫歐對
英國和歐盟是兩敗俱傷，有分析指出，其可能造
成的金融、經濟震盪，「強度相當於歐債危
機」。

脫歐公投對英國造成的衝擊絕非一次性，當中
所出現的泛政治化問題，撕裂社會，造成極為深
遠的負面影響，惡果將逐漸浮現。有支持留歐的
女議員遭一名極端的脫歐者襲擊致死，可見英國
泛政治化已到了何等嚴重程度。

當前香港的社會對立情況，與英國何其相似。
反對派千方百計將所有議題泛政治化，立法會拉
布無日無之，有利經濟民生的政策和建設一再被
狙擊，就連內地遊客也成驅趕的目標。有政客不
斷操弄「本土」、「公投」等議題，挑戰法治，
損害香港和內地的良好關係，更肆意抹黑中央及
特區政府破壞「一國兩制」。

當一個社會凡事政治化，這個社會不可能有健
康的發展空間。反對派事事政治化，製造社會對
抗，撈取政治利益，但代價卻是令香港淪為一個
政治化城市，其他發展停滯不前。英國脫歐公投
的負面影響將逐步浮現，代價日益明顯，香港要
嚴防重蹈泛政治化的覆轍，制止少數激進政客唆
擺作出一些不計後果的決定，香港何去何從，港
人必須作出理智的抉擇。

英國脫歐後果難料 港須警惕激進政治
九龍灣迷你倉四級大火經過 3 日 3 夜的撲

救，昨晚終受控制。消防員多個工會昨日召開
記者會，發言人表示此次大火的火場為香港有
史以來最困難的火場之一，目前坊間圍繞救火
工作存在許多不盡不實的揣測，這對前線消防
員有負面影響及不公平。救火搶險是十分專業
而又高危的工作，兩位消防員在救火中不幸殉
職，市民悲痛惋惜，這是任何人都不想見到
的。現在不是對救火工作評頭論足的時候，更
不需要所謂「專家」的指指點點，全社會應該
對奮戰在前線的消防員及指揮者充分理解、尊
重和信任，以免影響士氣。待災難結束後，政
府應馬上組織專家、前線消防員及有關人士全
面檢討、總結教訓、切實補救，提升對市民財
產、消防員生命安全的保障。

此次長命火奪去兩位消防員生命，坊間對
救火手法議論紛紛，就防護式救火法和進攻
式救火法發出諸多質疑。一些所謂「專家」
甚至認為，指揮失當是導致兩位消防員犧牲
的主要原因。此次火災，消防處出動 40 輛消
防車及數百名消防員前往火場救援，大火燒
了數日仍未救熄，這與火場環境和內部結構
複雜和特殊有關，絕非常人可以想像。迷你
倉分佈了大大小小的鐵皮倉達數百個之多，
每一個倉內所儲存的物品十分龐雜，迷你倉
通道甚為狹窄，縱橫交錯猶如迷宮，火場溫
度高達攝氏數百度，大大增加了消防員的救
火難度和危險。

面對如此特殊的火場環境，消防所遭遇的挑
戰和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消防員冒着生命危
險，逐層樓、逐個倉爆破打開，才能有效撲

火。若然因為證實迷你倉無人而採取防護式救
火，任由大火燒通頂，火勢肯定更加難以控
制，對周邊居民造成更大威脅。恐怕到時又有
聲音抨擊消防員貪生怕死，不為市民安危着
想。

救火搶險是十分專業的工作，即使是擁有專
業知識、經驗豐富的指揮官，要在瞬息萬變的
危局下迅速作出決定，也非易事。這就像戰場
上的指揮員，面對強敵和複雜戰場環境，必須
當機立斷，來不得半點猶豫，有時候，付出鮮
血和生命代價在所難免。作為旁觀者和外行
人，輕率對救援策略和決定妄下結論，引發不
必要的爭論，只會增加消防員的心理負擔，不
利鼓舞士氣，是不負責任的言行。目前，消防
員最需要的，是全社會的信任、尊重和支持，
而非無端的質疑或指摘，以免影響消防員上下
一心，專心致志地投入救火工作。

消防員不僅是香港的驕傲，他們不畏危險的
大無畏犧牲精神，更為香港紀律部隊贏得了全
社會的廣泛讚揚，理應受到充分肯定和尊重。
此次救火行動中消防員夙夜匪懈，捨生忘死，
保護市民生命和財產，顯示他們是實至名歸的
英雄，是和平年代的赴湯蹈火的勇士、戰士。
有災害就難免有傷亡，消防員犧牲，一個也嫌
多。待救災工作告一段落，政府必須圍繞此次
救火工作，展開全面總結和檢討，尤其針對兩
位殉職英雄犧牲的原因，研究究竟是裝備不
足、還是策略存在問題，更重要的是以後如何
防範，將消防員的傷亡減至最低，這既是對消
防英魂的告慰，也是回應大眾疑問的最好做
法。

請勿無謂揣測 相信專業能力

英國選民前日在公投通過脫離歐盟，意味英國

將啟動脫歐程序。當英國正式向歐洲理事會要求

退出歐盟，程序便啟動，在未來2年的限期內，

與歐盟其餘27個成員國家就貿易及移民等問題

達成新協議，否則在2年後脫歐之時，便隨時要

承受貨物被徵收重關稅等惡果。

脫歐須引用《里斯本條約》第50條，英國政府首先要知
會歐洲理事會，然後便需與歐盟成員國就「分家」展

開談判，確立在外交、關稅及貿易條約等的新關係。當所有
國家均同意新協議後，新協議內容便會交由歐洲議會及歐盟
委員會投票。歐洲議會方面，需在748個成員中取得過半數支
持才獲通過，但未知英國的73名成員能否投票；而歐盟委員
會方面，英國以外的27個成員國代表，需有20人支持才獲通
過。當2年期限一到，無論是否與其他國家達成協議，英國都
會正式離開歐盟，除非歐洲理事會一致通過延長期限。

歐盟促勿拖：愈早脫愈好
分析認為，由於歐盟成員國不會輕易向英國作出讓步，英
國面對的談判過程將非常艱巨。何時引用《里斯本條約》第
50條啟動脫歐程序，完全由英國政府決定。基於卡梅倫宣佈
辭職，保守黨會待選出新黨魁，還是在提前大選後，甚至是
卡梅倫信守承諾，於公投結果出爐後立即啟動脫歐程序，仍
屬未知之數。
不過有歐盟高層表明英國啟動脫歐程序「愈早愈好」，
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昨日表示，歐盟律師正研究是否可以
加快啟動第50條，又揚言脫歐並非英國單方面話事，不容
卡梅倫借辭職把50條的啟動時間押後到10月之後。他同時
希望英鎊在公投後的跌勢不會蔓延至歐元。

法律上可無視公投結果
法律上，即使英國民眾在今次公投決定脫歐，政府仍有
權選擇無視公投結果。但在政治層面上，作為加入歐洲組
織後41年來的英國首個全民公投，其在憲制上的地位不容
忽視，若無視這個結果，英國政府勢必遭非議。
在英政府眼中，雖然脫歐程序仍未啟動，但勢在必行，故
他們應在2年時限啟動前，先與歐盟作非正式的貿易協議談
判。不過，在不足1/3現屆國會議員支持脫歐下，政府該如何
展開談判屬一大難題。故此，脫歐後如何處理接踵而來的難
題，實屬英政府的重大挑戰。 ■《紐約時報》/路透社/法新社

英國公投脫歐觸發新一輪聯
合王國瓦解危機，蘇格蘭首席
部長斯特金昨日表示，蘇格蘭
「很大機會」舉行第二次獨立公

投，並會採取必要措施確保蘇格蘭能
在英國脫歐後，繼續留在歐盟。北愛爾蘭的新芬黨亦
要求舉行公投，決定是否脫離英國並與愛爾蘭合併。
今次公投中，蘇格蘭支持英國留歐的選票多達

62%，留歐派在全數32個選區皆獲勝，但依然無
法改變全英結果。斯特金對公投結果感到失望，
認為蘇格蘭在不情願下被迫脫離歐盟，「民主上
是不能接受」。她表示，公投清楚反映了蘇格蘭
與英格蘭選民的鴻溝，蘇格蘭政府已開始籌備，
準備在英國正式脫歐前發動第二次獨立公投。

蘇格蘭2014年舉行獨立公投時，不少選民擔心蘇
獨等同脫歐，因而反對獨立。但斯特金所屬的蘇格
蘭民族黨(SNP)表示，自從脫歐公投有結果後，很多
之前反對蘇獨的選民都加入他們。斯特金透露，蘇
格蘭政府將尋求與歐盟舉行緊急談判，爭取歐盟在
英國脫離前，表態支持蘇格蘭留歐。

新芬黨：被英格蘭騎劫
在北愛爾蘭，同樣有56%選民支持留歐，屬於新

芬黨的第一副部長麥吉尼斯表示，英國政府已失去代
表北愛人民政治和經濟利益的資格，新芬黨領袖亞當
斯指，雖然北愛民眾支持留歐，卻被主張脫歐的英格
蘭民眾「騎劫」，形容是「民主缺陷」。

■英國廣播公司/路透社

脫歐公投
結果峰迴路
轉，前晚投
票 結 束 一
刻，民調、
金融市場及
博彩公司一
面倒認為留
歐陣營獲勝
機會較大，
獨立黨黨魁
法拉奇亦承
認留歐派可能獲勝，部分英國報章已率先發
表公投「結果」，如力挺留歐的《每日鏡
報》以塗上英國及歐盟旗幟圖案的親吻照為
頭版照片，表明要重新團結國家；支持脫歐
的《太陽報》的副題，亦指法拉奇承認落
敗。
然而隨着點票開始，脫歐陣營得票遠超預

期，至清晨情況已逐步明朗，兩報亦隨即急
急刊印新頭版。力推脫歐的《太陽報》明顯
非常興奮，更以「See You Later」的諧音創
作標題「See EU Later」；《每日鏡報》亦
換上明顯較負面的照片，形容「我們出局
了」，如同由天堂跌落地獄。

■英國《太陽報》/《每日鏡報》

脫歐派和留歐派分別通宵在倫敦兩處地點舉
行點票集會，氣氛可謂差天共地。在脫歐派的
勝利派對中，擺放了一個插上英國國旗的巨型
蛋糕，支持者一邊開香檳，一邊高叫「脫離！
脫離！脫離！」有50多歲的支持者形容，英國
只是「蕞爾小島」，學校醫院空間有限，容不
下那麼多移民。
然而離開了脫歐派的室內派對，倫敦市面大

致可用氣氛沉重來形容。根據點票結果，倫敦留
歐的票數接近6成，在西南部里士滿區，不少年
輕打工仔上班時都一臉難以置信，甚至覺得憤
慨。萊德勒說：「我真的很震驚。9歲女兒叫我一
定要支持留歐，所以我是為了她的未來而投
票。」24歲的比勒斯形容公投結果「絕對令人作
嘔」，「英鎊跌成這個樣子，我們只能自求多福，尤
其是那些為了孩子未來打拚的人。」

公投不僅反映了英國地域分歧，也凸顯了世
代差異。67歲的拉姆齊很高興能夠脫歐，認為公
投讓那些不被留歐陣營嚇怕的「普通人」有發聲
機會，「很好，假如樓價可以下跌的話更好。」

■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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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金斯特金

■■公投脫歐對英影響深遠公投脫歐對英影響深遠。。圖為票站點票圖為票站點票。。

■■英英《《太陽報太陽報》》一度指法一度指法
拉奇承認落敗拉奇承認落敗。。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新頭版慶祝脫歐
新頭版慶祝脫歐

20162016年年66月月2525日日（（星期六星期六））■■責任編輯責任編輯：：林輔賢林輔賢、、曾綺曾綺珺珺A4英歐分手之英歐分手之：：前路艱巨前路艱巨

倫敦氣氛沉重 年輕人憂未來

談判需兩年 英恐遭報復
重構外交貿易條約 須歐盟成員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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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王國瓦解序曲
蘇格蘭北愛求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