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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兩年完成 2020 前拒大選免添亂

英下周三啟動脫歐程序
脫歐時間表

經過多番拖延，英國首相府昨日
早上正式宣佈，將於本月 29 日引用
《里斯本條約》第 50 條，正式啟動
為期兩年的脫歐談判程序，意味英
國最快 2019 年 3 月脫離歐盟。英
國和歐盟談判期間，將希望就脫
歐條款達成共識，同時訂立一
議，最重要是雙方的貿易條
款。歐盟昨稱，對英國脫

歐事務部表示，英國駐
歐盟大使巴羅昨日向歐
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提交書面
通知，首相府其後公佈相關消
息。首相文翠珊29日將再次致
函圖斯克，然後在國會下議院
發表聲明，啟動脫歐程序。首
相府拒絕公開圖斯克將會收到
的信件內容，亦未提到會否在
下星期公佈其他文件，但表示政
府不會在 2020 年前舉行大選，以
免節外生枝。

脫

3 月 25 日：除英國外的歐盟 27 國領袖出
席羅馬峰會，文翠珊會留待峰會
完結後才啟動脫歐
3 月 29 日：文翠珊致函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
克，展開脫歐程序
3 月 29 日至 31 日：
圖 斯 克 在 48 小 時
內，向歐盟 27 國發
出初步談判指引

份規範英歐未來關係的協

歐談判已「準備就緒」。

2017年

■文翠珊昨日在威爾斯發言，討論
當地如何把握脫歐機遇。
美聯社

5 月 4 日：圖斯克將
主持歐盟會議，拍
板通過最終談判指
引，並授權歐盟首
席談判專員巴尼耶
展開脫歐談判

文翠珊「箍煲之旅」
威爾斯談機遇

5 月 5 日：巴尼耶將
向歐盟成員國領袖
匯報，提交如何進
行談判的詳細建議

歐盟將收指引 與英談判
脫歐事務大臣戴德偉發聲明指，英
國選民在去年 6 月脫歐公投中作出歷史
性決定，政府將於下周三兌現公投結
果。戴德偉又指，英國正處於這一代人
最重要談判的開端，承諾政府將爭取一
份有利英國及全歐洲的協議，為英歐建
立全新及積極的夥伴關係。
英國表明希望在引用《里斯本條約》
第 50 條後，盡快開展談判，但充分理解
歐盟其餘 27 國需要時間，事先達成一致
立場。圖斯克則稱，將在英國引用第 50
條後 48 小時內，向 27 國提出談判草案
指引，再於4至6周後舉行峰會並通過指
引，然後正式與英國進行談判。德國總
理默克爾則表示，文翠珊早已表明或於
本月底宣佈啟動脫歐，事件不會令周末
舉行的歐盟羅馬峰會蒙上陰影。

陷不明朗期 各界受影響
英國開展脫歐談判後，將陷入不確定

5 月內：英國脫歐事
務大臣戴德偉開始與
歐盟代表談判
12 月：歐盟期望年底
前談妥基本脫歐協議，
與英國就關鍵議題達成
共識，例如新邊境法

■英國
將於下周
三啟動脫歐程
序，最快兩年後
完成。
資料圖片

2018年
10月：完成最終脫歐協議
2019年
3 月 30 日(預計)：英國正式脫離歐
時期，由於
盟
它與歐盟的未來
關係未明，商界擔心
路透社
未必能自由與其他歐盟
國家進行貿易，在歐盟求學的
英國學生，以及在當地生活的退休
人士待遇亦不明朗。此外，蘇格蘭首席
部長施雅晴亦爭取在脫歐談判期間，舉
行第 2 次獨立公投，未知會否為脫歐過
程帶來變數。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英國廣播公司/《每日電訊報》

FBI 局長首證
沒總統遭竊聽證據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高銘和數名現
任及前任情報部門首長，昨日出席眾議院
聽證會，高銘首次證實，當局正調查俄羅
斯干預美國大選的指控，以及總統特朗普
的團隊有否與俄國勾結，他又表示未有證
據顯示特朗普辦公室曾遭竊聽，再次打擊
特朗普的誠信。
白宮發言人斯派塞早前引述霍士新聞台
一名評論員指，前總統奧巴馬曾通過英國
政府通訊總部(GCHQ)竊聽特朗普，有關
指控隨後遭英政府及 GCHQ 駁斥。民主黨
籍的眾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希夫表示，特
朗普的指控明顯失實，繼續發酵只會帶來
更多傷害，「希望能夠終止這徒勞無功的
追查。」

特朗普涉私通俄國 或須查數年
美國情報體系去年 12 月確認俄國曾干預
大選，企圖協助特朗普選情。高銘、國家
安全局(NSA)局長羅傑斯、前中央情報局
(CIA)局長布倫南及前國家情報總監克拉珀
均會就此作證，預料議員會追問干預大選
的規模，以及特朗普或競選團隊職員是否
曾「私通」俄國。

■高銘
高銘((前排左
前排左))及羅傑斯
及羅傑斯((前排
右)昨日到國會作證
昨日到國會作證。
。 法新社
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由於被揭與俄國
駐美大使私下會面，早前黯然辭職，而
被特朗普革職的前署理司法部長耶茨據
報去年 12 月底曾警告白宮，弗林可能被
俄國勒索，她昨日亦出席聽證會及作
證，預料議員會追問警告內容，以及為

何特朗普團隊一直漠視警告。不過分析
相信，由於相關調查工作可能持續數月
甚至數年，特朗普團隊與俄私通一事暫
時很難有明確答案。
■《衛報》/法新社/
美聯社/路透社

將推倒前總統奧巴馬的醫療改革法案，相
信是他不得民心的原因。
特朗普承諾大刀闊斧修改稅制，或有助
他挽回民望。不過，白宮發言人斯派塞受
訪時透露，華府或於今年夏季才會開始進
行稅務改革，惟不少人預期直至明年才會
推出。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縱然反脫歐浪潮持續
縱然反脫歐浪潮持續，
，惟公投結果不可逆轉
惟公投結果不可逆轉。
。 法新社

安倍默克爾撐自貿
暗批美保護主義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前日飛抵德國漢諾
威，展開歐洲 4 國訪問行程，他當日與德
國總理默克爾一同出席資訊科技博覽會
(CeBIT)開幕禮。安倍及默克爾發言時，異
口同聲強調自由貿易的重要性，明顯暗批
美國主張貿易保護主義。分析指，默克爾
正積極拉攏盟友，反對鼓吹保護主義的美
國總統特朗普。
默克爾致辭時稱，德國支持自由貿易及
開放市場，反對設下貿易障礙，「在這個
互聯網時代，我們應該與其他社群連結，
並容許對方與其他社群公平交易，這是自
由貿易的關鍵。」她續稱，當各國就自由
貿易、開放邊境及民主價值爭論不休，日
本與德國沒有發生貿易糾紛是好徵兆。
安倍在同一活動上表示，希望日本與德
國能成為開放政策的雙冠軍，而歐盟與日
本也能盡快談攏「經濟夥伴協定」(EPA)。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今日將與安倍會面，
他希望歐盟能於今年內與日本達成有關協
議。

護主義」之類的字句。特朗普早前與默克
爾會面時稱，貿易政策應該更平等。默克
爾啟程訪美前，曾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通電話，雙方重申支持開放市場。默克爾
今次與安倍口徑一致捍衛自由貿易，反映
默克爾積極拉攏盟友反對保護主義。預計
5 月在意大利舉行的七大工業國(G7)峰會
上，與會國家將就自貿議題針鋒相對。
另一方面，日本及俄羅斯昨日舉行「2+
2」會談，兩國防長及外長一致同意，以強
硬態度要求朝鮮停止開發核武及導彈。日
本外相岸田文雄會後確認，安倍下月底將
訪俄，與俄總統普京會面。
■法新社/路透社/共同社/彭博通訊社

安倍下月訪俄見普京
由於美國反對，二十國集團(G20)財長會
議早前公佈的聲明中，未有加入「對抗保

■安倍與默克爾在資訊科技博覽會上，檢
視航拍機產品。
路透社

捲購地醜聞 安倍支持度急跌

特朗普民望續挫 37%創新低
民調機構蓋洛普前日公佈最新民調結
果，特朗普的支持率從一周前的 45%，跌
至新低的37%。在1,500名受訪成年美國人
當中，多達58%人反對他出任總統。
特朗普被指與俄羅斯關係密切，而他回
應指控的態度令許多民眾不滿。另外，特
朗普迴避各界關注的全球暖化議題，還即

去年脫歐公投凸顯英國各地分歧，蘇格
蘭及北愛爾蘭主張留在歐盟，但在人數上
不敵主張脫歐的英格蘭及威爾斯。在英國
啟動脫歐程序前，首相文翠珊昨日抵達全
國視察行程首站威爾斯。首相府稱，文翠
珊和脫歐事務大臣戴德偉將與威爾斯首席
部長莊家偉及當地商界代表會晤，討論威
爾斯如何把握脫歐帶來的機遇。
文翠珊啟程前發聲明指，由上任首日
起，就明確表達維持全國團結的決心，又
指隨着英國脫歐，她將努力達成對整個英
國有利的協議。
莊家偉接受《衛報》訪問時警告，獲下
放權力的地方政府可能乘機爭取更多權
力，恐令英國進一步分裂。他又指，假如
英國政府不傾聽民眾的聲音，他們對歐盟
的疏離感可能轉移至倫敦。
文翠珊其後會轉抵蘇格蘭和北愛爾蘭訪
問。蘇格蘭民族黨早前表明有意舉行第二
次脫歐公投，北愛最大民族主義政黨新芬
黨亦要求盡快舉行獨立公投，並與愛爾蘭
合併。
■《衛報》/路透社

■特朗普日前到佛羅里達州度假時，遇上
民眾示威。
法新社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捲入大阪市右翼學校法
人森友學園超低價買地醜聞，最新民調顯示
其支持率急跌 10 個百分點，跌至 56%，是
2012年12月上任以來單月最大跌幅。
森友學園早前被指以超低價購入大阪府地
皮，用作興建小學，小學榮譽校長正是首相
夫人安倍昭惠，外界質疑安倍牽涉內幕交
易。森友學園理事長籠池泰典上周更聲稱，

他收到安倍捐給該小學的100 萬日圓(約 6.9
萬港元)，加上防衛相稻田朋美被揭曾擔任森
友學園民事訴訟辯護律師，令醜聞愈鬧愈
大。
安倍堅稱他與夫人均無捐款給小學，亦未
涉及購地交易，但《讀賣新聞》民調顯示，
64%受訪者不相信安倍否認涉及此事的說
法。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