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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翠珊文翠珊：：不走回頭路不走回頭路 歐議會歐議會：：兩年內不談自貿兩年內不談自貿

四十載英歐情一紙了斷
歐議會10大談判原則

‧脫歐程序結束後，英國才能與歐盟締結新關係

‧不排除達成過渡性協議，有效期不超過3年；協議能避
免英國於正式脫歐首日就要面對關稅及貿易障礙

‧談判期間，歐洲法院負責處理所有法律爭議

‧英國可以中途放棄脫歐，但必須遵守其餘成員
國開出的條件，防止英國藉此取得特別優待

‧脫歐程序一日未結束，英國也不可試圖與第
三方簽署自貿協議，否則歐盟不會與英國進
行自貿談判

‧倫敦金融城不獲特別優待

‧2019年3月29日(英國預定正式脫歐日
期)前，進入英國的歐盟公民仍自動享有居
留權，否則違反歐盟法

‧英國須還清所有欠下歐盟的債務

‧英國及歐盟就合作關係談判時，不得將
內外安保當成籌碼，換取經濟合作

‧本決議不具約束力，但歐洲議會保留否
決任何脫歐協議的權利

《衛報》

英國和歐盟44年的「聯姻」終於走

到盡頭，首相文翠珊簽署信件

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

由英駐歐盟大使巴羅昨日親手

交給歐洲理事會主席圖

斯克，象徵為期兩年的脫

歐程序正式啟動。歐洲議會草

案顯示，歐盟在未來兩年不會與

英國達成自由貿易協議，但同時留

有一道「逃生門」，讓英國回心轉意

撤銷脫歐。

文翠珊的「分手信」內容與此前訂立的脫
歐目標相似，包括收緊邊境政策、廢除

歐洲法院對英國的司法管轄等，強調「英國公
民優先」。她表示會努力避免談判破裂，希望
與歐盟建立深厚而特殊的安保和經濟合作。文
翠珊又到國會下議院演說，指出一旦開始脫
歐，就不能走回頭路，但英歐會維持緊密盟友
關係。她表示，雖然選民對脫歐意見不一，但
強調會代表全體國民談妥協議。

「歐盟已開始懷念英國」
圖斯克發表簡短聲明，向英國道別並表示謝
意，形容歐盟「已開始懷念英國」，指未來艱
難的談判只為減少雙方所承受傷害。圖斯克須
於脫歐程序啟動後48小時內，向歐盟其餘27
個成員國發出初步談判指引，他預定明日致函
文翠珊，詳細回應脫歐申請。各國代表將於4
月29日出席峰會，制訂最終談判指引，5月展
開脫歐談判。

2019年過渡協議作緩衝
《衛報》取得歐洲議會一份決議草案，於下
周三表決，顯示歐盟堅守強硬立場。文件指
出，脫歐是「前所未有和令人遺憾」的事情，
但必須以有序的方式進行，不可對歐盟和一體
化造成負面影響。歐盟在文件裡列出具體原
則，最矚目是由現在到2019年3月29日正式
脫歐之前，英國不會獲得歐盟的自貿協議，但
可達成一項為期三年的過渡協議，作為緩衝，
避免在脫歐第一天就全面實行邊境控制和貿易
壁壘措施，而過渡期內任何衝突須由歐洲法院
裁決。脫歐談判期內，英國(仍是歐盟成員)若
嘗試與其他國家簽訂自貿協議，歐盟則不會再
與英國商討自貿。

草案留後門可撤回脫歐
在公民權利爭議方面，歐盟要求英國在脫歐
前，須讓赴英的歐盟公民繼續自動享有居留
權。文件又指，英國可在談判期內撤回脫歐程
序，但這必須符合歐盟27國事先訂立的條
件，以免英國濫用此程序來增加談判條件。歐
議會綠黨議員蘭貝茨亦透露，歐盟不想「完全
關上常理的大門」，考慮在決議草案加入條
款，讓英國可選擇轉軚。
歐盟首席談判專員巴尼耶前日在布魯塞爾，
與居英歐盟公民以及居歐英國公民代表團會
面，他表示希望可以在今年底前，與英國就雙
方公民未來地位達成初步共識，但承認起碼要
到明年底，才能就細節等達成協議。

■《每日電訊報》/《衛報》/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歐盟對英國擺出「槍口一致向外」
的姿態，但其成員國家家有本難唸的
經，英國雖以寡敵眾，但只要善用歐
盟內部分歧，並逐個「收買」對手，
未嘗不能成為脫歐談判的贏家。在這
場博弈中，英國手執經濟及安保兩條
「煙士」。

第一張「經濟牌」關乎全歐洲的復
甦，德國、愛爾蘭和西班牙不樂見英
國硬脫歐，令歐洲承受再次衰退的風
險，因此寧願給予英國較優厚待遇。
德國財政部早前外洩的內部文件顯
示，有官員建議若未能在2019年限
期前談妥脫歐協議，就應實行過渡措
施，讓英國暫時留在歐洲單一市場，
直至談判完結。歐盟另一龍頭法國的
立場強硬得多，期望盡快達成脫歐協
議，不讓英國好過，可見德法難免爭
執一番，英國或能漁人得利。
至於「安保牌」也是重要籌碼，俄

羅斯與北約劍拔弩張，波蘭、愛沙尼
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等東歐國家如
何不怕？英國的軍事力量可大派用

場，在防務和反恐方面，英國在歐盟
一直擔當關鍵角色，例如因應近期波
羅的海局勢升溫，派軍進駐愛沙尼
亞。東歐國家最擔心英國脫歐後減少
參與安保事務，因此也不敢在談判桌
上得罪英國。為了對沖談判破裂的風
險，英國早已把目光投向美國、印度
和中國，與其他國際夥伴建立更緊密
關係，同時拉攏科技和創意產業進駐
英國，提升自身價值。
然而，如果首相文翠珊把手上的牌

打得太盡，隨時可能一子錯滿盤皆落
索。歐盟當然知道英國想採取「逐一
擊破」戰術，也明白英國同樣輸不
起，況且文翠珊還要應付英國內部的
政治角力，不少國會議員立場親歐，
她能依靠的只是保守黨疑歐派勢力。
因此，英政府據報已草擬兩套方案，
以防歐盟企硬不讓步，而在所有談判
事項當中，英國向歐盟支付的債務以
及公民居留權利爭議，相信將是雙方
最先交鋒的戰
場。

手執兩「煙士」英謀變贏家
龔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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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71%食品及農產品均從歐盟進
口，一旦脫歐，分析估計英國從歐盟進
口食品的價格將會上升8%。
分析認為，無論英國能否與歐盟達成

新的自由貿易協議，英國脫歐後都必定
會重新設立邊境管制，意味進口食品的
難度必然增加，價格亦會隨之上升。荷
蘭合作銀行高級分析師斯米特認為，英

國進口食品價格上升的主因之一，是英
鎊匯價下跌，預計未來一年內英鎊會再
跌5%。斯米特又指，雖然英國食品加
工廠可能會增加自行生產，減少進口成
本，但英國農業嚴重倚賴歐盟外勞，即
使對本地農產品需求增加，勞動力也未
必跟得上。

■《衛報》

歐盟進口食品價恐升8%

歐盟擁有單一航空業市場，所有總部
設於歐盟的航空公司，可營運來往任何
一個成員國的航班。英國脫歐後，若未
能就航空權與歐盟達成協議，或令英國
客機無法進入歐盟領空。
歐洲廉航瑞安航空(Ryanair)警告，

2019年3月(脫歐死線)之後，英歐之間可
能會在一段時期內沒有航班營運。總部
設於英國的易捷航空(easyJet)表示，航企
須於明年上半年確定2019年夏季航班的
安排，又指他們已做好兩手準備，確保
相關航班不受英國脫歐影響。 ■路透社

航企警告無得飛

脫歐談判流程
3月
30日

3月
31日

4月
29日

5月底至
6月初

6月
22日

10月
19日

2018年
10月

2019年
3月30日

《泰晤士報》

英國公佈脫歐後法制改變白皮
書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向成員
國發出10頁指引，作為脫歐
談判基礎

成員國元首舉行首場脫歐峰會

成員國簽署授權文件後，英國
與歐盟代表正式開始談判

歐盟成員國元首與英首相文翠
珊會面

文翠珊預料將決定是否同意脫
歐條件，談判有可能破裂

必須在此前達成最終脫歐協
議，以提交成員國批准

（預定）正式脫歐日

自從去年6月脫歐公投以來，英國經
濟前景一直處於不明朗之中，即使昨日
正式啟動脫歐程序，對市場來說意義還
是不大，因為貿易條款、監管法制等脫
歐關鍵議題始終要等兩年談判期結束
後，方有定案。不過分析認為，在脫歐
協議正式出台前的「暴風雨前夕」，英
鎊匯價還是會持續受壓，除非脫歐談判
和英國經濟同時傳出好消息。
昨日英國股匯市均未有太受啟動脫歐

的消息影響，富時100指數早段高開低

走，中段從谷底反彈，尾市回升約
0.16%，報7,354點。英鎊匯價偏軟，
報1.2434美元，跌0.13%。
外界普遍相信，脫歐對投資者、英鎊

及英國經濟的影響將陸續浮現，因為談
判雙方即將處理大量棘手難題，包括英
國脫歐前應否繼續繳交數十億歐元會
費、在英歐盟公民地位、北愛邊境問題
等，最重要還有英國金融業如何脫離歐
洲單一市場。

■《華爾街日報》/路透社

「暴風雨前夕」鎊匯料續受壓

■有示威者將文翠珊啟動脫
歐，形容為不顧民意。美聯社

■有漫畫家
把文翠珊畫
成 巴 斯 光
年，暗諷她
「離地」。
網上圖片

■文翠珊把
連接英國和
歐陸的繩索
割斷。
網上圖片

■■巴羅巴羅((左左))將信件交予圖斯克將信件交予圖斯克，，代表英國正式啟動脫歐程序代表英國正式啟動脫歐程序。。 路透社路透社

■■文翠珊在文翠珊在
脫歐信上簽脫歐信上簽
署確認署確認。。

路透社路透社

■■文翠珊的脫歐信件最終文翠珊的脫歐信件最終
交到圖斯克手上交到圖斯克手上。。 美聯社美聯社

■■信中交代英國引用信中交代英國引用《《里斯本條里斯本條
約約》》第第5050條脫歐的意向條脫歐的意向。。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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