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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英國公投脫離歐盟在什麼程度上能解決國內
的民意分歧？參考資料，試加以解釋。

(b)「英國脫離歐盟反映了以國家自身利益優先的想法抬頭，蓋
過了對實現國際整合的追求。」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參
考資料，試加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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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2016年英國脫離歐盟公投結果

現 代 中 國 + 全 球 化
英國脫歐並正式啟動程序，實際影響還有待英國與歐盟協商完成後才能評估，但

可以肯定的是，英國脫歐舉動，反映了保護主義抬頭，跟之前被高舉的全球化、共

享、共贏等信念背道而馳。當「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變成政治的意識形態，尤

其是由英美等大國帶頭先行，必然會有其他國家效法，然後全球在政治、經濟和外

交的運作都無可避免出現改變。 ■林曦彤 特約資深通識科作者

貿易保護主義是反全球化的其中一個實踐，且不是新興產物。這概念
近期再度成為國際社會的討論焦點，很大程度與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有
關。特朗普常說要讓美國「再次強大」，提出一系列與前任總統奧巴馬
政策主張相去甚遠的改革，幾乎每一項都充滿反全球化的保護主義色
彩，甚至不惜冒與中國爆發貿易戰的風險。偏偏有分析指，就是這一套
助他登上總統之位，這意味着保護主義對一些人而言其實頗具「吸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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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有關「一帶一路」的新聞報道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

稱「一帶一路」，是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
2013年9月和10月分別提出的經濟合作倡議；
希望藉此發展構思，帶動中國出口過剩的工業及
製造業產能，促進低端製造業向海外發展，並加
強能源安全。該倡議涉及東南亞、南亞、中亞、
西亞、中東、非洲，以及中歐和東歐沿線65個
國家。據保守估計，中國在2016年至2018年便
需要投資2,000億美元資金。項目方面，因應各
個國家獨特情況推行計劃，基本是通過加強當地
基礎設施，帶動經濟增長。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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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2005年至2015年中國進出口數字(億元人民幣)#

選項 票數 百分比

留下 16,141,241 48.11%

離開 17,410,742 51.89%

有效票 33,551,983 99.9225%

無效票、廢票 26,033 0.0775%

總票數 33,578,016 100.00%

選民人數、投票率 46,501,241 72.2%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英國廣播公司

表一：世代之爭

資料B：英國脫離歐盟的爭議

脫離歐盟21%
留在歐盟59%

青年

主權「巨變」
年輕人生來已習慣英國是歐

盟的一部分，國家突然脫歐，
心理上難以接受及適應，視之
為主權的「巨變」。
世界公民理想
全球化下，年輕人受「地球

村」的普世價值影響，認為歐
洲一體化成功維繫歐洲和平，
且觀察到歐盟是二戰後修補歐
洲關係的關鍵，故視脫歐為文
明及歷史的「倒退」。
爭取國際機遇
歐盟賦予年輕人在歐盟成員

國留學、外地工作等機遇，促
進文化交流，因此不會排斥一
體化。

長者
脫離歐盟52%
留在歐盟27%

主權「還原」
老一輩生於英國入歐前，經
歷 1975 年的「脫歐公投」
（公投是否繼續英國在歐洲共
同體的會員身份，最終67%人
支持留下），心理上較易接受
脫歐，視之為主權的「還
原」。
民族情緒較強
老一輩較眷戀英國昔日的
「霸主光輝」，民族感較強，
堅持英國脫歐後仍能在經濟及
國際關係上獨當一面。
習慣本土文化
歐洲一體化造成多元化、多
語言的社會，令只熟悉英國文
化、保守的老一輩感到陌生。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表二：貧富對立

脫離歐盟33%
留在歐盟47%

收入較高群體

國際企業
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利益一直

向跨國企業傾斜，受惠於歐洲
單一市場、貿易流通等，而英
國向歐盟出口的商品更佔
44% ， 對 GDP 的 貢 獻 達
12%，故富人憂慮脫歐將令經
濟受損、股市下跌。

收入較低群體
脫離歐盟49%
留在歐盟29%

工人階級
受歐洲一體化及難民潮影響，官
方顯示2015年英國的移民佔了總人
口1/8。另外，移民多為敘利亞難
民或較貧困的東歐人，如波蘭及羅
馬尼亞勞工就佔了49%，與本地的
工人階級產生利益衝突：瓜分工作
機會、壓低工資、加重福利負擔。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脫離歐盟的英國，在經濟方面
與歐債問題徹底地劃清界線，可
以全心全意地搞好本國經濟，結
果如何未能知曉，可知的是在變
得更好之前，英國這種保護主義
的傾向，會在全球經濟發展上帶
來變動。
國與國的關係是好是壞，是親

近或疏遠，除了明顯地在經濟層
面反映出來，更重要的是與世界
和平有關。歐盟是個實力強大的
組織，其外交決定和措施執行力
強，例如：就俄羅斯2014年吞併

克里米亞半島一事，歐盟對俄實
施經濟制裁，因為歐盟有德國、
英國、法國等大國，事情才能順
利進行。如果英國脫歐，歐盟還
有能力制衡俄羅斯？英國和歐盟
其他成員國會不會因這次「離
異」出現情緒上的對立？
再說，英國脫歐出於自我保護
的需要，但也要在國際間尋找
「朋友」，已知的是英國已加入
了中國倡設的亞投行，這樣一
來，國際間的關係會不會改寫？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C：關於英國脫離歐盟的評論

表一：「一帶一路」部分國家在2014年經濟表現

國家 哈薩克 烏茲別克 土耳其 俄羅斯

人口 1,703萬 3,024萬 7,493萬 1.43億

GDP 2,244億美元 568億美元 8,202億美元 21,000億美元

按年增速 6% 8% 4.05% 1.32%

與中國雙邊貿易額 224億美元 40億美元 222億美元 683億美元

按年增幅 -6.8% +58.3% +16.32% -9%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B：

表二：金磚五國GDP年增長率(%)

國家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中國 8.3% 10.0% 11.4% 14.2% 9.2% 9.5% 7.7% 6.8%

俄羅斯 5.1% 7.3% 6.4% 8.5% -7.8% 4.3% 1.3% -3.8%

印度 4.8% 7.9% 9.3% 9.8% 8.5% 6.6% 6.9% 7.3%

南非 2.7% 2.9% 5.3% 5.4% -1.5% 3.2% 2.2% 1.4%

巴西 1.3% 1.2% 3.1% 6.0% -0.2% 3.9% 2.7% -3.0%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表三：部分被視為可挑戰金磚國家的新興巿場組合

組合

新興經濟體

優勢

薄荷四國MINTs

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亞、
土耳其

人口高增長大國，具備不斷
提升的勞動力及購買力。

靈貓六國CIVETS

哥倫比亞、印尼、越南、埃
及、土耳其、南非

人口結構較年輕，金融及貨幣
體制相對穩健。

資料C：有關香港參與「一帶一路」的報道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在立法會會議上發言指
出，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涵蓋面非常廣泛，
涉及的經濟體數目龐大，香港目前與南亞、中西
亞、中東和非洲國家的合作相對較少，特區政府
各政策局及部門已積極展開工作，推動香港與沿
線國家在政府層面的溝通和合作，為業界打開通
往「一帶一路」沿線新興巿場的大門。此外，
「一帶一路」也將帶動內地以及沿線地區對高端
專業服務的需求，香港可進一步把傳統優勢產業
往專業服務領域發展，包括會計、法律和解決爭
議、投資環境及風險管理、工程、工程項目管理
等，都可進一步培訓及擴大業界人力資源，令香
港成為「一帶一路」的高端專業服務平台。除了
傳統支柱產業外，政府也鼓勵香港的新興產業，
如科技產業、創意產業等積極參與協助「一帶一
路」的建設，例如協助沿線地區培訓人才、為它
們提供醫療衛生、產品檢測認證等服務。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a)參考資料A和B，分析中國如何透過「一帶一路」經濟合作倡議來帶動全球經濟發展及面對什麼挑戰。

(b)參考資料C，指出和解釋香港參與國家的「一帶一路」經濟合作倡議會帶來哪些機遇？試舉出三項。
想 一 想

項目 出口總額 進口總額 進出口差額

2005年 62,648 54,274 8,374

2007年 93,564 73,300 20,264

2009年 82,030 68,618 13,412

2011年 123,241 113,161 10,080

2013年 137,131 121,037 16,094

2015年 141,255 104,485 36,770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中國國家統計局

#註：中國的順差對象主要是歐盟、美國，對日本等國家或地區為逆
差；中國的順差領域集中在外貿企業的加工貿易。

資料B：貿易保護政策
1. 傳統貿易保護政策：
主要以限制外國商品進口為目標，以保持國內產業競爭力，世貿等促進自

由貿易的國際經濟組織對這些政策有一定限制。
項目：進口關稅、進口配額、匯率管制、出口補貼

2. 新型貿易保護政策：
大多為非關稅形式的限制進口政策，以較為隱蔽及靈活的條件限制商品流

通，只要不妨礙正常國際貿易，在世貿定義上便不涉歧視性，就是合法的。
項目：綠色壁壘、技術壁壘、反傾銷／反補貼措施、其他：例如為本國產

業給予大規模支援或促進措施、政府採購或投資項目優先考慮本國產品、成
立區域協議從而為成員國創造更有利貿易條件等。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2001年：中國經過15年談判，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自此中國須
履行開放巿場的承諾，並享有世貿成員國給予的最惠國待遇。當
時中方「入世」談判的代表是時任總理朱鎔基。

2005年：世貿部長級會議在香港揭幕，近萬名韓國農民來港遊行抗議，並
一度在灣仔區引發大型騷動。示威者指歐美大國以巨額補貼農產
品並在韓國傾銷，嚴重威脅300多萬韓農生計。

2009年：金融危機後，美國推出「美國復甦及再投資計劃」(ARRP)財政刺
激方案，其中包括優先購買美國貨、援助特定產業及基建等措
施，受到歐盟為首國家的廣泛質疑。

2013年：世貿達成成立以來首份多邊貿易協定「峇里方案」(Bali Pack-
age)，涵蓋簡化通關程序、在糧食安全問題上放寬對發展中國家
的限制、協助最不發達國家發展貿易等內容。

2016年：英國通過脫歐公投，將完全退出歐洲的零關稅單一巿場，並與歐
盟重新達成貿易協定。

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宣佈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
TA)及簽署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行政指令，以
兌現其「美國優先」的選舉承諾。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C：全球貿易保護與開放市場的相關例子

已發展國家政府及國內企業 關注點：本地產業發展及就業機會
贊成：已發展國家的生產成本較新興國家高，令本地商品欠缺競爭力，甚至
引致倒閉及裁員潮，影響經濟穩定。
發展中國家政府及國內企業 關注點：本地產業發展及就業機會
贊成：農業及工業發展未成熟，面對其他國家商品的激烈競爭，或令本國經
濟崩潰。
國際經濟組織及自由主義學者 關注點：維護自由巿場制度
反對：推動自由貿易能令各國善用相對優勢，帶動經濟增長，創造更多就業
機會，對全球經濟穩定發展有正面作用。
跨國企業 關注點：商品銷情及盈利
反對：貿易保護政策如關稅等將提高生產成本，或因進口配額難以進入巿
場，限制全球擴張的速度及影響力。
消費者 關注點：消費品質素及價格
反對：會局限本地巿場的競爭，削弱企業為吸引消費者而改善商品質素或降
低價格的動機。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D：不同持份者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取態

(a)參考資料，解釋就實施貿易保護政策可能引發的
一些持份者矛盾。

(b)有人認為「自由貿易只對已發展國家政府及其跨國企業有利。」你
同意這說法嗎？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試加以解釋。

想 一 想

■■英國啟動脫歐程序英國啟動脫歐程序，，被視為保護主義抬頭被視為保護主義抬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英啟動脫歐英啟動脫歐
各掃門前雪各掃門前雪

星期五．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星期四．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三．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STEM百科啟智

星期二星期一．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