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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报告警告英国
“无协议脱欧”风险

当地时间 11 月 28 日，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先后发布报告，
评估英国退出欧洲联盟可能发生的多种情境。两份报告认定，英国“无协议
脱欧”对经济伤害最大。

分析人士说，两份官方报告意在劝阻那些想要阻挠“脱欧”协议在议会
获通过的议员，避免让“脱欧”进程陷入混乱。

英国政府 28 日发布的 83 页报
告认定，无论英国与欧盟达成何种贸
易协定，“脱欧”后英国经济都比留
在欧盟中差。报告说，“无协议脱
欧 ” 可 能 使 英 国 失 业 率 上 升 至
７．５％ ，通货膨胀率上升至６．５％ ，
房价下跌３０％ ，商业资产价格下跌
４８％ ，英镑贬值２５％ 。

多家媒体注意到，英政府报告依
据首相特雷莎·梅 7 月与内阁成员达
成一致的“契克斯计划”测算，而非
英欧现有“脱欧”协议。

路透社报道，如果“脱欧”依照
梅的原有方案推进，且从欧盟到英国
的净移民人数为零，英国国内生产总
值 15 年后会比继续留在欧盟减少
3 .9% 。

在另外 3 种情境中，英国经济
会以不同幅度增长，但在“无协议脱
欧”情境下，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与
“留欧”相比“缩水”最严重，达
9 . 3% ；其中，汽车和化工行业损失
惨重，高达 20% 。

梅认为，这说明“我们的协议是
可能达成的、对就业和经济最好的协
议”。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
认为，英国与欧盟谈妥的“脱欧”协
议将实现“与留在欧盟中非常接近的

经济效益”。
英国央行数小时后发布报告，

警告在“失序脱欧”的最差情境
下，英国经济在大约 1 年内可能
“缩水” 8% ，导致比 2008 年全球
金融危机时期更糟糕的衰退。

英国央行设想的“失序脱欧”
情境包括：英国直接回归世界贸易
组织规则； 2022 年仍未与欧盟达成
新贸易协定；丧失与欧盟和其他第
三方现有全部贸易协定；重设海关
核查设施严重阻碍跨境贸易；外来
人口从每年净增 15 万变为每年递减
10 万。

英国央行还设想了英国保留部
分贸易协定后“混乱脱欧”，以及
英欧保持“紧密”关系和英欧保持
“较不紧密”关系三种情境。如果
“混乱脱欧”，英国经济至 2022 年
会萎缩 3% ；即便在“紧密”关系
情境下，英国经济也会比“留欧”
缩减 1% ，但优于央行先前预期。

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告诉媒
体记者：“我们的职责不是希冀最
优结果，而是准备最差情况。”他
强调，央行能应对最差“脱欧”冲
击。

1 预警
“无协议脱欧”或致英经济大幅萎缩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新闻记者布赖
恩·惠勒分析，英国央行的报告“明
显”对梅有利，报告发布的时机“也
很重要”。他预期，议会下院 12 月
11 日表决“脱欧”协议前，官方会
发布多项“无协议脱欧”预警。

在他看来，英国首相府希望议员
们“不管多厌恶”协议，“最终仍把
它视为唯一安全的选择”。

不过，两份报告出炉后遭多方质
疑。“疑欧”派认为报告危言耸听，
“留欧”派则认为报告说明英国“脱
欧”后前景光明是谎言。

因反对梅的“契克斯计划”而辞
职的前“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
斯认定，政府正在重复 2016 年“脱
欧”公投前试图借助警告劝阻选民的
老路，“恐怕我们不得不为‘恐惧计
划 2 .0 ’做准备”。

英国央行行长卡尼否认指责，说
报告应议会要求而作，“不是想让民
众害怕”，是想让大家放心，即便在
不太可能发生的最差情境中，金融系

统也有充足准备。
最大反对党工党的“留欧”派

议员戴维·拉米说：“这些数据显
示，政府宣扬的政策就是让我们的
经济更小更弱。”

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回应说，
不应仅考虑经济因素，“脱欧”后
英国重新掌控边境、资金和法律同
样有意义，“离开欧盟会有代
价”，首相谈成的协议“绝对将这
些代价最小化”。

至于“疑欧”派强调的英国
“脱欧”后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
定的“红利”，按照英国广播公司
和美联社的说法，英国明年 3 月 29
日正式“脱欧”后可以谈判贸易协
定，但只有在 21 个月过渡期结束后
才能施行，且过渡期还可能延长。

英国政府测算，即便英国能与
美国等国达成贸易协定，今后 15
年，贸易协定也只能为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贡献 0 . 2% ，难以弥补“脱
欧”带来的经济损失。

2 质疑

报告危言耸听 意图“忽悠”民众

“脱欧”协议定于 12 月 11 日
在议会下院接受表决。英国政府 28
日提交的议程文件显示， 12 月 4 日
至 6 日以及 10 日至 11 日，下院将
就“脱欧”协议作 5 天辩论，每天 8
小时，允许议员提出至多 6 项修正
案，留待与关联协议的动议一同表
决。

工党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宣
布，辩论将在格林尼治时间 11 日晚
7 时结束。

路透社报道，这些修正案没有法
律约束力，但政治效力无法忽略。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网站报道，工
党已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议会拒绝
“脱欧”协议，同时阻止英国“无协
议脱欧”，为此应保留全部可能选

择，“最好”是提前选举。
工党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约翰·

麦克唐奈 28 日暗示，如果工党无
法实现提前选举，可能会退而求其
次，寻求就“脱欧”再次公投。

前内阁成员贾丝廷·格里宁和
乔·约翰逊等“留欧”派则酝酿一
项跨党派修正案，呼吁举行“共识
公投”，要求民众在支持政府“脱
欧”协议、“留欧”或“无协议脱
欧” 3 个选项中作出选择。

法新社报道，为推动“脱欧”
协议获通过，梅 28 日在苏格兰安
抚渔民，说英国将在过渡期结束后
退出欧盟的“共同渔业政策”，
“自主决定让谁在我们的水域捕
鱼”。

3 阻击
“留欧”派呼吁举行“共识公投”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28 日说，
英国不会在明年 3 月 29 日脱离欧
洲联盟前举行第二次“脱欧”公
投。

特雷莎·梅当天在议会接受议
员质询时谈及第二次公投话题。她
说：“在我看来，与举行二次公投
相比，更重要的是落实英国民众
（先前）公投的结果。”

按她的说法，如果有人执意推
动再次公投，将意味着英国推迟
“脱欧”日期或面临“无协议脱
欧”。英国现阶段与欧盟达成的

“脱欧”协议是落实民众意愿和维
护英国经济的最佳选择。

欧盟本月 25 日召开特别峰会，
通过与英国达成的“脱欧”协议，
包含退出协议和未来关系宣言。前
者就英国“脱欧”过渡期、公民权
益、爱尔兰边界等事项作出规范；
后者着重定位英国退出欧洲共同市
场和关税同盟后与欧盟的贸易和安
全关系。

综合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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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排除“脱欧日”前二次公投可能性

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 28 日接受 BBC 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