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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每日邮报》22日盘
点了“脱欧”的20大理由：

1.主权问题
脱欧可以帮助英国有机

会重新自己制定法律，恢复主
权国地位。

据下议院图书馆数据显
示，英国有60%的法例由欧
盟委员会制定，但该委员会的
28国代表，没有一个是经选
举产生。

2.达成全球贸易协议
当下，英国不能随意跟其

他国家磋商贸易协议，必须由
布鲁塞尔代表欧盟成员国作
商讨；脱欧可取回贸易主导
权。

3.就业市场依旧存在
数据显示，与欧盟贸易有

关的英国职位约为330万个，
而与英国贸易有关的欧盟国
职位则多逾500万个；脱欧后
英国有议价能力，继续与欧盟
正常贸易。

4.不需再向欧盟缴巨额
会费

5.重新管制边境
当下，有多达300万欧盟

国移民居于英国境内，移民数

量并无上限，英国也无法适度
管制边境。而欧盟有意扩大
东欧移民进入英国的人数。

6.移民系统失衡
根据欧盟法律，英国必须

让所有欧盟国成员的移民入
境，不能以他们的个人条件作
筛选。因此造成企业无法从
澳洲等英联邦国家及美国输
入高学历人才。英国脱欧后
可重新审批移民，以能力而非
国籍来筛选移民。

7.夺回司法权
英国国会没权力反抗欧

盟的裁决，而欧盟法院上至英
国驱逐恐怖分子、下至啤酒售
价都要管辖。

8.杜绝移民罪案
欧盟让部分曾犯杀人、强

奸及贩毒等人士随意出入境，
他们进入英国后犯事，英国不
可驱逐。现时英国监狱内有
1万名外国囚犯。

9.拒绝不受欢迎人物入
境

英国过往有权以“不符公
众利益”为由拒绝部分人士入
境，但现时不能以此拒绝欧盟
国人民。

10.对抗恐怖主义
欧盟的自由出入境政策

令欧洲成为恐怖分子温床，目
前多达5000名“伊斯兰国”分
子在欧洲自由行动。

11.土耳其有机会加入欧
盟

如果土耳其加入欧盟，估
计每年将有多达10万人移居
英国。

12.欧盟财政混乱
去年的报告指出，欧盟的

开支连续21年被指不符合财
务条例，存在违规。

13.欧盟经济表现差
从2008年至去年，英国

的经济增长达6.8%，但欧盟
仅为 1.9%；英国失业率为
5%，欧盟则为10.2%。

14.英国企业被欧盟僵化
市场条例所累

只有百分之六的英国企
业在遵循欧盟单一市场条例
时可向欧盟出口产品，作为英
国命脉的小企业损失最大。

15.保障公共服务
大量移民拥入，对英国医

疗、教育、交通及房屋等公共
服务造成沉重负担。

16.控制申请庇护的难民
有统计显示，去年130万

移民申请在英国避难，其中
36万来自叙利亚。

17.欧盟农业补贴预算分
配不公

英国仅获欧盟分配7%的
农业预算开支，比德法意，甚
至波兰少。

18.环保政策矫枉过正
一些规定影响民众生活，

比如吸尘机功率不能大过
1600瓦特。

19.强征增值税
欧盟规定英国政府向每

件货物征收至少5%的增值
税，加重负担。

20.重夺海上专属经济区
国际公约规定，所有国家

可将离岸最多370公里的海
域划为专属经济区，但欧盟将
各成员国的所有专属经济区
划为同一海域，英国渔民的专
属经济区仅有离岸约20公里
的海域，其余海域须与其他欧
盟国渔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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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卡梅伦大声疾呼:“是英国人就不脱欧”

英媒盘点“脱欧”二十大理由

新华社北京电 6月23日，
英国将就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
民公投。“脱欧”与“留欧”两派意
见仍在僵持。

无论结果如何，公投都将给
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带来冲击，给
英国、欧盟乃至世界经济带来影
响，更给欧洲一体化进程增添不
确定因素。

为争取更多选民支持留欧，
英国首相卡梅伦 21日发表讲
话，除一再强调脱欧有损英国经
济和安全外，还大声疾呼：“是英
国人就不脱欧。”

从历史上来看，英国与欧洲
一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1951年欧洲六国决定建立欧洲
煤钢联营，1965年欧洲共同体
建立。而英国1973年加入后，
常以“局外人”的姿态冷眼旁观，
至今在欧洲货币联盟、金融监
管、开放边境等重大问题上均持

“异议”。
在这样的处境下，英国首相

卡梅伦为何还决定举行“脱欧”
公投呢？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欧
盟成员国正在加快欧洲一体化
建设以应对主权债务危机。

“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欧洲一体化建设便将偏离英国

‘推动欧盟朝松散联盟方向前
进’的设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欧洲问题专家申义怀说，
英国不愿向欧盟出让更多主权，
特别是财政主权、货币发行权等
国家核心主权，所以卡梅伦政府
希望借公投提高英国对欧盟事
务的话语权，从欧盟手中夺回部
分权利。

申义怀指出，卡梅伦选择通
过公投打“民意”牌，想以民意堵
住反对派之口，既执行其既定的
对欧政策，又提高其政府威信，
为下一轮大选做准备。

脱离欧盟，英国还会好吗？
英国23日就是否离开欧盟举行公

投。这不仅关乎英国今后的命运，也将
影响欧盟的未来以及全球经济走向。

近段时间，一些外国政要和国际组
织官员也把目光投向英国，就这场公投
表达各自看法。

奥巴马：不留情面发警告
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4月接受采访

时赞赏了英国对欧盟产生的重要影响，
同时也直言不讳地发出警告，如果英国
选择脱欧，英国将在与美国展开贸易对
话时“排在队尾”。

普京：英政府为何自讨苦吃？
普京6月17日就英国首相卡梅伦

当初提议举行公投的初衷提出质疑，直
言“既然他反对（英国脱欧），为何当初又
要提出这一建议？”俄政府希望与一个强
大的欧洲对话，但拒绝就英国公投“选边
站”。

默克尔：留下总比独斗强
德国总理默克尔本月2日说，如果

英国留在欧盟，它将继续通过这一联盟
施加影响力。对英国而言，这将比它在
欧盟外“施展拳脚”更为有效。

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
今年3月警告，脱欧的前景将对英国不
利，英国几乎没有可能与欧盟达成“特殊
贸易协定”。

欧盟：脱欧将“双输”
欧盟经济与金融事务委员皮埃尔·

莫斯科维奇5月8日说，英国脱欧将给英
国自身和欧盟整体带来“双输”局面。

新华社特稿

留欧与脱欧两派缠斗至今，局势发
展早已超出首相卡梅伦的预想。当年迫
于党内压力而不得已在竞选时祭出的公
投“大招”，却因卡梅伦寄望借公投向欧
盟讨要权利、进而增加留欧筹码的策略
陷入失败，而走到如今骑虎难下的地步。

毫无疑问，脱欧对互为倚重的英国
和欧盟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为之
付出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势必高昂。羊毛
出在羊身上，这些成本可能会以政府提
高遗产税、消费税等方式落在英国普通
民众头上，最终由他们来埋单。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欧洲国际关
系室主任赵晨说，从经济层面看，脱欧对
英国工商界和金融界将不啻为一次重大
打击。譬如，英国银行无法再处理欧盟
债券业务，也就拿不到每年至少50亿欧
元的服务费；外国投资者信心会因此动
摇甚至撤资；此外，英国无法再享受欧洲
共同市场“红利”，需要重新就产业标准、
自由贸易区等议题与欧盟和世界其他国
家谈判，这都将是一个很大的制度成本。

政治上，一旦脱欧，之前站在欧盟内
部与外界沟通博弈的英国将独自面对纷
繁复杂的政治事务，从当前国力来看，其
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势必将遭到削弱。

更令人担忧的是，英国从欧盟“出
走”恐怕会产生消极的示范效应和连锁
反应，甚至可能在苏格兰寻求独立的问
题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赵晨说，“苏格兰本身比较拥抱欧
洲、希望能加入欧盟，一旦英国脱欧，反
而会有利于苏格兰公投”。

分析人士认为，眼下留欧派与脱欧
派势均力敌。外部压力加上英国商界和
政府在最后阶段不遗余力地宣传游说，
两成左右尚未拿定主意的选民最终可能
倒向留欧阵营。对实用主义至上的英国
民众来说，善于计算成本是他们的强
项。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平复感性情
绪而回归理性思考，或许才是合时宜、合
时势的应有之义。 新华社特稿

“留欧派”胜算大

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
克本月12日说，如英国“脱
欧”，这将是欧盟和西方政
治文明终结的开始。欧盟
委员会主席容克说：“背叛
之人再归来，不要期待（我
们会）张开双臂迎接。”劝说
也好，警告也罢，处境困难
的欧盟对英国表示“不舍”。

法国《世界报》认为，英
“脱欧”公投激化欧盟国家

民族主义情感。法国、荷
兰、意大利等国极右势力进
一步抬头，并鼓动民众效尤
英国，欧洲一体化进程前景
模糊。

英国《泰晤士报》4月刊
发美国8任前财长的联名
信，表示英国不可能独立解
决重要的跨国性难题，“留
欧”对英国、欧洲和全球都
是最佳选择。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说，
一旦英国“脱欧”，中国在获
得更为自由开放英国市场
的同时，可能要失去英国作
为通向欧洲门户所能发挥
的作用，可能会面对一个更
为保护主义的欧盟。

“脱欧”与否，终究是英
国民众自己的选择，我们等
待一个理性的答案。

“脱欧”派认为，如脱离
欧盟，英国无需再缴纳大额

“摊款”，可以摆脱欧盟繁冗
复杂的管理程序，可推行独
立的金融、移民等政策。

“留欧”派则指出，“脱
欧”给英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更大。

——国际影响力将弱
化。英国“脱欧”，将失去对
欧盟事务的话语权，失去欧

盟“外交依托”，国际影响力
将明显下降。

——社会稳定和国家
统一将受到威胁。“脱欧”可
能激化英国社会矛盾，导致
苏格兰独立问题重新暴露。

——未来经济增长和
金融市场将受冲击。一旦

“脱欧”，英国将无法继续享
受欧盟内部优厚的市场待
遇，需花费数年重新与欧盟

谈判。
英国工商业协会今年

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75%
的外国投资者认为，欧盟成
员国身份是英国整体吸引
力的关键组成部分，“脱欧”
将影响英国对外国投资的
吸引力。标普、穆迪等国际
信用评级公司可能降低英
国主权信用等级，英镑对美
元、欧元的汇率可能下滑。

脱离欧盟，英国还会好吗？

英国“脱欧”，欧盟怎么办？

外国政要怎么看？

英国公投之前景预测

英国公投之各国表态

“留欧”派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举行集会。 新华/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