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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院通过夺取议会控制权动议，“脱欧”前景迎来“摊牌”时刻

英国议会“夺权”，约翰逊警告可能提前大选

■本报记者 陆依斐

英国议会下院 3日通过一项从保守党领导
人、 首相约翰逊手中夺取议会议程控制权的动
议。约翰逊随后警告，如果议会通过延迟“脱欧”

议案，他将要求解散议会并提前举行大选。

21名保守党议员“反水”

英国议会 3日结束夏季休会后复会。正如
外界预期， 当议员们回到威斯敏斯特宫时，迎
接他们的是决定英国政府命运以及 “脱欧”前
景的“摊牌”。

当天，英国议会下院以 328票赞成、301票
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从约翰逊手中夺取议会
议程控制权的动议。 动议通过后， 议会下院 4

日将就“无协议脱欧”议案进行辩论投票。如果
议案通过，将迫使保守党政府将“脱欧”推迟至
2020年 1月 31日， 除非今年 10月 19日前议

会投票通过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或
“无协议脱欧”。

表决结果公布后，约翰逊表示，动议的通
过将带来严重后果，议会处于破坏任何“脱欧”

协议的边缘。如果议会通过延迟“脱欧”议案，

提前举行大选将是唯一选择。

此次动议之所以能够获得通过，可能与约
翰逊近日蓄意延长议会休会一事有关。英国女
王伊丽莎白二世 8 月 28 日同意约翰逊请求，

让议会自 9月第二周某一天起开始休会大约 5

周，直至 10 月 14 日女王作演讲、开始议会新
会期。 舆论批评约翰逊此举挤压议会议事时

间，为议员阻止政府“无协议脱欧”设置障碍。

尽管约翰逊提前对麾下议员下了 “通牒”：9

月 3日投票支持动议的保守党员会被 “扫地出
门”，当天仍有 21 名保守党议员“反水”。据英国
《太阳报》消息，约翰逊已责成保守党党鞭办公室
将这 21名“叛乱分子”除名。

约翰逊的政治豪赌

有分析认为，流失众多议员已使保守党失去
在议会的多数优势，约翰逊将领导一个极其不稳
定的少数派政府， 因此提前大选不失为一个选

择。但这对约翰逊而言将是一场政治豪赌。

如果胜出，约翰逊将声势大振，反对“无协议
脱欧”力量则会被大幅削弱，过去三年阻碍议会在
“脱欧” 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僵局也有望被打破。如
果败选，约翰逊将成为英国历史上最“短命”首相。

法新社报道，如果投入议会选举，保守党不
仅面对工党挑战，还将面对坚决主张“脱欧”的英
国脱离欧盟党和坚决主张“留欧”的自由民主党。

提前大选可能有三种结果：约翰逊继续执政、

科尔宾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或产生悬浮议会。

不过，是否提前大选不是约翰逊一个人说了
算。英国原定 2022年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依据

现行法律，提前解散议会须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议
员投票支持， 这意味着约翰逊需要其他党派，尤
其是工党支持。

尽管工党领袖科尔宾呼吁提前大选，但工党
目前对约翰逊的动机表示怀疑。还有分析指出，鉴
于工党在民调中表现不佳， 其对提前大选的前景
并不那么乐观。据报道，科尔宾现在的诉求是先通
过延期“脱欧”立法，再商大选事宜。此外，如果议
会阻击“无协议脱欧”失败，工党准备发起对约翰
逊政府的不信任投票，这同样可能触发提前选举。

那么，如果提前大选，将于何时举行？有报道
称，可能的选举日是 10 月 14 日，而议会必须在
选举日前 25个工作日解散， 这意味着议会将不
得不在 9月 9日左右解散。

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约翰逊无法提前大
选，而议会阻击“无协议脱欧”成功，那么他将陷
入困境，所剩选择可能只有前往布鲁塞尔，寻求
将“脱欧”进程延长至 2020 年 1 月，并试图与欧
盟达成协议。

杂音难挡中德彼此需要

■本报记者 安峥

对默克尔访华，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主任郑春荣指出，中德关系长期以来面临一
些杂音，也存在一些与中德关系大局不相匹
配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但这些想法不会
轻易影响中德关系的大局。在全球经济和国
际格局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背景下，这些
杂音挡不住中德两国的彼此需要。

“中德已形成源于产业结构差异和互补
性的贸易依赖， 这是经济和市场选择的结
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
洪建指出，但德国内部仍有疑虑，有人担忧中
德经贸关系会影响德国政治、社会层面。这种
担忧全无必要， 因为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通
过经济联系来施加政治影响、干预对方政策。

“这也回到中德、中欧关系面临的一个
老问题， 即双边合作易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
响。 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在很多方面都唯美国
马首是瞻。”崔洪建说，展望未来，一方面，欧
洲国家应在意愿上更坚定地区分什么是自己
的利益；另一方面，要从能力着手，中德、中欧
需要培育出更多不可替代的合作领域和成
果，激发中欧合作的内生动力和稳定基础，不
再随风起舞。

其实，放眼欧洲，中德关系在很多领域
都处于领先地位：经贸总量、投资合作、高层
密集互访等。 中德不仅有政府间磋商机制，

还有 70多个对话合作机制， 为增强政治互
信、增进彼此理解和支持提供制度保证。

“默克尔准备在 2020年组织一场中欧峰
会，帮助加深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人们有理
由期待，默克尔此访能为中德关系下一轮发
展做出中长期规划，也将为中欧关系发展注
入更多正能量。”郑春荣说。

同受美国单边主义威胁，中德需要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深化中欧合作

默克尔周五访华，经贸将成首要议题
■本报记者 安峥

本周五，“铁娘子”默克尔的专机又将在北
京降落。 这是这位德国总理上任 14年来的第
12次中国行， 距离上次访华仅过去一年多时
间。就在 6月 G20大阪峰会期间，默克尔刚刚
和习近平主席举行过会晤， 如今时隔 3月，中
德领导人将再次在北京见面。

将访问北京和武汉

对中国民众来说，默克尔是常客———她是
仅次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来华次数最多的外
国领导人。在过去 11次对华访问中，默克尔先
后到访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天津、成都、合
肥、沈阳、深圳等多座城市，会见政要商贾之
余， 也给普通民众留下平易近人的印象。2006

年 5月，她在北京的菖蒲河公园散步，与晨练
老人们一起玩太极球；2014年 7月， 她访问了
“天府之国”成都，跟川菜大厨学做宫保鸡丁；

2015年 10月， 她在中德共建的安徽合肥学院
品尝学生酿制的黑啤，还在合肥市郊的乡镇小
学教孩子们做算术题。从沿海到内陆，从西南
到东北，从城市到乡村，过去 14 年里，默克尔
在中国多个角落印下足迹。德国前驻华大使柯
慕贤认为，默克尔是“来华次数最多、最了解中
国的西方国家领导人”。

这次访华，根据德国政府网站发布的声明
以及外媒报道，默克尔将“打卡”北京、武汉两座
城市、 出席多场活动： 与李克强总理举行早餐
会， 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欢迎仪式， 讨论双边关
系、经济政策和国际问题，并举行联合记者会；

与习近平主席共进晚餐；率领大型商业代表团，

出席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会议和中德对话论坛
闭幕会议；参观中德两国企业；参观位于武汉的
中德友好医院，并在华中科技大学发表演讲等。

不难发现，默克尔此访延续了率大型商贸
团同行、参观两国企业的传统，继续上演走访
新城市、与当地民众亲密接触的“保留节目”。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认为，

从行程安排和站点选择看， 经贸仍是此访最主

要的议题； 与此同时， 中德互为全方位战略伙
伴、 德国又是联合国安理会 2019年至 2020年
非常任理事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贸组
织改革等全球性议题也是双方将讨论的内容。

“引人注意的是，这次默克尔将访问两家
德国企业，都是汽车零配件供应商，都在中国
数座甚至十余座城市投资建厂，取得良好的成
果。 她为何一次访问两家业务相似的德企？在
美国威胁要对作为德国经济支柱的汽车业施
加惩罚性关税之际，默克尔的站点选择给出信
号：中国市场备受德方赞赏和期待。随着中国
进一步开放市场，很多德国企业率先从中方的
新一轮举措中获益，它们希望拥有更大的发展
和更广阔的前景。”郑春荣指出。

此外， 德方也有意愿加强人文等领域交
流，促进两国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有媒体置评，

默克尔再次访问中国的大学，显示了她对年轻

一代在促进中德关系方面所起作用的深刻理
解，这可能是她作为德国总理留下的政治遗产
之一。不少德国人期待，默克尔此行能为德国
带回更多的中国经验、资本、人才和技术，推动
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
建认为，贸易是默克尔此访的最大目的和看点。

一是国际层面，中美贸易摩擦、美欧贸易争端仍
然悬而未决， 同为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体
的中德，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二
是双边层面， 中德贸易合作面临提质增速的需
求，传统合作领域、合作项目遇到来自技术、行
业变化方面的挑战， 中德需要及时捕捉这些变
化，尽快落实两国已经达成的诸如电动车、新能
源、自动驾驶等领域的合作。其次，早日签署中
欧投资协定已成为欧方的一大关切， 双方就此
已谈判多年，相关条件逐渐成熟。默克尔此番可

能会站在欧盟立场， 向中方提出欧洲方面的期
待和要求。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向前发展，或
是此次双方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样一来，中欧之
间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

多边主义再确认

默克尔此访正值全球经济增长受到美国单
边主义威胁、 国际金融市场因美国对包括中国
在内的国家发动贸易争端而动荡之际。 受到上
述因素影响，近段时间德国经济呈现走软趋势。

德国央行指出，第三季度的增长数据可能表明，

依赖出口的德国经济正陷入衰退。与此同时，令
人欣喜的是， 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近 200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
双边贸易额继续稳步增长。 中国连续三年位列
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德国各界普遍认为，中国
的发展和创新活力将为德国带来更多机遇。

专家认为，德国的经济问题增加了德方讨
论经贸合作的必要性， 但外部环境的延续和变
化或许更值得关注。“一方面， 美国对其主要贸
易对象国（包括中国、欧盟）持续施压的整体态
势并无改变；但另一方面，美国也存在一些新的
动向，可能进行策略调整，比如在中欧之间做区
分，拉拢欧洲向中方施压。”崔洪建指出，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日前访问欧洲时就提出一个新概
念———重启美欧关系， 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会采
取利诱的手段，说服欧洲国家转移“目标”？事实
上，这种观点在欧洲存在一定的市场。

面对上述新局势，崔洪建指出，中德首先
要把立足点放在反对单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
体系的共识上。今年下半年是个节点，不少悬
而未决的事务可能都会产生结果，包括美欧贸
易谈判。在美国的现行政策下，如果大家各自
为战、如果德国或欧洲的态度有所松动，它们
将沦为单边主义的下一个受害者。因此，中德
需要对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立场进
行再确认。郑春荣指出，德国和中国一样，都是
出口导向型国家，面临诸多共同挑战。中德加
强合作、寻找共同机遇、推动经济发展，对于维
护世界秩序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