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瑛

英欧达成“脱欧”协议，英议会表决悬念大
约翰逊需要奋力争取政治盟友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支持

据新华社伦敦 10月 17日电 欧盟委员会
主席容克 17日宣布， 欧盟委员会与英国政府
就英国“脱欧”达成协议。英国国内高度关注这
份协议能否在英国议会通过。

“同意机制”备受关切
依据欧盟方面 16 日晚通报的 “脱欧”协

议，爱尔兰海中、即北爱与英国其他地区之间
将设监管和关税边界。北爱地区法律意义上留
在英国关税区内，但在关税和配额等方面需要
遵守欧盟贸易规则。英国和欧盟将设立联合委
员会，进一步确定不能运往欧盟的货物清单。

就北爱民主统一党关切的“同意机制”，即

北爱地区各政党今后能就在北爱和英国其他
地区之间设置监管和关税边界有多少否决权，

协议规定“脱欧”过渡期结束后 4年，北爱地区
议会有权决定是否继续遵守上述贸易安排。具
体表决机制是获得简单多数支持或北爱两派
政党各 40%的议员支持。选择哪一种机制将由

三分之二议员确定。

如果表决机制确定为简单多数，4年后北爱
议会有权再次决定是否遵守上述贸易安排。 如果
表决机制是跨党派许可， 议会有权在 8年后再作
决定。北爱议会如果决定退出贸易安排，将启动两
年通知期，以便欧盟的替代安排到位。

为确保达成英欧自贸协定，约翰逊就“公平
竞争环境”向欧盟作进一步让步，同意“脱欧”后
不废弃欧盟现行环境、劳工权益和税率等标准。

政治盟友尚未支持
分析人士认为，这份协议能否在欧洲议会及

英国议会通过仍存悬念。

目前，首相约翰逊领导的执政党保守党在议
会下院没有多数席位，约翰逊如果想推动新版协
议获得英国议会下院通过，必须争取北爱民主统
一党、保守党内强硬“疑欧”派议员和先前因“反
水”而遭开除保守党党籍的 21名下院议员支持。

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表示，因为关税、同意
机制和增值税率不清晰，目前仍无法支持这份协
议。此前，特雷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正
是因为未得到北爱民主统一党的支持而流产。

《卫报》报道，如果英国议会“放行”，欧盟打算
赶在 10月 31日“脱欧”期限以前再次召开峰会，

批准新版“脱欧”协议的法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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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费改革的蝴蝶效应

一些媒体及专家认为，邮费改革将产生
蝴蝶效应，带来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局面。

几家欢喜几家愁
彭博社指出，邮费改革后，从事跨境运输

的美国物流快递公司可能会迎来机遇。 目前
在国际快递服务中， 主要玩家除了万国邮政
联盟系统，还有联邦快递和联合包裹（UPS）、

DHL等国际快递巨头，以及部分国际航空代
理等。相比于邮政系统，这些国际快递公司的
运费更高，但运输效率也更高。改革后，随着
政府支持的邮政服务价格提升， 私营邮递企
业的价格将显得更具竞争力。

不过，邮费提升对美国邮政局（USPS）未
必是件好事。尽管邮费将有所提升，USPS的
跨境订单预计将大幅减少，恐将蒙受损失。

而对部分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来说，新
制度可能会有负面影响。 业内人士指出，无
论是美国进口商，还是与外国客户打交道的
美国国内企业， 如果需要承担入境包裹邮
费，就将面临成本上升的问题。一些商家可
能选择将费用转嫁给消费者，这意味着美国
老百姓将忍受抬价后的跨境电商直邮商品。

中国电商受影响
9月终端费改革方案达成后， 中国代表

团表示支持：“中国一直在积极与所有成员
国合作，并试图本着万国邮联精神，找到一
个积极的解决和妥协方案。”

业内人士指出， 由于中国电商市场庞
大，新制度势必将对中国跨境电商卖家造成
影响。一方面，随着调整后物流费用大幅提
高，将提升中国电商企业的成本，尤其会让
很多出口美国的跨境电商中小卖家受伤。另
一方面，万国邮联中其他符合条件的国家可
能效仿美国，自行制定终端费，最终结果就
是邮费和商品涨价。

不过业内人士也指出，除了万国邮联和
其他国际快递之外， 中国卖家还可以考虑改
变物流策略，寻找合适的海外仓来中和成本。

这对中国的一些物流公司来说也是机会。

■本报记者 杨瑛

上月召开特别会议通过改革方案，美明年起将自行设定终端费

万国邮联推新政，美国转念“不退群”
一年前，美国白宫威胁要退出万国邮政联

盟，并开启倒计时。如今一年之期已到，特朗普
政府却选择与万国邮联达成新改革方案，继续
留在该组织内。从“退群”到“留群”，一向鼓吹
“美国优先” 的特朗普政府这次却通过多边协
商机制解决问题，背后有何考量？

美不满终端费制度

2018年 10 月 17 日，美国白宫宣布，美国
即日起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的程序；如果未
来一年未能与万国邮政联盟达成有利于美国
的新协议，届时美国将会退出该组织。

万国邮政联盟（UPU，简称万国邮联）的前
身是“邮政总联盟”，距今已有 145 年的历史，

是仅次于国际电信联盟的世界第二古老的国
际组织。万国邮联现为联合国国际邮政事务专
门机构，宗旨是促进、组织和改善国际邮政业
务，发展邮政方面的国际合作，并向成员国提
供可能的邮政技术援助。该组织共有 192个成
员，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白宫当时在声明中表示，万国邮联的宪章
改革未有充分进展，让外国邮政服务以廉价邮
费把商品寄到美国，损害美国邮政局和企业的
收入。《华盛顿邮报》指出，在万国邮联的国际
邮政业务中，有一项“终端费”业务，也是特朗
普政府此前想“退群”的导火索。

所谓终端费，即包裹重量在 4.4磅（约 2公
斤）以下时一个成员国可以向另一国家收取的
商定费率。 这一规定自上世纪 60年代起就被
执行，主要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以低价向欧
美等较富裕国家邮寄小型包裹。然而，费率是
统一的，但各国经济水平并不相同，一些发达
国家国内的运输成本要比万国邮联的终端费
高出很多，这导致这些发达国家需要大量补贴
自己的邮政系统。举例而言，在美国境内运输
一件 4.4磅重的包裹，费用在 19至 23美元，而
在终端费制度下，美国邮政局递送一件来自中
国的类似包裹只能收取 5美元。

《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政府对终端费制度
早有不满，但只有特朗普在任内提出了切实行
动， 主要还是电商的兴起。 美国邮政管理局
2015年的一项报告称， 万国邮联的邮费系统
“创造了赢家和输家”，大量来自中国的小包裹
运往美国，为此美国邮政局和零售商每年要花
费数亿美元来平摊物流成本， 美国成了那个

“输家”。此外，邮费低廉、电商的蓬勃发展还加
剧了美国零售业和制造业的损失。

还有一些媒体指出，美国“退群”意在针对
中国电商的崛起。事实上，万国邮联曾在 2016

年修改协议，对部分中国出口商品上调邮费。但
白宫对现有制度依旧不满。

“退群”威胁引发担忧

彭博社指出，“退群”符合特朗普在处理国
际关系时一贯的“美国优先”主张，以及其对多
边主义的怀疑态度。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
已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
候协定、伊朗核协议等多项多边协议。

和前几次一样，美国要“退群”的消息一度
引发各界担忧。 万国邮联秘书长比沙尔·侯赛
因曾警告称，该机构成立近 150年来从没有任
何国家退出过，美国的退出将是一场“噩梦”，

届时全球邮递服务将被中断，美国邮票将不再
得到海外认可。

美国亿贝网（eBay）、亚马逊等电商巨头也
公开反对美国与万国邮联“分手”，称此举将使
一些跨境电商小企业业务中断。

美国的“退群”威胁也遭到西方盟友的反
对。奥地利《新闻报》曾指出，日内瓦的行业专
家说，如果按照美国的要求，那么欧洲邮件寄
到美国的邮资也将增加。

紧急开会峰回路转

就在外界对美国“退群”倒计时忧心忡忡
时，事件却在今年 9 月峰回路转。一直怂恿特
朗普政府对万国邮联“下手”的白宫“鹰派”贸
易顾问纳瓦罗率团赴日内瓦商谈改革一事。

9月 25日，万国邮联第三次特别大会通过
终端费改革方案。纳瓦罗确认，美国将继续留
在该组织。《纽约时报》指出，这是万国邮联成
立 145年以来第三次召开紧急会议。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报道
称，在否定了包括美国提出的允许所有成员国
自行设定费率等多项改革方案后，与会成员国
以超过半数的投票通过了“第五方案”。新方案
规定，一年内进口邮件超过 7.5万吨的国家，将
被允许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自行制定终端
费，这意味着美国可以设定自己的入境邮费。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与符合自行设定
要求的法国、加拿大、日本等其他国家私下展
开协商，确保费率维持在既定框架内。联邦快
递政府说客吉姆·坎贝尔预计， 美国的终端费
可能上升 125%至 180%。

此外，协议还规定，作为交换，美国及其他
决定自行设置费率的国家，将对万国邮联提供
经费支持， 在未来 5年内向该组织支付 4000

万美元，用于支持安保及退休金等基金项目。

出于自身利益考量

达成协议后，纳瓦罗将谈判结果称为“特
朗普外交政策的又一次胜利”， 并表示万国邮
联等国际组织应尊重美国的权利，继续为成员
国服务。也有一些声音认为，在多次任性“退
群”后，一向鼓吹单边主义的美国这次“拥抱”

了多边主义。

对此，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国与
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张贵洪表示，特
朗普政府这次没有“退群”，是对美国自身经济
利益考量后的结果。如果美国“退群”，对美国
和万国邮联将造成“双输”的局面。一方面，美
国承担了联盟中第一多的经费，退出将引发国
际组织运营困难。另一方面，如果美国退出，美
国邮政局将无法再使用作为全球邮递体系基
础的法律、规章和技术框架，这可能会使美国
寄收包裹的过程陷入混乱。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
指出，不管是单边还是多边，都只是特朗普政府
的一种手段， 其最终目的还是在于使美国获得
利益最大化， 与万国邮联达成协议就符合这一
目的。美国在维护国际规则、执行国际法方面，

呈现出一个两面人的状态，所谓“合则用不合则
弃”，符合美国利益就大张旗鼓地宣扬，不符合
利益就退避三舍。 这也解释了为何特朗普政府
对不同国际组织区别对待， 因为本质上他不是
“为了退而退”，而是为了达成自身目的。

不过，张贵洪也表示，双方达成协议可以
看作是近年来美国与国际组织多边协商中比较
积极的案例。此前美国屡次“退群”，都是因为与
其他国际组织谈不拢，这次“留群”也带来一些
启示。一方面，随着技术革新和时代发展，国际
组织需要对规则和制度进行相应调整， 更好地
适应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共同需求；另一方面，美
国也应在现有的国际规则下来处理国与国之间
的关系，面对矛盾和冲突，并非只有“退群”一条
路。同时，作为大量国际组织的发起国和世界强
国，美国应当在国际组织中承担更多责任，甚至
是“牺牲”，而不能仅以经济利益为考量。

刁大明表示，在进入选举周期后，特朗普
的“美国优先”策略不会改变。特朗普上任两年
多来，在很多政策上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是因
为在其所构建的以大国博弈为上限、以“美国
优先”为下限的政治框架内，存在很多真空地
带，以至于很多政策会出现摇摆。而特朗普政
府的这种政策不确定性未来仍将持续。

9月 24日，在瑞士日内瓦，各国代表出席万国邮联特别代表大会开幕式。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