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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約翰遜完勝 英脫歐在即

英相：掃清脫歐障礙

12月 12日英國大選投票結果

出爐，目前的執政黨保守黨在 650

席中獲得了下議院 365席過半議

席，與上屆相比增加了48議席。

這是自撒切爾夫人（Margar-

et Thatcher）在 1987年獲得第

三任首相任期以來，保守黨在下議

院獲得議席最多的一次。首相約

翰遜表示，保守黨在英國大選中

重獲勝利，已在下議院中為英國

脫歐「掃清了障礙」。他說：「我

們將在 2020年 1月 31日之前按

時完成英國脫歐，沒有如果、沒

有但是、沒有也許（No ifs, no 

buts, not maybe.）。」

英國紛擾三年半之久的脫歐

歹戲，在首相約翰遜 12日提早的

大選獲勝後，似乎獲得終結。自

脫歐派 2016年 6月在公投中以

52%的支持率獲勝以來，前首相

梅伊所引領的英國脫歐進程可說

是一波三折。力主脫歐的前倫敦

市長約翰遜雖於 2018年 7月取代

梅伊入相，但最終也沒能按照預

期讓英國在 2019年 10月 31日

正式退出歐盟。

藉由本次大選的勝出，約翰

遜底氣十足的表示，如此強有力的

支持讓新政府可以尊重英國人民

的民主意願，他將兌現承諾，讓英

國在 2020年 1月 31日退出歐洲

聯盟。英國整體股匯市也因脫歐局

勢的明朗化而於隔日積極反彈。

歐盟不再幻想                 
川普務實趕訂貿協 
原本仍對二次公投保有一絲

期待的歐盟布魯塞爾高層，在面

對此一局勢也紛紛調整了原本的

觀望心態務實對待。法國總統馬

克龍認為，這項選舉結果讓形勢

變得明朗；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

爾表示，歐盟已做好準備，制定

優先目標，願與英國就未來關係

展開談判。他希望英國與歐盟此

前達成的脫歐協議能盡快在英國

議會獲得通過。

至於更為務實的川普陣營，

則是以行動回應約翰遜的勝出。

在基本達成美、墨、加貿易協議，

以及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後，

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 12月 16日

表示，他將會於明年 1月初和美

國副國安顧問馬特‧博明（Matt 

Pottinger）前往英國「商談很多

事情，包括貿易」。他說：「我們

期待與首相鮑里斯‧約翰遜達成

貿易協議。我們可能很快就會開

始這項工作。」

早在今年 9月，川普總統就表

示支持約翰遜脫歐，並承諾在英

國脫歐後，美國將與英國達成一項

「非常大的」貿易協議。副國家安

全顧問博明與貿易官員一同前往

意味著除了貿易，美英兩國可能

還會討論有關華為、5G建設、歐

洲乃至全球防禦、未來世界秩序

等安全問題。

瓦解工黨激進路線

在本次的大選中，最值得觀

察的是工黨的潰敗與獨派的再次

崛起。最大在野黨工黨這次選舉

結果可以「歷史性崩盤」形容，只

贏得了 203席，與 2017年的選舉

結果相比，丟失 59席，失去國會

話語權；主張蘇格蘭獨立並留歐的

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

al Party，SNP）贏得 48議席，

比上屆增加了 13議席；而過去因

保守黨席次危殆而在北愛邊界問

題上一直居關鍵角色的親英國北

愛爾蘭民主聯盟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DUP），則是

掉了兩席只剩 8議席；新芬黨 (7

席 )和社會民主工黨 (2席 )合計 9

席，勝過 DUP的 8席，這也是英

國史上主張愛爾蘭統一的民族主

義派，在下議院席次首度超越親

英國的聯合派政黨。同時，過半

的保守黨席次，也讓民主聯盟喪

失了既有的關鍵地位。

工黨的崩盤不是沒有跡象。

「老左派」的黨魁柯賓，亟欲擺脫

新自由主義經濟壓制、修正貧富

差距、解除階級動亂危機，而不

惜以「復古社會主義」的主張，聯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萬分不耐脫歐之路歹戲拖棚的英

國民眾，在首相鮑里斯‧約翰遜

「堅持脫歐」，「沒有如果」、

「沒有但是」、「沒有也許」的

堅定口號聲中，即便是在這嚴寒

的12月天，仍以逾6成的投票率為
過去荒腔走板的脫歐政策釘板，

讓約翰遜領導的保守黨獲得過半

席次，在充分授權下毫無懸念地

挺向脫歐之路。而試圖喚醒70年
代前社會主義路線的工黨，則是

慘遭選民打臉。

◆墨西哥副外長希德（Jesus 

Seade）12月 14日針對美、墨、

加最新貿易協定中的一個的附件

表示反對，過去一週，美、墨之間

進行了激烈的談判，制定了更嚴格

的勞工權利規則，旨在降低墨西哥

的低薪優勢。美國眾議院週五（12

月 13日）提交的執行這個協定的

附件中，指定最多 5名美國專家，

將監督墨西哥當地勞工改革的遵

守情況。墨西哥對外關係部副部

長兼北美首席貿易談判代表希德

（JesusSeade）認為：「這項規定

是美國國會和美國政府做出政治

決定的結果，顯而易見，美國沒

有與墨西哥進行磋商，我們並沒

有就此達成一致。我們保留審查

這些規定的範圍和效力的權利，

毫無疑問，我們的政府和人民認

為這些規定毫無必要。」希德還表

晚間 10時 41分至 48分成功進行

了另一場關鍵測試。」發言人也表

示，「研究成果」將會「進一步應

用於可以增強北韓可靠的戰略核

子嚇阻能力」。朝中社在 14日的

報導中說：「這次舉行的重大試驗

結果對即將再次改變朝鮮的戰略

地位發揮重要作用，並具有重大

意義的成功測試。」但未闡述測試

的具體內容。

川普在 8日的一則推文中說：

「金正恩極為聰明，如果他採取敵

對的行為，朝鮮將損失慘重，實

際上（會失去）一切。」

朝鮮的西海衛星發射場與洲

際導彈項目息息相關，有分析人

士預計，朝鮮有可能不久之後會

在該發射場用長程運載火箭發射

一顆衛星。聯合國的有關決議禁

止朝鮮從事有關彈道導彈活動，

但朝鮮曾以衛星發射為藉口進行

長程導彈試射。

不過，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副

教授威平‧納朗 (Vipin Narang)

對美國之音說，從朝中社有關這次

最新試驗的報導措辭中看，在這

次試驗中，幾乎可以肯定，朝鮮測

試了很可能是洲際彈道導彈的長

程導彈的發動機。

為了不使西方偵測到該發射

基地的動態，朝鮮當局在西海衛

星發射基地的地下建造了鐵道及

地底車站，如此一來，就能夠直

接在發射場底下進行裝卸貨物。

另外，朝鮮也在距發射臺 150公

尺處新建了疑似飛彈組裝場建築，

當飛彈組裝完畢之後就可直接送

上發射臺。

韓國當局分析衛星照片後推

測，現今朝鮮可能已建成了該處

室內飛彈組裝廠等設施，使得能

夠在地下完成液體燃料注入作業。

所以，2016年 2月朝鮮發射光明

4號人工衛星之時，美國和韓國情

報局都無法在第一時間監就測其

相關動向。

一位不願意公開姓名的情報

官員透露，最近美國出動了包括

軍事衛星（KH11）等在內的各式

偵察機，並集中鎖定朝鮮在西海

衛星發射基地一帶的動向，可是

效果仍然十分有限。

朝鮮中央通信社（KCNA）

引述國防科學院發言人聲明指出：

「西海衛星發射基地 12月 13日

朝鮮宣布進行「重大試驗」 地下組裝  難以偵測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在華府與平壤核子談判陷入僵局

之際，朝鮮官媒14日報導，朝鮮
13日在西海衛星發射基地進行了另
一場「關鍵」測試，以增強該國

的戰略性核子嚇阻能力。美國官

員曾表示，朝鮮此前承諾關閉這

個火箭試驗場。

合黨內進步派左翼提出了令商賈

外資驚駭的社會主義激進改革路

線，包括：水、電、鐵路⋯⋯等

等國家基礎建設全數收歸國營；

啟動「無條件基本收入」；主張修

正勞工法推行「勞工董事」制度

（一間公司的員工達到一定人數，

就必須由股東選出「監事會」，然

後再由「監事會」去任用董事），

讓英國民眾仿若置身 70年代以前

的英國社會主義政治氛圍。

過於激進的猛藥，除令資本

家卻步，也讓溫和左派選民與中

間選民質疑其可行性，轉向支持

約翰遜的明確主張；再加上柯賓原

本反全球化、反歐盟自由化管制的

立場，卻因在野殷殷期望其引領制

衡保守黨，進而讓己身陷入脫歐與

留歐的模糊地帶，也讓黨內掉入

嚴重的路線之爭，使得原本支持他

的選民拂袖而去，幾個重要的工黨

傳統票倉也都因此瓦解。

至於獨派的再次崛起，也是

本次大選另一個極端表徵。在蘇

格蘭地區全部 59議席中，主張留

歐的蘇格蘭民族黨贏得 48議席，

比上屆 35議席增加了 13議席。

身為黨魁的蘇格蘭首席大臣斯特

金表示，大選結果顯示這是蘇格

蘭人民的勝利，再次加強了以往

選舉對蘇格蘭民族黨的授權，也

是讓蘇格蘭人民可以選擇自己的

未來。她強調，首相約翰遜無權

阻止蘇格蘭再次舉行獨立公投。

經濟利多還是夢靨？

脫歐所帶來的經濟衝擊始終

是英國民眾揮之不去的夢靨。

英國智庫國家經濟暨社會研究所

（NIESR）認為，英國脫歐之後所

付出的經濟代價，大於延期脫歐和

終結脫歐不確定性。經濟學家漢

茨謝（Arno Hantzsche）表示，

英國脫歐完全不會有預期中的所謂

「協議紅利」。

英相約翰遜於17日在英國國會於本屆新科議員前發表演說。他一個堅持「三個沒有 」既清晰又明確的口號，為
保守黨迎來歷史的高峰。(AFP）

寰宇新聞

英相：沒有但是   沒有如果   沒有也許   堅持明年1月31日脫歐   

示，他已致函致美國貿易代表萊

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

並將前往華盛頓，直接向萊特希

澤和美國國會提出質疑。

◆美國太平洋空軍、日本航

空自衛隊、澳洲皇家空軍與新西蘭

皇家空軍於 9日出發，進行為期

5天的空投物資行動，6架 C-130

運輸機在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的 55

個小島上空投下 176箱「耶誕禮

物」，為超過 2萬多人提供援助。

其中包括：食物、飲料、衣物、

藥品、教育用品與玩具等。該行

動已經連續進行第 68年。除公益

外，也能在任務中進行跨區多點

空投的實際訓練，所獲技能將為

部隊提供戰鬥援助，且在自然災

害發生時及時提供救援有助益。

◆美國飛機製造商波音公司

的暢銷機型 737 MAX在兩起事

故發生後，全球禁飛。美國聯邦

航空總署（FAA）表示，不會在

2020年之前同意這款機型復飛，

於是波音董事會在芝加哥開了兩

天會之後拍板定案，於 17日宣

布，先處理庫存飛機交貨事宜，

並自 2020年 1月起暫停生產 737 

MAX型號飛機。這是波音超過

20年來首度做出暫停生產的決

定。停飛後，波音損失已超過 90

億美元。到目前為止，即使在美

國聯邦航空總署同意恢復商用飛

行前不能交貨，波音每月仍持續

生產 42架 737 MAX飛機，每月

向供應商購買多達 52套零組件。

◆玻利維亞臨時總統埃涅茲

12月 14日宣布，前總統莫拉萊

斯因涉及煽動叛亂罪，未來數日

內將對他發出逮捕令。埃涅茲還

簽署並頒布了新選舉法案，立法

大會將在 20天內選舉新的最高選

舉法院成員，最高選舉法院負責

確定大選日期；最高選舉機構確

定之後，必須在 120天內舉行總

統選舉。法案還特別規定，此前

連續兩次任總統的玻利維亞人不

得再次競選總統。因此，莫拉萊

斯將不能參加本屆總統選舉。莫

拉萊斯已獲得智利庇護，據悉，

玻利維亞前副總統、前外長等官

員也逃到阿根廷。

◆韓國當局悄悄引進美國 4

架全球鷹無人駕駛偵察機，原本應

當於 17日舉行抵達儀式，卻因天

氣問題而延後儀式。此一變化或正

中韓國當局下懷，媒體稱韓國不想

大事聲張購進全球鷹，並決定不公

開任何相關資訊，原因是擔心朝

鮮等批評。全球鷹議案由盧武鉉

時擬定，朴槿惠時拍板。中國外

長王毅剛剛訪問韓國，未知是否

批評談及全球鷹案。韓國軍方內

外有批判聲稱，當局對全球鷹相

關內容一律不予公開的決定是源

自於對朝鮮的低姿態。

◆日本東京於 12 月 15 日

舉行了「 保護香港守衛自由」集

會遊行，有近千人參加。包括：

日本中港臺留學生、部分華人居

民，以及日本聲援香港反送中抗

暴的多個團體。遊行隊伍圍繞著

日本政府辦公中心地段的霞之關

行進，他們希望日本政府也能夠

像美國那樣，公開在香港問題上

發聲，為香港人權法案立法。在

眾多日本居住的華人中，一位大

陸留日學生黃同學公開表示，非

常認同香港學生的抗爭，「 香港學

生的抗爭早該如此，這是必然的

事情。」

◆美國參議院撥款委員會 12

月 16日發布的綜合支出法案，

包括對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

（USCIRF）進行三年重新授權。

參議員馬可‧盧比奧（R-Fla）

的女發言人表示：「在 2020財年

的《聯合撥款法》中納入與美國國

際宗教自由委員會（USCIRF）

相關的規定，對於繼續推進全球

宗教自由至關重要。」她說：「兩

黨的妥協重新授權了 USCIRF三

年，並提高了其信譽和透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