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部
環球市場首席經濟師 潘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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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
最新發展及潛在影響
英國正式通知歐盟決定脫離之後，雙方很快便會就退出協議
進行談判。初步跡象顯示，退出談判將是一個艱鉅過程，難以
逆料。迄今為止，脫歐決定還沒有對英國經濟造成明顯損害，不過
退出談判啟動後，難免會出現一段漫長的不明朗時期，大大拖累英國

■ 文翠珊早前突然
宣佈，提前舉行國
會大選。

的經濟表現。

脫

歐公投以來最重大的事態發展之一，是

48.1% 則選擇留下。英格蘭大部分地區和威爾

文翠珊（Theresa May）突然決定，要求

斯強烈支持脫歐，而倫敦、蘇格蘭和北愛爾蘭

在 2017 年 6 月 8 日舉行國會大選。此舉旨在擴

大部分選民則支持維持現狀。

大執政保守黨的大多數議席，以便在國會順利
通過所需的脫歐法案。

文翠珊經英國國會許可後，終於在 2017 年 3 月
29 日引用《里斯本條約》第 50 條，正式通知歐

英國最終脫歐，差不多肯定會對世界經濟構成

盟，英國決定退出。其後，歐盟於 2017 年 3 月

威脅，香港也不例外。英國現時仍留在歐盟，

31 日公佈談判指導方針草案。指導方針列出歐

脫歐的負面影響可能假以時日才會浮現，然而，

盟希望與英國談判的大致方向，已於 2017 年 4

英國經濟轉弱，加上英鎊失去活力，長此以往，

月 29 日獲其餘 27 個成員國批准。

可能減弱該國消費者及企業對進口的需求。此
外，英國脫歐後，作為進入歐盟門戶的吸引力

歐盟最快可在 2017 年 6 月開始與英國就退出問

將會失色，繼而侵蝕該國作為主要投資目的地

題談判。根據《里斯本條約》第 50 條，退出

的優勢。另一方面，香港可以協助英國公司進

談判須在啟動之日算起兩年內完成。如果談判

軍亞洲，開拓歐盟以外的商機，發揮更大的作

在兩年後仍未完成，經其他成員國一致同意後

用。

限期可以延長。如果延期不獲同意，英國將在
2019 年 3 月 29 日自動終止作為歐盟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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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退出協議生效或談判期限屆滿前，所有歐盟

2016 年 6 月 23 日，英國舉行歷史性全民投票，

法例仍適用於英國。在此期間，英國依然是歐

通過脫離歐盟，結束雙方長達 44 年的關係。整

盟成員國，必須繼續履行歐盟所有義務及責任，

體來說，51.9% 的選民投票贊成退出歐盟，而

但不得參與歐盟新政策的討論和決定。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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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後與
歐盟合作的計劃
英國已表明，在即將舉行的談判中不會爭取歐

更有甚者，與歐盟的貿易協定往往需要多年才
能完成。歐盟各成員國在協定中的利益有所不
同，要達成妥協殊非易事。

盟的半成員國或準成員國地位，或者其他可讓

新型關稅關係

英國「 半留半退 」的模式。英國的計劃是與歐

英國表示，在退出歐盟後，將留在關稅同盟之

盟一刀兩斷，離開歐盟單一市場及關稅同盟，

外。英國希望與其他夥伴即時談判此類貿易協

不再受歐盟法院管轄，不再為歐盟財政預算出

議，同時仍遵守其歐盟義務。英國政府正考慮

資，並終止歐盟公民自由進出英國的權利，以

多個與歐盟作出新關稅安排的方案，例如制訂
全新的協議，或者保

取回移民審批權。

持為現有關稅同盟一
些元素的簽署國。

這個計劃顯示，英國
無意複製歐盟半成員
國的模式，特別是挪

歐盟關稅同盟實質上

威和瑞士的模式。挪

是一項貿易協定，規

威是歐洲經濟區和歐

定已進入關稅同盟任

洲自由貿易聯盟的成

何一個國家的貨物都

員，而瑞士則是歐洲

可以自由移動到關稅

自 由 貿 易 聯 盟 成 員，

同盟其他國家，不用

並與歐盟簽訂多項雙

繳納關稅、進行邊境

邊協定，得以在多個

檢查、執行原產地規

行業自由進入該單一市場。這兩種模式曾被視

則和辦理海關手續。關稅同盟各成員都受到歐

為脫歐後英國與歐盟關係可能使用的原型。就

盟的共同商業政策和共同對外關稅的約束，並

貿易而言，英國無意採用其他國家現行的模式。

且不得與其他國家自由談判貿易協定。

全面自由貿易協定

英國現正設想與歐盟簽訂某種關稅協定，代替

英國不會採用上述各種模式，但會爭取與歐盟

關稅同盟成員地位，以豁免跨境貿易關稅，並

訂立新的全面並對等的自由貿易協定，盡可能

盡量方便通關。這種協定可能訂明英國與歐盟

擴大歐盟的市場准入。這一協定將使雙方企業

同意對進行貿易的貨物實施相同的產品規例，

享有最大的自由度進行貿易，並在彼此市場經

並可能要求英國的法例在某些領域與歐盟協調

營。協定亦可能嘗試在金融服務等某些特定經

一致，包括消費者保障、競爭法和知識產權等。

濟領域結合單一市場的元素。不過，由於歐盟
已排除英國逐個行業參與單一市場的做法，這

世貿組織規則的角色

種專門擇利而行的策略將困難重重，甚至不可

英國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但與歐盟其他 27 個

能實現。

成員國一樣，與世貿的關係大部分由歐盟管轄。
英國退出歐盟後，必須重新談判其作為世貿成

英國希望，在根據《里斯本條約》第 50 條的兩

員的條件，包括英國可對來自其他成員的進口

年談判期限結束時，能就未來與歐盟的合作關

貨物徵收的最高關稅水平。預計在短期內英國

係達成協議。然而，歐盟卻選擇分階段的做法，

將嘗試採用歐盟的關稅表，但長遠來說，將會

首先談判退出的條件，而非未來的貿易關係。

利用其新獲得的自由度來制訂本身的關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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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英國與歐盟不能達成貿易協定，雙邊貿易

迄今為止，脫歐沒有對英國經濟造成重大損害。

關係將由世貿法規約束。在這種情況下，英國

事實上，英鎊在公投後大幅貶值，不僅有助英

可自由對從歐盟和其他地區輸入的貨物徵收進

國出口，還吸引了大量海外遊客，令貿易及旅

口關稅。另一方面，歐盟有義務對來自英國的

遊業出現小陽春。過去數年英國失業率一直向

進口貨物徵收共同對外關稅。貨物一跨越歐盟

下，現在跌勢持續。利率方面，一些論者早前

與英國邊境就要徵收關稅，換言之，英國進入

曾預期今年內會上升，但在脫歐公投後，利率

這個單一市場時不會有任何優惠待遇。

卻一直徘徊歷史低位。

可以肯定，英國要與歐盟達成有利的貿易協定

儘管如此，越來越多跡象顯示，消費者日益謹

將是一場艱鉅的談判。有些人評論英國與歐盟

慎，因為英鎊疲弱會推高通脹，而即將展開的

談判的計劃時說，英國可能高估了其談判籌碼。

退出談判亦會使企業對長期投資持審慎態度。

歐盟佔英國的出口約 47%，可是英國只佔歐盟

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官方將 2017 年 GDP 增長

出口的 7%，由此可見，英國與歐盟進行貿易的

的 預 測， 從 2016 年 11 月 時 的 1.4%， 提 高 到

需要，較歐盟與英國進行貿易的需要為大。

2017 年 3 月 時 的 2%， 並 將 2018 年 和 2019 年
的 GDP 增長預測，分別從 1.7% 和 2.1% 調低

對英國可能造成的後果

至 1.6% 和 1.7%。

公投結果立即衝擊英國金融市場，主要是股價

退出談判展開肯定會帶來一段漫長的不明朗時

暴跌，英鎊大幅貶值。然而，這些波動為時短

期，將嚴重影響英國的經濟表現。歐盟佔英國

暫。雖然英鎊至今仍然疲弱，但股市已恢復上

出口近半，出口企業可能暫緩投資，直到英國

揚。不過，文翠珊決定提前舉行大選，令金融

與歐盟貿易的條件談妥為止。英國與歐盟之間

市場再度大幅波動。

的新安排日見不明朗，預料會進一步阻礙投資
流入，外國公司可能會選擇投資歐盟其他國家
以替代英國，藉此確保可自由進入單一市場。
為此，英國政府呼籲立即就未來與歐盟的自由貿
易關係進行談判，同時亦作出準備，以便盡早與
第三國簽訂新的協定。環顧當前國際趨勢，貿易
談判日益在區域或集團的基礎上進行，英國政府
必須從頭開始與多個國家和貿易集團談判。歐盟
市場龐大，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與之相比，
英國進行上述談判時，議價能力卻較小。

■ 受公投結果影響，英鎊大幅
貶值，利率亦一直徘徊低位。

另一方面，英國可能喪失金融服務業的「 牌照
通行權 」
（passporting rights）
。目前英國的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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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及金融機構可以根據這種通行權在歐盟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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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匯豐集團可能將約 1,000 個職位從倫敦

經營，萬一失去通行權，將威脅到倫敦金融城
的主導地位，並鼓勵金融服務企業遷往歐盟其
他地區，特別是法蘭克福和巴黎等歐元區城市。

期

008
香港印刷業商會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遷往巴黎，而高盛（Goldman Sachs）宣布計劃

盟出口不到 10%，但是英國從大多數歐盟成員

將大部分駐守歐盟的職位轉到法蘭克福；此外，

國的進口遠超其出口。因此，德國等出口主導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預計也會將一

國家與英國的貿易有順差，英國是其重要市場。

些員工由英國轉到歐盟多個成員國。
脫歐談判期間，預料英鎊將持續受壓，繼續拖
更有甚者，退出協議一旦不能達成，將帶來破

累歐元，從而加劇全球貨幣不穩定。初步跡象

壞性極大的社會、政治、金融和經濟後果。如

顯示，退出談判將是艱巨而難以逆料的過程，

上所述，沒有退出協議就要回歸世貿規則。英

歐盟應會推遲貿易協定談判，直到英國有秩序

國對歐盟的出口除了要繳納較高關稅外，英國

退出的條件取得充分進展為止，包括結清退出

企業亦會面臨更複雜的技術壁壘和海關手續。

涉及的款項（即英國為履行現有和將來義務而

此外，北愛爾蘭（仍是英國一部分）與愛爾蘭

須向歐盟繳付的金額，估計高達 600 億歐元）
，

共和國（歐盟成員國）之間須重設海關邊界，

以及解決北愛爾蘭邊界問題和直布羅陀地位問

亦可能為英國帶來尖銳的政治問題。重設海關

題。談判若日見不明朗，只會導致金融市場波

邊界的問題已鼓勵北愛爾蘭要求就愛爾蘭統一

動加劇，繼而可能進一步損害全球經貿環境。

問題進行公投，而蘇格蘭舉行另一次獨立公投
的壓力亦在增加，在這些情況下，英國政府必

英國是主要的金融中心，也是歐洲少數幾個增

須處理英國最終分崩離析（即使短期內難成事）

長較快的經濟體之一，對歐盟整體來說，失去

的可能性。

英國肯定會對歐盟的增長產生負面影響。此外，
歐盟若失去英國這個開放貿易及服務業的有力

對歐盟可能帶來的影響

支持者，也將進一步受損。在成員國層面而言，

脫歐不僅將對英國構成嚴重威脅，也會對全球

如愛爾蘭和荷蘭，受到的影響應最大。

與英國有密切的貿易、投資和金融聯繫的國家，

整體經濟帶來重大的影響。目前，英國是世界
第五大經濟體，佔全球 GDP 的 4%，而且是歐

然而，歐盟一些成員國可能因英國退出而有所

盟第二大經濟體，佔歐盟 GDP 的 16%。英國也

受惠。例如德國和法國這兩個歐盟最大經濟體，

是世界第五大貿易國，佔全球貿易總額的 3%，

大有條件吸收從英國分流過來的貿易及投資。

亦是歐盟第二大貿易國，佔歐盟貿易總額的

法蘭克福和巴黎勢將大受歡迎，贏得倫敦失去

10%。英國脫歐可能打亂歐盟與英國之間穩固

的銀行及金融業務。即使愛爾蘭和荷蘭也會從

的經貿關係，對歐盟帶來損害。雖然英國佔歐

英國脫歐獲益。愛爾蘭的法律制度與英國類似，
對原本在英國投資的公司大有吸引力，而荷蘭
則可憑卓越的交通運輸網絡而獲垂青。
在政治方面，英國脫歐將壯大歐盟各地民粹主
義者和疑歐政黨的聲勢。雖然反建制黨派在短期
內不易取得權力，但其支持度上升，應會鼓勵
部分歐盟成員國的執政黨採取較趨民族主義的
立場，甚或促使他們推動脫歐公投。即使最終沒
有成員國選擇脫離，但若反歐盟情緒加劇，亦
將阻礙歐盟進一步整合及發展，對世界各地來
說，歐盟可能會變成並不那麼有利可圖的市場。

■ 對歐盟整體來說，失去英國肯定
會對歐盟的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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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的預期影響
雖然英國脫歐對亞洲的影響不大，不過英國與

更重要的是，英國經濟疲弱，加上英鎊貶值，

歐盟建立新關係所帶來的不明朗因素，仍可能

進口需求將會減少。

對香港企業有不利影響，損害他們對英國的貿
易和投資。2016 年，英國是香港在歐盟的第三

投資方面，現在英國是歐盟接收外商直接投資

大市場，來自香港的進口達 500 億港元，佔香

最多的國家，脫歐可能侵蝕英國作為主要投資

港對歐盟出口總額的 15%；此外，英國也是香

目的地的優勢。英國作為進入歐盟的門戶、企

港在全球第 12 大市場，佔香港全球出口總額的

業地區總部的所在地，以及來自歐盟的投資目

1.4%。香港對英國的出口，約 56% 是消費品，

的地，其吸引力可能會減弱。

包括電子產品、服裝、珠寶、玩具和鐘錶等，
在這種情況下，預料脫歐後，一些香港公司可

而資本貨物則佔 37%。

2016 年香港 15 大出口市場
比重（%） 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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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英國接收來自香港的直接投資遠較歐
盟其他成員國所接收的為多 ， 2015 年總額達

主要市場

億港元

全球

35,880

100.0

-0.5

中國內地

19,340

54.2

+0.4

美國

3,240

9.0

-5.3

日本

1,170

3.3

-4.9

印度

1,170

3.3

+14.6

台灣

750

2.1

+14.6

越南

720

2.0

-5.8

總計

德國

670

1.9

-5.1

2,490 億港元，佔香港對歐盟投資總額的 65%；
此外，英國接收的香港投資，佔香港全球投資
總額 2.1%，除 3 個國家外較世界其他國家為多。

2015 年香港十大
對外直接投資目的地
接受投資國家／
地區

億港元

比重（%）

118,690

100.0

英屬維爾京群島

48,410

40.8

中國內地

47,020

39.6

開曼群島

4,550

3.8

英國

2,490

2.1

百慕達

2,270

1.9

新加坡

610

1.7

+4.8

荷蘭

570

1.6

+10.3

韓國

540

1.5

-0.6

阿聯酋

530

1.5

+13.2

澳洲

1,350

1.1

英國

500

1.4

-8.5

美國

860

0.7

加拿大

750

0.6

新加坡

710

0.6

盧森堡

700

0.6

泰國

480

1.3

-2.3

澳門

410

1.1

-11.7

澳洲

350

1.0

-3.6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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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考慮將其在英國的部分投資轉移到歐盟其他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另一方面，預料脫歐會促使越來越多英國公司

不過，英國在 2019 年 3 月 29 日之前很可能仍留

走出歐盟，在亞洲尋找新商機和新市場。香港

在歐盟，香港與英國的關係暫時一切如常。英

作為區內的商業中心，與英國在歷史、文化和

國將繼續執行歐盟的貿易政策，直到確實的退

貿易上有密切聯繫，可以幫助英國公司於亞洲

出條件生效為止，可是從長期來看，兩者在監

特別是在中國拓展，發揮重要作用。▓

管上的差距擴大可能會增加出口到該國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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