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月10日，为期两天的第六轮
“脱欧”谈判无果而终。欧盟随后向
英国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双方须
于两周内在“分手费”、公民权利和
英国与爱尔兰边界三大核心议题
上达成一致，以便下次欧盟峰会能
把谈判推进至包括贸易协议在内
的第二阶段。否则，下一轮“脱欧”
谈判要等到明年3月才开启。 这意
味着双方要在12个月内完成谈判，
或面临“脱欧”谈崩的局面。

据报道，英国首相特雷莎·梅20
日召开内阁会议， 与多名内阁官员
商讨如何增加“分手费”出价，以缩小
与欧盟600亿欧元要价的差距。英国
政府将于24日向欧洲理事会主席唐
纳德·图斯克提交修改后的出价等

“脱欧”提议。
英国政府希望，修改后的“脱欧”

提议能在12月14日的欧盟首脑会议
上被欧盟领导人接受，允许谈判进入
第二阶段。作为交换，他们要求欧盟
在贸易伙伴协议上取得实质性进
展，并允许英国继续参与欧盟的科
研教育项目。

特雷莎·梅9月在意大利佛罗
伦萨发表演讲时，为“分手费”出价
200亿欧元。报道称，眼下这一数
字可能翻番至约400亿欧元。

欧洲议会议长安东尼奥·塔亚
尼本月13日为英国“脱欧”“分手
费”开出价码，认为英国至少应当
支付600亿欧元，才能满足其对欧
盟的财政承诺。

� � � �英国“经济绩效研究中心”20日
发布报告说，“脱欧” 公投导致英国家
庭生活水准有所下降，每年收入减少
404英镑（约合3540元人民币）。报告
说，截至今年6月、即公投举行一年后，
“脱欧”引发的物价上涨导致英国家庭
平均每周多花7.74英镑（67.8元人民
币），相当于每年损失404英镑。

经济绩效研究中心认为，“脱
欧”对英国工薪阶层的影响更大。

“更高的通胀率也拉低了实际
工资的增长，” 报告写道，“（‘脱
欧’） 公投的影响相当于工薪阶层
年收入平均缩水448英镑（3927元
人民币）， 也就是说损失了一个工
薪阶层差不多一周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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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当地媒体20日报道，为“解锁”陷入僵局的“脱欧”谈
判，英国政府可能会屈从于一直拒绝让步的欧洲联盟，同意
向对方支付约双倍“分手费”。

据报道，英国首相特雷莎·梅20日召开内阁会议，与多
名内阁官员商讨如何增加“分手费”出价，以缩小与欧盟600
亿欧元要价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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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德国大选
后的组阁谈判
不欢而散，自由
民主党退出谈
判，第二大党社
会民主党坚持
当反对党。

默克尔20
日表态， 宁可
重新大选 ，也
不想组成一个
“不稳定”的少
数派政府 。然
而， 不管这次
能 否 组 阁 成
功， 她想要的
德 国 式 “ 稳
定”，似乎已渐
行渐远。

� � � � 毛小红认为，无论如何，目前
困境只会让选民对这些传统“建制
派”政党愈加不满。重新组织一场
大选别的不说，又将花掉纳税人将
近1亿欧元的公帑，而选举结果大
体很可能与这次相差无几，老牌政
党、大党很可能进一步“失分”，受
益的是选择党等“小党”。

9月大选，世界都庆幸德国守
住被极右翼势力步步进逼的欧洲
主流政治堡垒， 没有飞出“黑天
鹅”。 但选择党成功进入议会成为
第三大党，使默克尔陷入目前尴尬
的四党组阁谈判。 毛小红认为，当

前困境，显示以“稳定”著称的德国
政治文化传统已开始崩裂。

另一议会小党左翼党成员安
德烈亚斯·毛雷尔对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说，要挽救组阁谈判还有一个
可能选项，就是“默克尔辞职”，因
为这可能会让社民党同意联合执
政。

默克尔已表示如重新选举，她
愿意继续领导联盟党参选，目前联
盟党内也没有比她更具号召力的
人选。但默克尔的第四个总理任期
能否获得议会多数支持，外界疑虑
渐深。即使成功当选，四年任期能
否坐满也堪忧，存在提前大选的可
能。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 � � �目前组阁成功看似无期，谁来
为当前困局负责？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德人文交流
中心副主任、 德国问题专家毛小红
告诉记者， 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从未有过组阁失败的案例， 只是
组阁谈判时间长短有区别。 据资料
统计，1980年以来，平均每届大选结
束后40天能选出总理。2013年，大选
结束后花了86天才组阁成功。 从本
届大选9月25日结束算起，这次四党
组阁谈判时间至今还不到两个月。

自民党19日宣布退出组阁谈判
后， 默克尔向联邦总统弗兰克·瓦
尔特·施泰因迈尔汇报情况。 这位
原本仅拥有象征性权力的国家元
首突然成了一个关键角色。德国基

本法规定，如组阁失败，总统有权
提名总理人选，但也需要获得议会
过半支持；如提名失败，议会各党
也有机会推荐总理人选，但一样需
要多数支持。如仍不成功，总统有
权解散议会， 宣布重新举行选举，
大选需在随后60天内进行。

施泰因迈尔表态说，仍希望说服
各方重启组阁谈判，联盟党与社民党
的“大联盟”或“黑黄绿”组合也好，
“不要把责任推回给选民”。他在发言
中避开了议会第三大党德国选择党。
其他各政党先前都明确表态过不会
与这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结盟。

施泰因迈尔当过两届外交部
长，作风稳健，曾为爱妻捐肾治病，
在民间口碑甚佳。但他毕竟不是实
权人物，是否有能力把各方拉回谈
判桌有待观察。

� � � �另一个关键人物是此次公然
“撂挑子”的自民党党首克里斯蒂
安·林德纳，《柏林日报》20日一篇
评论认为林德纳是在“耍花招”。

这篇文章分析， 自民党在执政
理念上与联盟党相对接近， 但2009
年至2013年， 自民党在联盟党阴影
下参与联合执政，未能兑现减税等重
要竞选承诺。2013年大选，自民党遭
遇滑铁卢， 甚至没跨过5%选票的议
会门槛。林德纳一直希望自民党重振
雄风。此次谈判，自民党希望获得财
政部长等重要职位却不能如愿，干脆

退出。自民党指望重新选举能让它争
取更多“中间偏右”选票，或者借机积
蓄力量。

联盟党和绿党都指责自民党
单方面退出不负责任。 自民党成
员福尔克·维辛则在接受德国电
台采访时说， 要怪就怪默克尔无
力协调各方冲突。

另一个选择是联盟党撇开自
民党，与绿党组成一个占联邦议院
44%议席的少数派政府。 默克尔执
政12年来还没跟绿党结盟过。绿党
领袖之一安东·霍夫赖特已表示愿
意继续组阁谈判。社民党20日重申
不会参与组阁，支持重新选举。

竭力缩小与欧盟600亿欧元要价差距

“脱欧”致英国家庭荷包缩水

两欧盟机构各迎“新东家”
� � � � 经过激烈角逐和抽签决胜，
法国首都巴黎和荷兰首都阿姆斯
特丹20日分别战胜对手， 获得英
国“脱欧”后欧洲银行管理局和欧
洲药品管理局的“接管权”。

英国今年3月正式向欧洲联盟
递交“脱欧”信函后，总部设在英国
首都伦敦的欧洲银管局和欧洲药管
局“搬家”事宜被欧盟提上日程。

欧洲银管局成立于2011年，
主要负责为欧盟成员国的银行业
事务制订和协调规则。

欧洲药管局的主要职责是批准

欧盟地区新药上市、评估药品安全等。
法国和荷兰方面对投票结果

表示欢迎， 称将做好两家机构搬
迁过渡工作。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对于英国而
言，两个欧盟机构的迁出将对经济和
政治造成打击。欧盟委员会在投票结
束后发表声明说，此次欧盟两个机构
重新选址是英国“脱欧”的直接结果，
也是首个具体结果。欧洲议会的保守
派党团欧洲人民党说：“对英国而言，
这是‘脱欧’造成的首个伤口。”

（综合新华社电）

谁能收拾困局

党派各怀心思

“稳定”政治传统崩裂？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 � � �德国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
领导人、总理默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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