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 英国央行行长马克·
卡尼 、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
姆·福克斯接连警告称， 英国可
能 “无协议” 脱欧， 即在没有达
成任何正式协议的情况下 ， 于
２０１９年３月退出欧盟。 此前 ， 英
国首相梅已向议会表明 ,必须做
好 “无协议脱欧准备”。

一连串官方表态似乎显示 ，
英国在脱欧问题上正发生转向，
不再纠结于 “软脱欧” 和 “硬脱
欧”， 而可能采取风险更高的选
项。 那么， 英国真能 “无协议”
脱欧吗？ 这将给英国和欧盟带来
哪些风险？

折射谈判困境
英国官方公开讨论 “无协

议” 脱欧， 直接反映了英国当前
在脱欧谈判中的困境。

上月， 英国政府公布脱欧白
皮书， 梅原本希望借此平息国内
关于 “软脱欧” 和 “硬脱欧” 的
争论， 形成统一立场， 与欧盟展
开谈判。

然而， 对于梅精心准备的脱
欧方案， 英国内阁 “硬脱欧” 派
批评向欧盟 “让步太多”， 英国
“脱欧” 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和
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先后辞
职。 欧盟 “脱欧” 谈判首席代表
巴尼耶也给方案泼冷水， 认为方
案 “不可行”， 欧盟不接受英国
“拿走最好的东西”。

按照计划， 英国和欧盟要在
今年１０月前达成脱欧协议， 为后
续批准留出时间。 现在看来， 谈
判似乎走入 “死胡同”， 梅首相
面临 “两线作战”： 在英国国内，
脱欧已成高度争议的政治议题 ，
英国政府难以推动形成政治共
识 ： 在欧盟层面 ， 欧盟立场强
硬， 反对英国挑挑拣拣， 不愿轻

易妥协。
面对现实困境， 英国舆论担

心， 英国难以同欧盟达成正式协
议， “无协议” 脱欧的可能性日
益增大， 英国政府应早做准备。

存在不测风险
去年１月， 梅在发表 “脱欧”

演讲时曾说， “没有协议好过坏
协议”。 如今， 这句话也被不少
媒体翻出来， 说明英国政府可能
选择 “无协议” 脱欧， 而不愿向
欧盟让步。 一些 “无协议” 脱欧
支持者还认为， 英国可以由此彻
底摆脱欧盟束缚， 恢复在世界经
济中的重要地位。

根据 《里斯本条约》 第５０条
（即关于退出欧盟的条款）， 即便
谈判失败， 英国也可以退出， 所
以 “无协议” 脱欧不存在法律上
的阻碍。

但与 “硬脱欧 ” 或 “软脱
欧” 相比， “无协议” 脱欧不仅
意味着英国和欧盟之前的谈判成
果付之东流， 而且可能会带来的
更大经济和社会风险。

“无协议” 脱欧意味着英国
和 欧 盟 之 间 的 贸 易 将 依 照 世
界 贸 易组织规则 ， 这将增加双
方之间的关税水平和壁垒。 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日前预
测， 今后５到１０年间， 英国国内
生产总值 （ＧＤＰ） 将因此下降
４％ ， 而欧盟ＧＤＰ约下降 １．５％ 。
“无协议” 脱欧还将影响英国海
关， 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制
造 “硬边界”， 即重新设置实体
边境海关检查设施。

此外， “无协议” 脱欧意味
着英国退出所有的欧盟机构， 包
括欧洲药品管理局、 欧盟航空安
全局等， 这将给英国在监管认证
上带来障碍。 欧盟明确表明， 化

学品、 药品或汽车等商品的贸易
取决于英国产品是否符合其标
准。 英国汽车行业拥有约８０万名
员工， ８０％的产品对外出口， 而
一旦 “无协议” 脱欧， 英国汽车
将失去欧盟认证。 同样， 与民众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航空 、 药
品、 食物等多个领域， 也会受到
波及。

仍存妥协可能
欧盟认为， 英国现阶段公开

讨论 “无协议” 脱欧， 主要还是
希望展现强硬立场， 迫使欧盟在
一些关键问题上让步。

当前， 虽然正值传统的休假
季， 英国政府依然在进行外交努
力， 向欧盟推销脱欧方案。 梅８
月３日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
会谈， 争取其支持。

英国 《经济学家 》 杂志认
为 ， 相比对欧盟而言 ， “无协
议” 脱欧对英国损害更大， 因此
在这场博弈中， 欧盟不会 “先眨
眼”。 鉴于 “无协议” 脱欧风险
巨大， 英国和欧盟在未来一段时
间仍有可能找到妥协的空间， 但
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从英国方面来看， 最重要的
还是如何弥合国内分歧， 在脱欧
问题上达成共识。 ２０１６年脱欧公
投时， 脱欧派领导人曾向选民承
诺， 英国能够保留作为欧盟成员
国的所有好处， 而不用受到欧盟
的束缚。 但面对欧盟的强硬态度
和现实， 这种鱼和熊掌兼得的想
法已经破产 ， 英国需要权衡利
弊， 考虑更为现实的选择。

从欧盟方面来看， 在英国脱
欧木已成舟的情况下， 与英国进
行最大程度的 “互相伤害” 也并
非最佳选项， 更需着眼脱欧后与
英国关系的重构。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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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 ， 随着 “体验式度
假” 理念盛行， 由当地居民将自
家闲置房间或住宅租给游客居住
的民宿， 近年来获得市场青睐。
但是， 日本的民宿市场并不成熟
完善， 游客可能遭遇民宿 “连环
坑”， 影响旅日度假体验。

曾多次赴日旅游的徐女士告
诉记者： “我出行时喜欢住当地
民宿， 因为有的民宿比酒店空间
更大， 还可以自己做饭。 日本的
民宿普遍条件不错， 还可以体验
当地生活。”

不过， 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
日本民宿监管存在灰色地带， 存
在网络订房难辨合法性、 订单随
时可能被取消、 住宿质量难保证
等诸多问题。 面对这一系列民宿
“连环坑”， 游客需要谨慎考虑入
住安排。

为了更好地规范民宿经营 ，
今年６月， 日本实施了 《住宅住
宿 事 业 法 》 （简 称 “ 民 宿 新
法”）， 规定有意经营民宿者需向
都道府县等地方政府提交附带个
人和房产信息等资料的申请， 获
得受理后方可合法对外提供住宿
服务； 未提交申请的民宿属于非
法经营。

此法规定， 申请获得受理的
民宿每年依法提供住宿服务的时

间不得超过１８０天； 经营者既要
为住客提供卫生、 安全等相关设
施， 还要及时应对邻里投诉， 防
止房客影响他人正常生活。

日本多地的地方政府陆续根
据 “民宿新法” 出台相应地方条
例， 对可经营的区域及时间限制
更为严格 。 以东京都新宿区为
例， 民宿从每周一正午到周五正
午禁止提供服务。

但据日本媒体报道， 截至７
月１５日新法实施满１个月时， 日
本各地实际提交的民宿经营申请
尚不足６０００个 。 而在新法实施
前， 仅分享住宿平台爱彼迎上就
有约５．５万个日本民宿房源。

在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的
要求下， 爱彼迎等一些在观光厅
备案的民宿平台将随时删除非法
房源， 这些房源的已有订单可能
被一并取消。

与此同时， 日本各地政府及
民间都在加强对 “黑民宿” 的打
击和举报力度 。 新法规定 的 民
宿 经 营 申 请 中 有 一 项 重 要 前
提 是 获 得 邻 里 认 可 ， 而 有 些
公 寓 在 物 业 条 款 中 明 确 规 定
禁止民宿经营。

尽管如此， 在日本确定合法
民宿并不容易 。 依照 “民宿新
法” 提交申请并获受理的合法民

宿目前只能通过房屋内张贴的申
请信息来确认。 观光厅介绍， 合
法民宿须在房屋内的明显位置张
贴经营申请相关信息， 其中一项
重要信息是民宿经营申请编号。
但部分民宿业主通过填写虚假申
请编号等方式混过系统审查 。
未在日本政府监管下的民宿预订
网站所登载的房源合法性就更难
保证。

值得警惕的是， 游客一旦预
订了 “黑民宿”， 预订平台可能
取消订单。 即使订单未被取消，
也可能无法顺利入住。 即使成功
入住， 还可能遇到其他问题。

在日本从事旅游行业的王女
士告诉记者， 尽管日本社会治安
环境相对安全， 但 “黑民宿” 引
发的纠纷及罪案常遭曝光。 在预
订日本民宿时应尽量选择可信平
台， 提前了解当地法律规定， 多
与房东沟通以获得合法性、 安全
性等有效信息。

日本国民生活中心负责受理
消费者投诉和咨询以及调解消费
者与商家纠纷。 这家机构近日提
示， 即便是符合 “民宿新法” 条
件的合法民宿， 也未必能够提供
高质量服务， 有意入住民宿者应
意识到这一点。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泰国普吉府海事
官员７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普吉
游船倾覆事故通报情况说， 倾覆
游船 “凤凰” 号有望在１２日被打
捞出水， 对相关人员的责任追诉
及赔偿工作均在积极推进中。

普吉府海事办公室主任威
瓦·齐彻翁说， 打捞工作由泰国
交通部下属海事厅负责， 准备工
作已于２日启动， 只要天气情况
允许， “凤凰” 号就有望在１２日
被打捞出水。

威瓦·齐彻翁表示 ， “艾莎
公主” 号的调查工作进展较快，
泰检方已于７日当天对相关责任
人提起诉讼。

普吉府警察局局长提拉蓬·
提乍龙在发布会上介绍说 ， 目
前， 专家已完成对此前打捞成功
的 “艾莎公主” 号的检查工作。
警方认定， ５６岁的船长湄塔·林
沙昆 “操作导致游船处于不安全
状态， 危及相关人员人身安全”

等行为触犯刑法， 同时认定懒猫
公司员工、 ２６岁的彭大迁 “疏忽
大意， 危及他人身心健康”。

提拉蓬说， 就 “凤凰” 号倾
覆一事， 已有６０人至７０人接受传
唤并录了口供。 他表示， 造成事
故的第一因素是天气突变， 海上
出现暴风雨后， 有其他公司游船
选择躲避或返航 ， 也有游船与
“凤凰” 号一样继续航行但未发
生倾覆， 因此认为 “凤凰” 号倾
覆与船体本身和船长的判断等多
方面因素有关。

７月５日，载有中国游客的“凤凰”
号和“艾莎公主”号游船在普吉岛附
近海域突遇特大暴风雨， 导致船只
倾覆。 “艾莎公主” 号上的３５名
中国游客悉数获救。 “凤凰” 号
上载有８７名中国游客， 其中４０人
获救、 ４７人死亡。 图为8月7日，
普吉府警察局局长提拉蓬·提乍
龙（中）在发布会上介绍案件调查
情况。

泰官员说“凤凰”号有望12日打捞出水

印尼龙目岛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31人

谨防民宿“连环坑”
影响旅日度假体验

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被以洗钱罪指控
新华社电 马来西亚前总理

纳吉布８日再次被检方指控３项涉
及洗钱的新罪名。

在审前听证中， 检方说纳吉
布在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分３次利用
自己的银行账户接收了３笔共计
４２００万林吉特 （１林吉特约合０．
２５美元） 资金。 检方认为这些钱
来自于非法活动收益， 依据马来
西亚反洗钱、 反恐怖主义融资及
非法活动收益法对纳吉布提起控
告。 如果多项指控中的任意一项
被定罪， 纳吉布将面临最高１５年
的监禁和最高五倍于非法所得的
罚款。

纳吉布表示不认罪， 并要求
进行庭审。 法官随后决定将在本

月１０日再次听取控辩双方意见，
届时或将决定庭审日期。

纳吉布７月初被检方指控利
用职权在涉及ＳＲＣ国际的交易中
谋利４２００万林吉特， 触犯了相关
法律 ， 涉嫌贪污和３项背信罪 。
纳吉布否认有罪， 随后在缴纳了
１００万林吉特后获保释。 此次新
指控同样涉及ＳＲＣ国际。

纳吉布２００９年担任总理后设
立名为 “一马公司” 的国家投资
基金， ＳＲＣ国际曾是该公司旗下
能源企业， ２０１２年由马财政部接
管。 纳吉布任总理期间， 有媒体
称 “一马公司” 中有数十亿美元
去向不明， 但纳吉布否认存在违
法行为。

新华社电 印度尼西亚抗灾
署８日说， ５日发生的龙目岛地震
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１３１人， 另
有１４７７人受重伤。

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在当天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地震还
造成４万多座房屋和公共建筑物
被损坏， １５．６万当地百姓被迫撤
离。 随着搜救工作继续进行， 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预计还会
进一步增加。

苏托波说 ， １３１名死者均为
印尼公民。 目前重伤者均已在当
地医院和卫生所接受治疗， 轻伤
者很多， 无法统计到具体数字。

苏托波还说， 龙目岛上的北
龙目县和西龙目县是灾情最严重
的地区。 包括龙目岛在内的整个
西努沙登加拉省已经宣布进入紧
急状态， 该紧急状态将一直持续
到１１日， 当地政府届时再根据情

况决定是否延长。
地震发生后， 龙目岛西北部

的几个热门旅游岛屿也受到较大
影响， 数千名游客被困。 不过，
根据抗灾署发布的最新消息， 截
至当地时间７日１５时， 所有受困
游客都已被成功转移。

中国驻巴厘岛首府登巴萨总
领馆７日下午发布公告说，近期印
尼巴厘岛和龙目岛等地地壳活动
活跃，自然灾害频发。总领馆提醒
中国游客密切关注印尼官方发布
的地震提示和海啸预警，近期切勿攀
爬林贾尼火山或出海游玩， 同时
了解和掌握相关紧急自救知识。

印尼龙目岛北部陆地５日发
生７．０级地震 ， 震源深度为１５公
里。 印尼地震监测部门随后发布
海啸预警， 但２小时后解除预警。
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 每年
发生大小地震数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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