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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发展报告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发布会暨
“英国脱欧与中英关系”论坛综述

夏　 添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欧洲学会英国研究分

会联合主办ꎬ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和

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承办的«英国蓝皮

书:英国发展报告(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发布会暨“英

国脱欧与中英关系”论坛在京举行ꎮ 来自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十几家学术

机构的皮书作者、编者ꎬ英国驻华大使馆、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及新闻媒体等单位代表 ７０ 余

人参加了会议ꎮ

«英国发展报告(２０１５－２０１６)»由北京外国

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和中国欧洲学会英国研究

分会共同组织编写ꎬ追踪了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以来英

国内政外交、经济社会的走势ꎬ聚焦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举世瞩目的英国脱欧公投的进程ꎬ分析、预判

英国脱欧对英国自身政治经济发展、欧洲一体

化、全球化进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乃至中英关

系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ꎮ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在发布会致辞中

指出ꎬ«英国蓝皮书»是北外教育部国别和区域

研究基地建设的最新成果ꎬ学校将进一步发挥

多语种、多学科的优势ꎬ推动各学科与国别区域

研究的有机结合ꎬ主动服务国家战略ꎮ 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在致辞中提出ꎬ«英

国发展报告»是北外英国研究中心与国内同行

协同合作所取得的成果ꎮ 英国驻华使馆公使衔

参赞罗帝思(Ｔｉｍ Ｌｏｓｔｙ)就脱欧后英国面临的

变局、中英关系的走势发表了演讲ꎮ

«英国蓝皮书»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

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围绕皮书主题报告作了发

言ꎮ 他结合«英国蓝皮书»２０１６ 年度报告的“英

国脱欧公投与英欧关系”及“英国脱欧背景下

的中英关系”两大主题ꎬ分析了英国脱欧的原

因及其影响ꎬ对 ２０１５ 年大选后常态化的政策发

展及英国脱欧、保守党政府更迭这一变局进行

了解读ꎬ并就中英发展战略对接、中企在英并购

投资、英国产业结构调整、英国国际秩序观演

变、英国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等前沿问题

进行了探讨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在对

英国蓝皮书主题报告的点评中指出ꎬ英国脱欧

为英国研究和欧洲研究提出了新课题ꎮ 中国学

者在分析英国脱欧的原因ꎬ追踪英欧关系发展

走向等问题的同时ꎬ需要对英国未来的国际角

色、中英关系、欧洲一体化的未来乃至全球化的

发展做更深入的思考ꎮ 他特别提出了值得学术

界进一步观察的三个问题ꎮ 其一ꎬ摆脱欧盟框



架束缚的英国将变得更加封闭、更加内倾ꎬ还是

更加开放、更加接纳全球化ꎻ未来的英国是全球

性力量还是地区性力量ꎮ 这对认识全球治理和

中英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走向至关重要ꎮ

其二ꎬ 英国脱欧后ꎬ欧洲一体化是会深入发展

还是去一体化进程加快ꎮ 在没有英国的欧盟内

部ꎬ德国和法国将发挥怎样的领导作用ꎮ 其三ꎬ

英国脱欧和欧洲一体化面临的问题是否意味着

全球范围内跨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化进程放缓ꎬ

逆全球化进程将如何发展等ꎮ

在“英国脱欧与中英关系论坛”发言环节ꎬ

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认为ꎬ不能孤立看待

英国脱欧问题ꎬ而应把英国脱欧作为国际现象

的一种反映ꎮ 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ꎬ欧洲的局

势进一步变化ꎬ整个国际形势会如何发展、产生

怎样的影响ꎬ应进行深层次的思考ꎮ 当前世界

处于剧烈变革之中ꎬ“变”和“乱”可谓近年的关

键词ꎮ 以往这两个词容易令人联想到中东、撒

哈拉以南的非洲等地区ꎻ而今天却发生在西方

世界的核心国家———英国和美国ꎮ 英国公投和

美国大选的结果都反映出了当下的反全球化思

潮ꎬ其对于国际格局的冲击和影响必须引起重

视ꎬ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形成多大程度的冲击

也值得关注ꎮ 在英国脱欧对中英关系的影响问

题上ꎬ马振岗大使认为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ꎬ中

英两国仍将坚持“黄金时代”共识ꎬ拓展务实合

作ꎬ但也需注意到英国政府忙于加强国内团结

和应对脱欧带来的负面效应ꎮ 总之ꎬ英国在政

治外交、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其固有特点ꎬ不会因

脱欧而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ꎬ应结合英国的历

史文化和外交传统加以认识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认

为ꎬ尽管目前脱欧在程序上还会有波折ꎬ而且不

一定按照普遍预期的方式进行ꎬ但英国脱欧事

件基本已不可逆转ꎮ 脱欧对西方政治生态的影

响可概括为三点:第一ꎬ西方政治确有向右转的

趋势ꎮ 在一些国家ꎬ极右政党上台ꎬ而在更多的

国家ꎬ极右势力虽未直接执政但产生的影响逐

渐加强ꎮ ２０１７ 年德、法大选的结果值得关注ꎮ

第二ꎬ当前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在坚持

“国内优先”原则ꎮ 英国新首相上台后表示要

关注“国家和社会未能享受经济全球化福利者

的诉求”ꎬ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政府也均

在强调这一点ꎮ 第三ꎬ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特

朗普当选ꎬ都很难说会导致全球化彻底逆转ꎬ但

全球化也不会再按照过去的方式继续发展ꎮ 当

前ꎬ反全球化问题在全球化中心地带的边缘化

群体中不断加剧ꎬ呈现出发达国家“后院起火”

的态势ꎬ其影响不可低估ꎮ 从欧盟层面来看ꎬ欧

洲国家民粹主义势力将在其刺激下进一步发

展ꎮ 欧洲目前的两股力量仍在较量之中ꎬ不可

能完全倒退至欧盟形成之前的状态ꎬ但一体化

进程停滞不前有可能成为常态ꎮ 欧盟的未来依

然取决于今后几年欧洲的经济发展状况ꎬ也正

因为欧洲经济发展状况并不理想ꎬ欧洲局势并

不乐观ꎮ 就脱欧对中英关系的影响而言ꎬ广义

上讲ꎬ即使英国脱欧ꎬ也依然是欧洲国家ꎬ中英

关系仍是中欧关系的一部分ꎮ 欧洲统一市场对

英国非常重要ꎬ目前很难确定英国是否会完全

退出欧洲大市场ꎬ但很可能会出现一种出乎意

料的新模式ꎮ 此外ꎬ特朗普上台后ꎬ俄美关系的

改善、欧洲和美国局势的变化也可能对中英关

系、中欧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外客座教

授丁一凡着重分析了脱欧对英国金融业的影

响ꎮ 他认为ꎬ脱欧无疑将对英国金融业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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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的地位产生巨大的冲击ꎮ 作为世界最大

的外汇交易市场、美元、欧元的市场交易中心以

及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交易市场ꎬ伦敦从中受益

巨大ꎬ脱欧会动摇其目前的地位ꎮ 英国退欧导

致英镑大幅贬值ꎬ持续疲软ꎬ也意味着英镑购买

力下降ꎬ但英国的国际贸易却能从中受益ꎬ金融

业在 ＧＤＰ 中的比重反而上升ꎮ 究其原因在于ꎬ

英国脱欧使英国金融机构从欧洲大陆回撤资

本ꎬ反而增加了对本国的投资ꎬ但其长期的影响

仍有待观察ꎮ 脱欧是否会对英国的金融地位产

生冲击ꎬ从根本上看仍取决于巴黎和法兰克福

未来的发展定位ꎮ 虽然目前两地基础设施条件

和伦敦相比不具备优势ꎬ德法资本流动的自由

度也不及英国ꎬ但不排除其中长期有取代伦敦

的意愿、趋势和潜力ꎮ 英国能够长期保持全球

金融中心地位离不开欧盟的政治支持ꎬ如果脱

欧后欧盟决策层要求撤回对伦敦欧元交易中心

地位的支持ꎬ则会大大打击英国的国际金融中

心地位ꎬ未来这一局面是否出现归根结底还是

取决于双方的政治谈判结果ꎮ 在人民币离岸中

心地位问题上ꎬ丁一凡教授认为ꎬ未来伦敦对人

民币交易可能产生更大的依赖性ꎬ对人民币投

资的兴趣加大ꎬ投资开放度和吸引力也将进一

步增长ꎬ因此ꎬ中英关系可能会因脱欧走得更

近ꎮ 但在中企对英投资方面ꎬ英镑贬值导致其

购买力和支付力下降ꎬ投资回报率降低ꎬ中国对

英投资还必须考虑英国金融地位的变化对其国

际收支支付能力的影响ꎮ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从

两个层面对脱欧后英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做了判

断ꎮ 一是英国如何设计未来的道路ꎬ取决于其

政治定位ꎮ 脱欧后ꎬ英国自身的定位将更加复

杂ꎬ欧洲成为更偏重于地理层面的概念ꎮ 英国

政府的世界观一直倾向于宣扬自己“全球力

量”的定位ꎬ采取实用主义的原则ꎬ但过分强调

实用主义有可能演变为机会主义ꎬ即过于重视

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战略定位ꎮ 为了弥补失去

欧盟这一平台的损失ꎬ英国需要明确当下的资

源、平台和机制ꎬ加大对现有平台和资源的重

视ꎬ重新获得对欧盟决策的影响力ꎮ 目前ꎬ英国

已更加重视 Ｇ７ 等平台ꎬ积极塑造自身具有象

征意义的全球力量角色ꎬ特蕾莎梅首相重提

英国的核力量和朝鲜核问题ꎬ也是在宣示英国

的全球视野和影响力ꎮ 此外ꎬ北约也将成为英

国对欧盟施加影响的平台ꎮ 二是英国将运用何

种工具实现政治外交的目标ꎮ 脱欧后ꎬ英国将

强调以主权国家的角色而不是欧洲的一个普通

成员来执行外交政策ꎬ将更多地利用经济金融

力量、安全力量等实现政治外交目标ꎬ在工具的

选取上会体现更多的灵活性ꎮ 总而言之ꎬ英国

在政治上可能会趋于保守ꎬ外交政策也可能会

从“脚踩两只船” (美欧)向“第三只船” (中国

等新兴力量)转变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李靖堃

分析了脱欧公投背景下英国政治面临的多重困

境和危机ꎮ 她认为ꎬ这些困境主要体现在四个

方面ꎮ 首先ꎬ英国传统的议会主权原则受到挑

战ꎮ 此次脱欧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作为直接民

主形式的全民公投对英国议会主权传统的挑

战ꎮ 其次ꎬ英国的精英政治 /精英民主面临合法

性危机ꎮ 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带来了精英民主

失败、民粹主义获胜的声音ꎬ也是西方普遍存在

的“反精英”、“反建制”、“反移民”现象的缩影ꎮ

西方国家是否会抛弃精英民主走向民粹主义ꎬ

还是将在精英民主和民粹主义之间寻求新的平

衡点ꎬ依然有待观察ꎮ 再次ꎬ英国政党政治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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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ꎬ各党派均面临问题:保守党将继续受到欧

洲一体化问题的困扰ꎻ工党内部分歧更加严重ꎬ

民众支持率进一步下降ꎬ左右翼力量相较而言

右翼更占优势ꎬ欧洲左翼政党也普遍面临困境ꎻ

苏格兰民族党、自由民主党和英国独立党在脱

欧公投后也面临着未来发展方向的定位问题ꎮ

最后ꎬ英国的国家统一面临新风险ꎮ 苏格兰重

提独立诉求ꎬ北爱尔兰问题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也有所显现ꎮ

在论坛的点评环节中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提出ꎬ论坛的专家发言

并未局限于英国脱欧问题本身ꎬ而是从西方政

治生态整体右转、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演变、

全球化的未来等层面进行分析ꎮ 这对未来的学

术探讨与思考有两点启示:一是中国研究者需

要“走到外面来”ꎬ跳出问题本身来看问题ꎬ避

免就事论事ꎬ关注更多视角以获得更为全面的

认识ꎻ二是“沉到下面去”ꎬ学术界对英国脱欧、

美国大选等事件结果的预测失误ꎬ一定程度上

是由于看待问题浮于表面ꎬ如只听取精英言论

和媒体民意调查的误导ꎬ应该“走基层”多接触

真正的民意ꎮ 对于脱欧与全球化的关系ꎬ他认

为ꎬ英国在欧洲层面可能会更加地区化(ｌｏｃａｌ)ꎬ

在世界层面则会更趋全球化(ｇｌｏｂａｌ)ꎬ这其实是

英国外交传统的反映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教授张志洲表示ꎬ从美国大选、英国脱欧

可以得出结论:西方精英阶层已经越来越难以

把控国家政治的发展方向ꎮ 全球化带来的贫富

差距、社会阶层的分化是造成精英阶层和社会

底层关注点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ꎬ社会底层普

遍不满ꎬ反叛精英政治ꎮ 全球化本身就会给全

球治理带来一定的问题ꎬ全球化推进得太快ꎬ产

生了世界性的不良反应ꎬ这也是在世界范围内

广泛产生反全球化呼声的原因ꎮ 这些问题在一

定程度上是全球化自身的逻辑带来的ꎬ全球化

和地区化之间需要寻找新的平衡点ꎮ

(作者简介:夏添ꎬ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国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ꎻ责任编辑:宋

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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