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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伊格德蒙特原訂於當地時間前日下午
6時(香港時間昨晨)演說，但臨時推遲

一小時，有傳第三方介入調停。後來議會
正式開始，普伊格德蒙特先大篇幅介紹加
泰羅尼亞獨立運動和訴求，才進入正題，
稱自己無意威脅或冒犯，而是想緩和局
勢，又表示「我們不是罪犯，也不是瘋
子、政變發動者，只是想投票的普通
人」。
他表示公投結果顯示，加泰羅尼亞獲得

成為獨立共和國的權利，但建議暫緩宣佈
獨立，在未來數周與中央展開對話。普伊
格德蒙特其後與獨派議員聯署一份象徵式
的獨立宣言文件，但文件是否具任何法律
價值則並不明確。

威脅收回自治權接管
對於普伊格德蒙特沒即時宣佈獨立，歐

盟終於鬆一口氣，但西班牙副首相薩恩斯
拒絕對話，重申這只會在合
法情況下發生，意味自
治區必須放棄獨立，她亦
駁斥普伊格德蒙特邀請國
際社會調停的建議，又批評
對方「不知自己在哪裡、想
去哪裡和與誰一起去」。
馬德里政府昨舉行緊急會議商

討下一步行動，首相拉霍伊在會
後發表聲明，要求自治區政府澄清
普伊格德蒙特的措辭，是否意指獨
立，中央會據此來決定，是否引用被
稱為「核選項」的憲法第155條，數日
內接管自治區。他承諾中央會以審慎和
負責任的態度採取行動，避免公眾陷入自
治區政府造成的亂局。西班牙外相達斯蒂
斯直斥普伊格德蒙特含糊其辭是「騙
局」，會導致經濟和社會對立。

兩邊不討好獨派或退執政聯盟
數以千計支持獨派分子前日聚集在議會

場外，當得悉普伊格德蒙特沒宣佈獨立，
都感到非常失望，捲起獨立旗幟各自散
去。有分析指，普伊格德蒙特的演說兩邊
都不討好，中央固然不買賬，亦引起獨派

不滿，支持獨立的「人民團結候選人黨」
(CUP)可能退出執政聯盟，打擊自治區政
府威信，長遠將令當地政局更不明朗。分
析指，中央政府有兩個目標，一是普伊格
德蒙特繼續在獨立一事上含糊其辭，令獨
派進一步分裂；二是若他堅持宣佈獨立，
則啟動憲法第155條。

朝野商憲法改革
另一方面，西班牙朝野研究解決方案，

最大反對黨社會黨領袖桑切斯透露，兩大
黨同意商討改革涉及17個自治區管治的憲
法，包括加泰羅尼亞，旨在讓其繼續成為
西班牙的一部分，而非研究如何讓其脫
離。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在全球關注下在全球關注下，，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前日在議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前日在議

會會，，發表象徵式的自治區獨立演說發表象徵式的自治區獨立演說，，但暫緩宣佈獨立但暫緩宣佈獨立，，聲稱尋求與中央聲稱尋求與中央

政府對話政府對話，，暫時緩和了緊張局勢暫時緩和了緊張局勢。。然而馬德里維持強硬態度然而馬德里維持強硬態度，，首相拉霍首相拉霍

伊昨發表聲明伊昨發表聲明，，要求普伊格德蒙特澄清有否已宣佈獨立要求普伊格德蒙特澄清有否已宣佈獨立，，這將是中央收這將是中央收

回自治權的依據回自治權的依據，，並再次拒絕調停並再次拒絕調停。。報道指報道指，，西班牙朝野同意商討憲法西班牙朝野同意商討憲法

改革改革，，若成事若成事，，將革新中央對自治區的管治模式將革新中央對自治區的管治模式。。

自從加泰羅尼亞決定舉行獨立公投以來，馬
德里政府多番強硬打壓，但最終令自治區主席
普伊格德蒙特懸崖勒馬的，其實是來自歐盟和
商界的經濟壓力。
普伊格德蒙特上周六與加泰羅尼亞商會領袖

會晤，商會主席警告，宣佈獨立等於向加泰經
濟投下炸彈，將會導致企業大逃亡。自從公投
舉行以來，已經有至少20間大企業因為加泰可
能獨立而將總部撤出自治區，包括加泰羅尼亞
兩大銀行凱克薩及薩瓦德爾。
部分加泰羅尼亞人亦對獨立計劃投下不信任

票，他們紛紛從銀行提走存款，擔心獨立後一
旦要脫離歐盟和歐元區，會產生經濟動盪。不
少遊客亦在公投後取消訂房，顯示加泰羅尼亞

一旦獨立，當地未必再能迎來每年近1,800萬
人次旅客。

困難比英脫歐更嚴峻
加泰羅尼亞經濟非常依賴出口，如果獨立的

話，不單會中斷與歐盟的自由貿易關係，就連
出口西班牙亦會受影響。歐盟領袖態度十分明
確，就是即使加泰羅尼亞透過合法方式成功獨
立，亦不可能繼續留在歐盟。普伊格德蒙特直
至近日仍然宣稱，當地憑着悠久的歷史及蓬勃
的經濟，將會獲允許留在歐盟，但事實是單方
面宣佈獨立的加泰羅尼亞將不會獲任何歐盟國
家承認，其所面對的困難將比英國脫歐更嚴
峻。 ■《泰唔士報》

商界歐盟壓力
「經濟炸彈」嚇窒加泰

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加泰羅尼亞持續對
立，同樣曾鬧分裂的巴斯克自治區則波
瀾不驚，有意見認為應採用「巴斯克模
式」化解當前危機，即賦予自治區更大
財政自主權。然而最大問題是，若中央
向加泰羅尼亞作如此慷慨之舉，西班牙
財政將「大出血」。
巴斯克自治區與法國接壤，1950年代
末分離主義武裝組織ETA冒起，發動長
達數十年的武裝鬥爭，企圖脫離西班
牙。為了平息紛亂，馬德里決定放寬自

治權，允許巴斯克政府不向中央上繳稅
款。以今年為例，巴斯克保留的稅款收
入多達130億歐元(約1,200億港元)，只
需每年固定繳交8億歐元(約74億港元)
國防及基建開支。

雙方爭持 難予財政自主
自從獲得財政自主權之後，很多巴斯克

人打消獨立念頭。西班牙德烏斯托大學的
統計，現時只有17%的巴斯克人希望獨
立；想舉行獨立公投的人更少於一半。巴

斯克經濟平穩發展，現時人均國內生產總
值(GDP)和就業率都是全國最高之列。
加泰羅尼亞溫和派議員私下認為，若
中央願實行巴斯克模式，加泰羅尼亞人
會放棄獨立。然而，加泰羅尼亞佔全國
經濟總量1/5，若獲允許稅務自主，中
央將損失近 160億歐元(約 1,475億港
元)，佔中央下個財年預算的13%。分析
指，在當前雙方爭持的情況下，再談判
賦予加泰羅尼亞財政自主權的可能性不
大。 ■路透社

倘複製巴斯克模式 西班牙勢失1475億

加泰主席演講重點
暫緩宣佈獨立
■「公投結果顯示人民已經決定，加泰羅

尼亞獨立應該以共和國方式成為一個獨
立國家。自治區政府與我均鄭重地建
議，議會應該暫緩獨立宣言的實施，待
我們能夠在接下來幾星期開展對話，否
則我們將無法得到一個各方同意的解決
辦法。」

加泰羅尼亞屬歐洲事宜
■「我們生活在一個歷史上的特別時刻，

獨立公投的不止影響我們的國家，明顯
地不單是內部事務……加泰羅尼亞是全
歐洲的事宜。」

需要緩和局勢
■「不要期望在我的演講中會出現恐嚇、

勒索和侮辱。現在情況已足夠嚴重，所
有人都有責任和有需要緩和緊張的關
係，而不是以言語和行動使局勢更升
級。」

無意反西班牙
■（改以西班牙語說）「我現在向所有關

心加泰羅尼亞的西班牙民眾說一些話。

我們不是罪犯，也不是瘋子，也不是在
密謀政變或壞人，我們只是一群想以投
票表達訴求的正常人，我們一直願意透
過溝通尋找一個各方認同的方案。我們
沒有理由反對西班牙和西班牙人，反而
我們大部分人都想與西班牙人互相理
解。」

獨立宣言重點
■「我們建立一個獨立、主權、民主和法

治的加泰羅尼亞共和國。」

■「我們願意與西班牙在沒有前設下開始
商討，旨在建立雙贏的合作系統，談判
必須互相對等。」

■「我們促請國際社會和歐盟介入事件，
停止當下侵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活
動，並在與西班牙談判過程中作見證
人。」

■「我們將會爭取國際社會和組織肯定加
泰羅尼亞共和國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
家。」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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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羅尼亞獨立勢力與近年歐洲各
地的民粹運動不同，其主要成員並非
草根階層，而是一眾中產階級。他們
深信加泰羅尼亞上繳給中央的稅收，
大部分都沒有回饋到他們身上，而是
被挪用到其他貧困落後的西班牙地
區，因此覺得獨立是奪回血汗錢控制
權的唯一方法。這也意味即使自治區
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叫停獨立進程，當
地獨立呼聲也會持續高企。

不滿為窮困地區埋單
英國加的夫大學歷史學家道林指

出，加泰獨立運動是一場「中產革
命」，「中產認為獨立可以改善他們
的生活，勞工階層則認為即使獨立，
他們的生活也不會有改善。」7月民
調顯示，近半數自稱中產或高中產人

士支持獨立，相反只有28%的工人階
層支持獨立。
馬德里顧問公司GAD3主席及社會
學家米查維拉稱，很多加泰中產不滿
多年來要為窮困地區埋單，所以想通
過獨立解決多年來的財政不公。這種
不滿情緒更會受經濟情況影響，在
2013年經濟衰退時，加泰獨立的支持
度曾攀升至 49%，現時已回落至
35%。獨派聲稱，加泰羅尼亞行政機
關規模和效率遠勝西班牙其他地區，
認為貧窮地區浪費了他們的稅款；不
過統派則認為，較富裕地區有責任支
援較貧窮地區。獨派中產普遍對後獨
立時代非常樂觀，獨派經濟學家指，
即使加泰要多付額外的公營開支，獨
立後長遠國內生產總值(GDP)仍會提
升近8%。 ■《華爾街日報》

「中產革命」 勞工階層：無助改善生活

加泰羅尼亞自治區主席普伊格德蒙
特押後獨立進程，馬德里今後反應至
為關鍵，視乎中央如何解讀普伊格德
蒙特的演說。
很多西班牙人認為，普伊格德蒙特

的演說根本就是赤裸裸的獨立宣言，
只是延遲數星期生效，若然馬德里政
府持同一看法，便可能引用憲法第
155條接管加泰羅尼亞，改選自治區
議會。不過要有效接管，中央政府將
不能避免使用武力，屆時會引發更大
的反抗情緒。
不過另一方面，雙方即時展開對話

的機會亦相當渺茫。馬德里政府不斷
重申，加泰一定要放棄獨立才會對
話，但普伊格德蒙特的演說似乎並不
符合要求。加泰當局宣稱有多條國際
渠道可以協助調解，但並未見到根
據，至今歐盟領袖都站在馬德里政府
一邊。 ■英國《金融時報》

對話機會渺茫 對抗恐遭接管

■■普伊格德蒙特簽署象徵式普伊格德蒙特簽署象徵式
的獨立宣言文件的獨立宣言文件。。 路透社路透社

■■巴塞市民收看普伊格德巴塞市民收看普伊格德
蒙特演說的直播蒙特演說的直播。。 路透社路透社

■■凱克薩及薩瓦德爾銀行先後遷冊凱克薩及薩瓦德爾銀行先後遷冊。。 路透社路透社//法新社法新社

■■大批支持獨立人士在巴塞大批支持獨立人士在巴塞
凱旋門附近集會凱旋門附近集會。。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