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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加泰羅尼亞早前
宣佈「獨立」，令社會動
盪，經濟受到嚴重打擊。

一直為「港獨」分子張目的香港立法會反對
派議員，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與
「港獨」劃清界線，但同時為「獨人」開
脫，聲稱是因為「當權者」的政策不得人
心，才導致「獨患」蔓延云云。
在加泰羅尼亞舉行「獨立公投」時，

「港獨」分子和香港各反對派中人大肆宣傳
和抽水，為「港獨」張目。「香港眾志」和
「自決派」當時更發聲明「譴責」加泰警方
對當地選民採取武力，並聲言「透過民主方
式實踐自決權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僅
在香港，以至世界各地，人民的聲音都需要

被聆聽、承認和尊重」。
「加獨」未能成功，更引起社會動盪不
安，眾反對派立即改變態度。民主黨立法
會議員涂謹申被問及有關問題時只重複聲
言，該黨不支持「港獨」。該黨議員尹兆
堅則稱，從族群、社會結構、經濟體系及
日常生活等互動條件來看，加泰均與香港
不能直接比較，並相信99%以上的港人都
不會支持「港獨」。

尹兆堅：不滿政府生「獨患」
不過，尹兆堅就為「獨人」辯護，稱近年

香港社會的少數聲音因不滿政府政策，逐步
伸延至反對特區政府、中央政府，這是中央
領導人提出的「深層次矛盾」，倘要撥亂反

正，「當權者」就必須徹底改善「不合理」
的政策，讓港人感到安居樂業，產生溫暖的
感覺，就不會出現「獨立」的思潮。
「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慢必）稱，即

使剔除「獨立」這個重大問題，即使單純的
大型社會運動，都會對當地的經濟、社會造
成一定的衝擊，而站在金融或經濟角度，當
然希望「咩都唔搞」，「但要想一想，當地
人民為何明知要付出代價，也願意而為？」
公民黨議員陳淑莊稱，每個地區的情
況、經濟架構、銀行體系等都有很大分
別，不能單一作出評論或比較，又稱公民
黨一直不支持「港獨」，但聲言「追求民
主」與經濟發展並沒有牴觸。
立法會會計界議員梁繼昌則稱，加泰羅尼

亞的社會結構、歷史、文化、制度等，與香
港完全不同，不能直接比較，而個人亦不支
持「港獨」。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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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借加獨為「港獨」張目

「港獨」分子經常勾結
外國勢力，試圖分裂香
港，但事實上國際社會並

不認同獨立，只會坐看個別國家的內亂。加
泰羅尼亞單方面宣佈獨立後，歐盟已明確表
示不會承認加泰羅尼亞的獨立，並強調西班
牙仍是他們「唯一的對話者」。另外，多個
國家亦譴責加泰的「獨立」行為，紛紛不承
認加泰的地位。
在加泰獨立一事上，中國表示這是西班牙
的內政，理解並支持西班牙政府維護國家統
一、民族團結和領土完整所做努力，反對分裂
國家、破壞法治的行為。美國方面亦強調，加
泰羅尼亞是西班牙的一部分，支持西班牙政府
採取憲法措施，維護該國的強大和團結。

多國譴責破壞西班牙憲法
德國方面發聲明指，西班牙的主權和領土
完整不可侵犯。法國則強調，不會承認加泰單
方面宣佈的「獨立」，並指出若當地獨立，會
意味他們離開歐盟。英國亦指出，加泰的「獨
立公投」是非法投票，希望能維護法治尊嚴，
尊重西班牙憲法，保持西班牙統一，該國不會
承認加泰單方面宣佈的「獨立」。
其他國家，如葡萄牙、奧地利、捷克、波
蘭、芬蘭、瑞典等均表示，譴責加泰破壞西
班牙憲法秩序的行為，又或者強調不會承認
加泰單方面宣佈的「獨立」。該些國家並
指，支持西班牙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國際社會
拒認獨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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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早前
進行獨立公投，並獲大比數通
過，令本港「港獨」分子如同打

了雞血般興奮，紛紛將之視作指路明燈，妄想香港也能
步其後塵。結果沒多久，加獨和「港獨」分子就被現實
狠狠打臉。西班牙政府指公投違憲不予承認，同時按憲
法收回加泰羅尼亞的自治權力，謀求獨立的自治區前主
席普伊格蒙特更流亡海外，西班牙已經發出國際通緝
令。沸沸揚揚的一場加獨運動最終成了一場鬧劇，如同
向頭腦發熱的「港獨」淋了一桶冰水，「港獨」分子還
要做黃粱夢嗎？

通過電視，大家可以看見西班牙警察面對分離分子是
毫不客氣的，又以種種手段阻止公投。按照「港獨」分
子的標準，西班牙無疑肯定不是民主國家。此外，根據
西班牙法律，普伊格蒙特涉嫌叛亂罪，最高可處30年有

期徒刑。相信在「港
獨」分子心中，普伊
格蒙特只是搞了一次公
投，怎可以算是犯罪？這分明是
政治迫害，但事實是所有歐美國家都
反對加泰獨立。

從加泰求獨的例子，「港獨」分子可以見到，
分裂國家是可以入罪的，講下就得，做就衰硬。
「港獨」分子或許以為，他們會比加泰的獨派僥
倖，國際社會會支持他們，即使不成事，西方也會
收留他們。中國維護國家統一的決心和能力絕不亞
於西班牙，這一點相信全世界都很清楚，香港絕大
多數市民亦不支持「港獨」。「港獨」若不知進
退，做了過街老鼠、喪家之犬，就後悔莫及。

■趙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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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分子聲稱香
港「建國」後可以有新
秩序，為港人描繪假

象，但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就正正顯示，單
方面宣佈獨立後，社會秩序只會越來越
差。西班牙法院早前下令將9名加泰羅尼

亞前自治政府的內閣成員還柙，隨即已有
支持獨立的組織發起示威，近日又再有人
發起罷工、佔領多條主要高速公路，甚至
佔領鐵路，阻礙列車行駛，令列車服務以
及當地周邊交通嚴重癱瘓。
近日，加泰羅尼亞支持獨立的示威者發

起罷工和「佔領」行動，雖然規模已比早
前要小，但對社會破壞仍然嚴重。加泰羅
尼亞的運輸部門指，當地約60個地點道路
因此受阻。部分示威者「佔領」多條高速
公路，包括通往法國及其他國家的幹道，
令行車線被截斷，不論當地市民、遊客或
貨車等都被迫困在路上。
此外，數百名示威者更「佔領」了巴塞
羅那主要火車站，有示威者更衝到路軌
上，另有不少人坐在月台邊，阻撓列車開
出。從網上短片可見，列車車頭更被示威
者塗上數字「155」，以表達對西班牙政
府引用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接管加泰羅尼
亞的不滿。部分示威者到入夜後依然在火
車站逗留不肯離去。

阻人上課被斥法西斯
事實上，自加泰羅尼亞單方面宣佈獨立
後，當地的混亂衝突就接二連三。宣佈獨

立當日，已有「獨派」和「反獨」民眾在
街頭爆發衝突，甚至大打出手。
有關政治爭議更入侵校園，獨派在巴塞
羅那大學發起罷課，觸發統獨兩派學生爆
發衝突。獨派學生用桌椅堵塞演講堂通
道，又築起人牆阻止學生入內上課，引起
其他學生不滿，有人嘗試突破阻攔衝入課
室，雙方高聲互罵，場面混亂。
有學生坦言，對有關行為感到非常憤

怒，認為這絕非表達意見和解決問題的方
法，亦立下壞榜樣。在校園外，有學生家
長加入戰圈，向獨派高呼抗議，批評他們
將小部分人的意圖強加於大多數人，並形
容這是「法西斯主義」。
不過，支持獨派的學生卻有恃無恐，被

問及遇上警察驅趕會如何應對，有學生聲
言會對警察說「拘捕我」，並稱當局沒足
夠監獄囚禁他們，反問：「難道要將囚犯
關進足球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甘瑜

交通癱瘓 街頭講手 校園衝突

加泰獨立鬧加泰獨立鬧劇劇
淋熄淋熄「「港獨港獨」」邪火邪火

「港獨」分子經常吹噓要全港市民
主張自己的未來，更有「自決

派」幫忙提出要為香港前途作「自決
公投」，現正在社區間「醞釀」氣
氛，但類似「公投」若然發生，按加
泰羅尼亞的例子，只會是接連不斷的
衝突與流血。

國際不承認公投結果
原本為西班牙自治區之一的加泰羅

尼亞，上月1日舉行公投，但由於西
班牙中央政府已多次強調公投違憲，
投票當日中央政府亦派出警員去阻止
公投，結果不少支持加泰獨立的市民

與警方衝突。其中，在巴塞羅那有市
民封鎖道路，想攔下沒收票箱的警
察，警察則發射橡膠子彈回擊。巴塞
羅那市長科洛表示，傷者多逾 460
人。
不過，所謂公投其實只是形式，在

結果仍未出爐之際，加泰已宣佈「建
國」，而有關公投只得43%的登記選
民參與，國際社會亦普遍不承認公投
結果。
其後，加泰羅尼亞於上

月27日的地方議會上進行
表決，以 70票贊成、10
票反對、2 票棄權的結
果，單方面宣佈加泰羅尼
亞獨立，並聲言成立「加
泰羅尼亞共和國」。

接收自治權解散議會
有關行為亦觸動西班牙的神經，同

日西班牙參議院表決通過首相拉霍伊
的提案，並根據西班牙憲法第一百五
十五條，凍結加泰羅尼亞自治權，解
散自治政府，將自治政府主席普伊格
蒙特及其內閣成員革職，撤換加泰警
察總長並解散議會，直接接管加泰。
其後，西班牙法院先後裁定，下令

將9名加泰羅尼亞前自治政府的內閣成
員還柙，只允許其中1人保釋，及裁定
當時議會的表決並不合法。
在種種風波之下，加泰更是示威、

遊行不絕，更出現多種「佔領」行
為，造成主要交通幹道癱瘓的情況，
動盪政局也嚴重打擊該地區的經濟。
當地旅遊官員托倫特表示，預計當地
今年第四季的旅客人數將下跌10%至
12%，旅遊業收益預計將減少4.5億歐

元（約41億港元）。旅
遊部門原先預計，加泰
明年旅遊收益將會上
升，但政治局勢不穩影
響酒店訂房，他形容已
「響起警號」。

料GDP升幅放緩0.5%
自加泰發動獨立公投以來，已有

1,500家企業將總部撤出加泰。許多經
濟學家憂慮，加泰在政局不明朗，營商
環境將進一步惡化。國際評級機構穆迪
上周警告，政治不穩將打擊加泰經濟，
尤其影響投資者情緒和旅遊業，對當地
疲弱的財政狀況進一步帶來壓力。
西班牙財相金多斯則表示，加泰羅

尼亞危機將衝擊西班牙經濟，政府因
此下調明年經濟預測，國內生產總值
（GDP）增長由原先預測的 2.7%或
2.8%，調低至2.3%。
香港社會一直呼籲各界要維護好「一

國兩制」，聚焦社會經濟發展，不要被
「港獨」分子有機可乘，從加泰的例子
可見，若香港出現類似「公投」，「一
國兩制」的優良制度和香港的經濟亦會
受到嚴重打擊。從各國聲明都強調支持
維護國家主權和團結的立場，亦看到所

謂的「獨立」
在國際社會上
根本不可
行。

「港獨」主張近年冒起，四處荼毒港人，香港部分反對派更以「自決」字眼包裝，實質上想藉「自決公投」

推動「獨立」，但「獨立」之後會是如何？西班牙加泰羅尼亞上月初就舉行了所謂「獨立公投」，在投票率不

足一半下，得出了「逾九成人支持獨立」的結果，加泰羅尼亞議會更於上月底單方面宣佈獨立，令原本作為西

班牙裡經濟實力較強的地區，變成了經濟被嚴重打擊、社會秩序無存。作為加泰經濟支柱的旅遊業，今年第四

季的旅客人數估計將下跌10%至12%，旅遊業收益預計將減少4.5億歐元（約41億港元）。看着加泰的遭遇，

香港人還會相信「獨立建國」可以令香港變得更好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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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示威西班牙示威
者反對加泰羅者反對加泰羅
尼亞獨立尼亞獨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歐盟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歐盟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左左））與德國與德國
總理默克爾拒認加泰獨立總理默克爾拒認加泰獨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前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主席前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主席
普伊格蒙特普伊格蒙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巴塞羅那示威巴塞羅那示威
者用椅子襲擊他者用椅子襲擊他
人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眾志眾志」」與陳志全與陳志全、、朱凱廸發聲明朱凱廸發聲明，，譴譴
責西班牙警方武力對待加泰選民責西班牙警方武力對待加泰選民。。 fbfb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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