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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遏分裂 天經地義
加泰獨派陸續受審 政界：妄煽「港獨」必承惡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舉行違憲的獨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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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更宣佈獨立，西班牙政府不但解散了自治區政府，更準備起訴逃往比利
時布魯塞爾的自治區前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多名自治區前官員、議員被捕，
西班牙日前就正式起訴前議會議長福卡德利等叛亂罪。香港立法會建制派議
員昨日指出，從加泰的例子可見，每個國家都會全力維護自己的主權和領土
的完整，還有嚴格的法例去對付所有鼓吹以至以實際行動分裂國土者，這是
天經地義的，「港獨」分子妄想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最終都要承擔沉重
的代價。
6 名加泰自治區
被控叛亂及煽動叛亂等罪名的
前議員，前日到西班牙最高法院接受問話

（見另稿）。各人一旦罪成，根據西班牙法例最高
可判囚30年。不過，國際社會均對此冷漠以對。

林健鋒：不容破壞國安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昨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維護國家安全實屬天經地
義，任何人試圖破壞一個國家主權以及領土完整，
無論其身份或職位，都要付出沉重代價。香港是中
國的一部分，因歷史原因通過的「一國兩制」既體
現國家主權，亦讓「港人治港」，在香港發生的任
何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都是不能夠容忍，必須接受
法律的制裁。

黃國健：
「獨人」送港上路

■加泰獨立公投支持者與
警方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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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逢國：
「預備流血」代價重

前議長
「笠水」
：我講吓咋喎
「叫人衝，自己

  鬆」、「我講吓咋
喎」是香港「獨派」

中人試圖逃避罪責時的口頭禪，加泰羅
尼亞自治區的「獨派」也不遑多讓：被
控叛亂及煽動叛亂等罪名的其中 6 名前
議員，前日到西班牙最高法院接受問
話。據了解聆訊程序的律師透露，其中
前議長福卡德利（Carme Forcadell）在
庭上改口稱，加泰獨立公投只是「一種
陳述及象徵式」，試圖狡辯推卸罪責。

何俊賢：反對派扭曲「一國」釀亂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強調，從加泰事件可
見，所有國家絕對不容任何違反國家利益的行為發
生，否則全體人民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事實上，
香港在回歸祖國初期，很多港人對「一國兩制」中
的「一國」的重要性不太了解，加上反對派借機扭
曲，導致違法「佔領」、旺角暴亂等推動、鼓吹
「港獨」的事件發生。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多次重要
講話中重申了中央的立場，正本清源。

葛珮帆：
「獨」推青年落火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世界上不會有一
個國家容許領土被分裂出去。當歐美某些地區尋求
獨立或鼓吹分裂國家，都會遭其主權國政府的強烈
反對。香港並非獨立政治實體，絕不能與國家的治
理體系分割。「港獨」試圖破壞「一國兩制」，只
會影響香港的經濟自由和高度自治，損害香港全體
市民的利益。
她慨嘆，「港獨」分子煽動年輕人，是在推他們
落火坑。青年人未經深思熟慮，不明白叛國者一定
要付出代價，一旦被判監將會前途盡毀。

田北辰：中央表明拒「獨」決心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認為，包括西班牙在內，世界
上所有國家都十分重視領土完整，中央政府更已多
次重申堅決維護國土完整的決心，同時表明對「港
獨」行為零容忍，任何人做任何事都要顧及後果。

上庭即轉軚「獨投僅象徵」
福卡德利與其他加泰的獨派前官員早
前一直堅稱，獨立公投及投票結果具有
法律約束力，爭取西班牙政府承認，但
福卡德利前日在庭上徹底扭轉立場。法
官在判詞中指出，被告宣稱未來將放棄
「單方面宣佈獨立」的行動，「被指控
者中，部分表明會宣佈放棄參與未來的
政治活動，部分則聲言不會再從事憲法
■福卡德利出庭應訊。 資料圖片 框架以外的行動。」

據判詞指出，福卡德利辯稱是次投票
不記名，且僅屬於「象徵性質」。同樣
被 控 的 第 四 秘 書 Ramona Barrufet 則
稱，加泰的獨立方案根本無法保證實
行；第三秘書 Joan Josep Nuet 向法院呈
交證據，證明自己不支持加泰「單方面
宣佈獨立」。檢察機關則指，福卡德利
是獨立進程的「理念者」，是實行「單
方面宣佈獨立」的關鍵人物，故力主法
官應判處無條件監禁。

遲交保釋金 須獄中過夜
法官最終批准福卡德利及其中 4 名前
議員保釋。4 名前議員支付 2.5 萬歐元
（約23萬港元）保釋金後離開法院，另
一人則無須交保獲釋，但福卡德利須交
保 15 萬歐元（約 136 萬港元）。其律師
團聲稱已準備好保釋金，但因為晚上無
銀行營業，故當晚無法提款支付，福卡
德利被押往監獄扣押，在獄中度過一晚
後，至昨日才交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歐盟籲向分離主義說不
香港文匯報訊 「加獨」受到歐
洲各國冷待。歐盟委員會主席容
克前日到訪西班牙薩拉曼卡發表
演說時形容，民族主義是「阻礙
歐洲團結的毒藥」，強調人民不

能坐視不理，是時候向分離主義
說不，避免削弱歐洲團結及進一
步分化社會。
陪同容克的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指
出，歐盟對馬德里政府處理加泰危

機的做法「百分百支持」，他相信
大部分加泰人民均反對獨立，呼籲
他們在下月舉行的自治區議會選舉
中踴躍投票。

各界：慎思加獨之禍 適時立法廿三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西
班牙政府控告多名「加獨」分子並
予以起訴，香港多名法律界人士昨
日指出，任何國家均設有反分裂國
家、破壞國土完整的法例，特區政
府應有西班牙政府同樣的決心，阻
止所有意圖分裂國家的舉動，包括
引用現行《刑事罪行條例》的相關
條文追究「港獨」分子，但長遠而
言應有明確保護國家的領土完整的
條文，故應考慮在適當的時間完成
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

張國鈞：規管分裂行為
民建聯副主席、執業律師張國鈞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指出，每
個主權國都有一套保障國家主權、領

土完整的法例，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就是規管有在香港發生的分裂祖
國，以及相關的煽動行為，惟特區政
府被反對派阻撓，致基本法二十三條
此前未獲通過，情況並不理想，加泰
羅尼亞的例子，正好引證了基本法二
十三條立法的重要。

梁美芬：履行憲制責任
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經民聯
議員梁美芬認為，有了加泰的例
子，為免人心不安，特區政府必須
慎思盡快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條立
法，履行憲制責任。
目前，香港本地法律有叛亂
罪、煽動他人叛亂等罪行，對基
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工作有重要的

參考作用，又期望市民珍惜由特
區政府自行訂立基本法二十三條
的機會。

吳永嘉籲政府重啟立法
執業律師、立法會工業界（第
二）議員吳永嘉指出，所有國家都
有反分裂國家、破壞國土完整的法
例。事實上，香港在回歸前，就有
相應法律防止鼓吹「獨立」的行
為。回歸後，涉及國家主權的全國
性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頒佈
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頒佈或經
由本地立法落實。為使反分裂國家
法能夠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特區政
府應考慮在適當的時間重啟基本法
二十三條的立法安排。

黃國恩：遏野心家圖謀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
士黃國恩指出，每個國家都有法例
保障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而分裂
國家或領土是重罪，因為此舉會引
發動亂及不穩定，嚴重影響國家經
濟、民生，甚至會引發戰爭，後果
極為嚴重，故有必要施以嚴刑峻
法，遏止野心家及政客圖謀不軌。
他認為，基本法二十三條雖未立
法，但現行的《刑事罪行條例》第
九、第十條關於「煽動罪」，及更嚴
重的、可判終身監禁的第二、第三條
關於「叛逆罪」及「意圖叛逆罪」，
根據基本法仍然有效，特區政府應
果斷地據此對付「港獨」分子。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獨派也不斷
炮製「另類現實」，企圖為分
裂圖謀自辯。獨派總是將自治
區和中央放在水火不容的對立
面，彷彿加泰羅尼亞本不屬於
西班牙。然而現實恰好相反，
加泰羅尼亞雖有自治區的地
位，但其政府機構都是西班牙
的一部分，權力也是中央授予
的。
獨派把上月的非法公投視為
獨立的依據，對僅僅四成的投
票率視若無睹；對 「沉默大
多數」的意見置諸不理。更何
況，若依照自治區少數人的投
票來作主，則是剝奪了大多數
西班牙人作決定的權利。沒有
一個民主國家會容許地區違法
自決獨立、不尊重國家法院裁
決，以及無視國民渴望統一的
意願。
從公投觸發的警民衝突以
至中央接管，獨派無所不用
其極，把自治區描繪成受害
者。明眼人都知道，加泰羅
尼亞享有高度自治，也是全
國最富裕的地區之一，最重
要的是，它的富裕在很大程
度上在國家的樹蔭下發展起
來。在 2012 年西班牙債務危
機期間，加泰羅尼亞負債纍
纍，馬德里同意對方請求，
設立貸款基金，助自治區渡
過難關。
獨派以各種巧言令色誤導公
眾，企圖令他們相信獨立會有
更好的未來，例如揚言加入歐
盟和歐元區。然而歐盟一早暗
示不支持自治區獨立，況且新
的入歐申請都要經西班牙等現有成員批准。
在入歐之前的過渡期，加泰羅尼亞和歐盟的
貨幣和貿易關係如何、可能經歷怎樣的動
盪，都是無法預見的賭局。
由此可見，獨派政客若非盲目樂觀，就是
自欺欺人。自治區 750 萬人的生活和未來，
豈可如此兒戲？

李鍾洲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
出版界議員馬逢國指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容忍
有人試圖搞分裂，威脅國家主權的完整，是次加泰
違反了西班牙憲法，就要接受一切的法律後果。鼓
吹違憲的「獨立」，分分鐘發生流血事件，現在可
以透過法律途徑解決已屬不幸之中大幸，倘「港
獨」分子聲稱要「預備流血」，就要承擔一切可能
帶來的沉重代價。

加泰獨派活在「另類現實」

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指出，
西班牙與加泰之間的關係，與香港特區和中央政府
不同：加泰有獨特的語言、文化及歷史，香港則自
古以來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無論文化、歷
史等，都是延續國家的發展，與加泰相比更加沒有
理據和條件去「獨立」，煽「獨」的後果就更為嚴
重，「獨人」完全不理解實際情況，不懂法律，更
連普通常識也沒有，所作所為是在試圖將香港帶上
一條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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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歐美社會假新聞猖獗，


反對派縮沙 避談「政治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加泰羅尼亞自治區強行舉行獨
立公投，更宣佈獨立，多名加泰羅尼亞前官員及議員被控叛亂及
煽動叛亂。近期將違法示威者形容為「政治犯」、「良心犯」的
香港立法會反對派議員，被香港文匯報記者追問加泰這些前官員
是否「政治犯」、「良心犯」時，聲稱他們「不了解西班牙」，
但就承認西班牙政府只是依法辦事。

集體稱「不了解」
拒回應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和黨員涂謹申昨日被問到西班牙控告多名
前官員及議員涉嫌叛亂及煽動叛亂，是否涉及「政治檢控」，
而該批人又是否「良心犯」時稱，他們對加泰羅尼亞獨立事件
不太了解，難以評論，但相信有關方面是依法辦事。
「專業議政」議員莫乃光也稱，自己不了解西班牙的法律，
也不知道當地法院檢控的細節，難以回應。「熱血公民」立法
會議員鄭松泰也稱，自己沒有留意有關新聞，不便回應。
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則聲稱，事態發展至此，他希望西
班牙政府與加泰羅尼亞能夠「坐下來討論」，特別是在「尊重
民主」的大原則下，西班牙政府應該了解加泰人民的「訴
求」，又稱為了地區的穩定，歐盟應該關注事態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