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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成或禁任公職 前主席流亡避上庭

12 加獨頭目明受審 面臨 25 年監禁
「獨立公投」並單方面宣佈獨立，結果被暫停自治權，由中央政府派人接管，包
括時任自治區政府副主席洪克拉斯等多名參與舉辦公投的高官其後落網，並
被控以叛國等罪。西班牙最高法院將於明日開始審訊其中 12 名被捕「加
獨」領袖，其中罪名最重的洪克拉斯，一旦罪成最高可被判監 25 年。
至於同樣被控叛國的時任自治區政府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則因為仍
然流亡海外，根據西班牙法律不會進行缺席審訊。

羅梅克

加泰自治區政府前地區外交部長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政府前年 10 月不理馬德里中央政府反對，舉行違憲

被判監 25 年，其他被告則面臨罰款至監禁 17 年不等。檢方亦要求法院裁
定，未來25年禁止獨派政黨共和左翼黨(ERC)成員出任公職。

桑切斯
福卡德利

前加泰議會議長

奎薩特

獨派領袖

巴薩

獨派領袖

福恩

加泰自治區政府前內政部部長

魯利

加泰自治區政府前顧問

由於按照西班牙法例，叛國罪需涉及暴力行為，洪克拉斯等人被控
叛國罪，引起各界爭議。檢察官在起訴書中稱，獨派明知獨立公投違
憲，並可能引發暴力，仍然呼籲公眾投票，變相是行使暴力，但獨派
支持者不接受此解釋，反指警方於獨立公投期間使用暴力。獨派團體計
劃於審訊期間，在加泰、馬德里及歐洲其他地方發起抗議集會。
加泰獨派團體早前發起示威，破壞區內多間法院，批評當局早已定出
審訊結果，指審訊只是弄虛作假，「他們只想關起所有人」。示威者於法
院大樓外塗鴉，繪上加泰獨立運動旗幟和「假審訊」等口號，並在法院外
堆放垃圾。
隸屬左翼工人社會黨的現任首相桑切斯上任後，對加泰態度轉趨溫和，
提出舉行多邊會談，在野人民黨和公民黨均批評桑切斯政府向獨派低頭，
背叛國民。人民黨發言人指出，桑切斯目前需依靠加泰獨派政黨合作，才
能維持國會多數，警告當局可能干預審訊，換取獨派支持預算案，避過提
前大選。
■綜合報道

洪克拉斯

辦公投如變相行使暴力 檢方：符合叛國定義

加泰自治區政府前副主席

審訊在馬德里的西班牙最高法院進行，預計歷時約 3 個月，過程由
電視直播，約 600 名國內外記者獲准旁聽，當時負責處理「加獨」風
波的前首相拉霍伊亦被傳召出庭作供。由於西班牙司法制度規定涉及
重大罪行的疑犯不能缺席審訊，因此流亡國外的普伊格德蒙特，不
在受審名單上。另外，西班牙極右政黨 Vox 此前運用公民起訴權，
自行控告獨派領袖，該黨代表將於庭上與政府律師一同盤問被告，
預料Vox屆時將趁機展示對加泰的強硬立場。

獨派領袖

料審 3 個月 極右政黨加入盤問

圖魯利

獨派領袖

各名被告分別被控在前年加泰獨立公投及加泰單方面宣佈獨立期間，
觸犯叛國、違抗命令、不當使用公款等罪名，其中洪克拉斯最高可

三方獨立起訴 檢方控 9
人叛國
▶按照西班牙司法制度

起訴方

，檢察官和政府律師均
可提出刑事起訴。檢察
持獨立運作；政府律師
官由政府任命，但保
代表政府行事；第三方
亦可透過公民起訴權提
出起訴。
▶檢察官以叛國罪起訴

■首相桑切斯被促下台
首相桑切斯被促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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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前年單
方面宣佈獨立，當時西班牙人民黨
政府強硬應對，但現任首相桑切斯
對加泰獨派的態度軟化，日前更答
應獨派要求，在未來與加泰的談判
上，派出獨立專員記錄會議過程。
桑切斯的做法惹來在野黨以至執政
社會黨部分成員批評，斥責他為求
通過預算案，不惜向獨派低頭。人
民黨、公民黨昨日聯同極右政黨
Vox 於首都馬德里發起示威，要求

桑切斯下台，警方公佈有 4.5 萬人參
加。
社會黨政府去年以少數派姿態上
台，在國會內需依靠包括加泰獨派
在內的多個政黨支持，才能確保政
府法案過關。人民黨、公民黨和 Vox
批評桑切斯遭獨派政黨「勒索」，
動員支持者參與遊行，口號為「為
了西班牙統一，馬上大選」。人民
黨領袖卡薩多形容桑切斯背叛國
民，做法超越「紅線」，使政府失

▶西班牙法律禁止涉及

法新社
去合法性，要求提前大選，並號召
支持者在 5 月的歐洲議會和地方選舉
中，表達對社會黨政府的不滿，
「桑切斯政府的時辰到了。」
社會黨內部對桑切斯亦有不滿聲
音，該黨亞拉貢自治區支部主席蘭
班批評，桑切斯不應為通過預算
案，在憲法和統一問題上讓步；社
會黨前主席岡薩雷斯則質疑，與加
泰的談判是否真的需要專員記錄。
■綜合報道

全球600記者旁聽 外交部乘機宣傳

加泰獨派領袖審訊吸引全球約 150 間新
聞機構的逾 600 名記者採訪，無論加泰獨
派抑或西班牙中央政府，均視審訊為向外
國宣傳理念的良機，雙方近日分別加緊部
署，希望爭取國際支持。

獨派批散播假資訊
西班牙外交部表明會在審訊期間，以切實
理據反擊獨派的假新聞，當局早前已率先
於社交網站展開攻勢，上載名為「這才是真
正的西班牙」之短片，邀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OECD)秘書長古里亞等多位名人助陣，強
調西班牙社會開放進步，人民享有充分自由。

普伊格德蒙特

嚴重罪行的被告缺席審
訊，因此當局這次並未
泰自治政府前主席普伊
起訴流亡比利時的加
格德蒙特。

西班牙外交部指出，前首相拉霍伊在任
期間，當局對加泰獨派的宣傳反應被動，
導致錯誤訊息流傳，使中央政府付出沉重
代價，外交部需改變策略。除了外交部，
西班牙司法部和最高法院近日亦派代表，
與外國記者會面，解釋審訊細節。
加泰獨派則批評馬德里政府此地無銀，
加泰自治政府對外事務官員博施形容，中
央政府散佈虛假資訊，反映當局欠缺安全
感，加泰一方將向外國記者解釋今次屬政
治審訊。獨派組織「加泰羅尼亞國民議
會」(ANC)明言，將利用審訊譴責馬德里
政府，並推動加泰獨立。
■法新社

■多個政黨於首都馬德里發起示威
多個政黨於首都馬德里發起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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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每周集會聲援 獨派「一同受審」
加泰獨派領袖受審在即，不少獨派
支持者連日集會，聲援各被告。示威
者揚言獨派領袖是政治犯，其中 67 歲
的退休教師費爾南德斯稱，他畢生支
持加泰獨立，前年也參與獨立公投，
形容明日的審訊「就像我也受審一
樣。」
獨派支持者由前年 10 月加泰單方面
宣佈獨立以來，每逢周一晚上均於巴
塞羅那市中心一個廣場舉行燭光集
會，與會者手持獨派領袖肖像，要求
西班牙當局釋放他們。費爾南德斯表
示，獨派領袖只是履行民意，卻因此

被囚或被迫流亡，「這很不公義。」
支持加泰獨立的作家索爾索納形容，
審訊不但針對獨派領袖，也是針對加
泰政治。
加泰獨派聲勢自前年後有所回落，
獨派示威人數亦較此前減少，派系內
部對未來策略出現分歧，部分人主張
繼續公民抗命，部分則建議與馬德里
政府對話，爭取獨派領袖獲釋逐漸成
為獨派間最大共識。獨派近期多次於
羈留所外舉行集會，聲援被捕領袖，
明日和本周六亦會分別在巴塞羅那和
馬德里遊行。
■法新社

■普伊格德蒙特本月初接受媒體訪問
普伊格德蒙特本月初接受媒體訪問。
。 美聯社

昔日副手暗批：蘇格拉底沒逃跑

首相反獨不夠硬
4.5 萬人促下台

控罪和刑期

其中 9 名被告，包括前加
泰自治政府副主席洪克
議長福卡德利等，並要
拉斯、前加泰議會
求處以 15 至 25 年監禁，
其
中洪克拉斯的刑期要求
利則是 17 年。另外 3名
為 25 年，福卡德
被告則被控違抗命令和
不當使用公款，最高刑
期為監禁 7年。
▶西班牙政府代表律師
正尋求以較輕的煽動罪
起訴各被告，最高刑期
為監禁 12 年。
▶極右政黨 Vox亦運用
公民起訴權控告 12 名被
告，要求就各項控罪判
處總刑期逾 700年。
叛國罪
▶在西班牙，叛國罪是
指公開使用暴力，推翻
政府或宣告部分國土獨
使用暴力，但檢察官表
立。加泰獨派否認曾
示，加泰獨派示威和獨
立公投期間，均曾出現
暴力事件。

12 名加泰羅尼亞獨派
領袖明日受審，前加泰自
治政府主席普伊格德蒙特
因流亡比利時，未被列入
起訴名單。遭起訴叛國罪
的前加泰自治政府副主席
洪克拉斯早前接受法國
《費加羅報》訪問，表明
他留在加泰受審，是為了
對公民負責任，更稱古代
哲學家蘇格拉底、塞內卡
和西塞羅面對審判時「均
沒有逃跑」，暗批普伊格
德蒙特出走。
蘇格拉底當年在雅
典，因荼毒青年思想和褻
瀆神明被判死刑，有傳他
曾有機會逃到其他城市，
但蘇格拉底最終拒絕。洪
克拉斯表示，蘇格拉底等
人當年沒選擇逃亡，「我
對他們的公民和道德責任
深表敬佩。」洪克拉斯承
認他很可能被判入獄，但
重申當年舉行獨立公投並
沒違法，也沒使用暴力，
問題癥結在於憲法法院封
殺公投，形容馬德里政府
行使「國家暴力」，阻止
公投有效舉行。
普伊格德蒙特表示，
會在法院判決後解釋一
切，強調受審獨派領袖面
對的對手，是「西班牙專
制政權」。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