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及被指有意角逐

立法會飲食界議席的黨友、「中小企食店聯

盟」召集人林瑞華，日前公然違反「限聚

令」，在深水埗一間酒吧聚集「開會」。繼

陳淑莊被踢爆和其他「與會者」口徑不一，

昨日仍死撐到酒吧是「開會」後，香港文匯

報記者昨日致電林瑞華追問當日詳情，包括

有關人等有冇飲酒、究竟是開什麼會等，但

林聲稱已在facebook交代，拒絕回應提問。

有政界人士批評，如此嚴重的事件，林也拒

絕交代，批評他根本沒有政治道德可言。全

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區前行政長官梁振英

就指，陳淑莊、林瑞華等人「犯聚」或涉選

舉工程，促兩人交代。

陳淑莊林瑞華犯聚疑涉選舉
「龜縮」拒回應有否談及角逐飲食界 梁振英等促交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就今次事件仍有
很多疑團，包

括陳林兩人稱是就政
府抗疫措施開會，但
有酒吧負責人卻向警
員稱是開股東會，令
人懷疑有關人等「未
夾口供」；陳淑莊被
指帶醉離開，有關人
等當晚有沒有飲酒，
由誰結賬；「會議」
期間有沒有談到今年
選舉事宜等。香港文
匯報記者昨致電林追
問有關問題，惟他只
稱，「所有嘢都在fb寫晒，暫時無補充。」
查看林的fb，其最新帖文均在針對現任立法會飲食界
議員張宇人，並且圖文並茂，而就事件的回應未有更
新，仍停留於早前聲稱是在「酒吧開會」。

吳亮星：轉移視線圖卸責
對於林瑞華「龜縮」拒向公眾交代，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吳亮星表示，林這種知法而違規，事後卻「龜縮」拒
絕承認責任，甚至想盡方法轉移視線，企圖推卸責任，
完全無操守可言。

王國興：違議員道德操守
「23萬監察」召集人王國興亦批評，今次事件相當嚴
重，就是一名具法律背景的公民黨議員，聯同有意參選
的黨員，公然違反「限聚令」，與40多人「酒吧開
會」，事後還諸多狡辯，迴避問題，事件除有違議員及
從政者的道德操守，更已經涉嫌觸犯法例，當局必須嚴
正執法，不能向某些政治勢力示弱。

質疑張秀賢是林瑞華樁腳
梁振英昨晚則在faceboook發文指，陳淑莊、林瑞華
等40人的酒吧聚集，有兩個重要情節，一是日期， 4
月2日是飲食界功能組別更新選民資料的最後限期，林
瑞華在他的fb不斷催促選民作登記；二是當晚他們在酒
吧的聚集，元朗區區議員張秀賢已經承認有參加。張秀
賢不是酒吧或飲食業從業員，和林瑞華的關係可以從林
瑞華的fb照片看出。照片顯示，穿着「張秀賢」背心的
男子在陪同林瑞華到元朗的多家食肆探訪，不是用餐，
而是進行一些文書工作，有理由相信，張秀賢是林瑞華
在元朗的飲食界的樁腳。
梁振英強調，4月2日晚在更新選民資料截止前的半
小時， 40多人聚集在深水埗的酒吧，這件事相當嚴
重，而且可以株連相當大批人，至今已經有人「不夾嘴
形」，請陳淑莊和林瑞華兩人清楚交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
京）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
同黨友林瑞華等約40人早前
涉嫌違反政府「限聚令」，至
今仍未受罰。有市民昨日下午
到灣仔警察總部報案，要求警
方嚴正執法，立即拘捕陳淑
莊。他們批評陳淑莊知法犯
法，如果「個個學佢唔守法，
咁疫情壓唔到落去，影響晒全
港市民」。
報案市民張小姐指陳淑莊身

為立法會議員，又有律師專
業，明知「限聚令」已經生
效，仍然在酒吧聚集，事後更諸多辯
解，試圖推卸自己責任。
她指立法會議員沒有特權，在「限

聚令」生效後，已有多名市民收到告
票和繳納罰金，若陳淑莊違法不受
罰，對其他市民不公平，同時向社會

發出錯誤訊息。
亦有市民質疑陳淑莊去年中因涉及

非法「佔中」案被判監8個月緩刑兩
年，今次又涉嫌在緩刑期間再犯「限
聚令」，罪責更嚴重。「知法犯法，
也是愧對正在前線抗疫的醫護。」

市民促執法 不懲釀不公

■市民到警察總部外請願，要求警方立即拘捕
陳淑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攬炒派立法會
議員陳淑莊前腳
仲義正辭嚴喺立
法會鬧人哋希望
批錢做工程嘅人

「點對得住啲醫護人員啊，叫
你stay home啊」，跟手就帶
住40人喺酒吧聚會，被質疑
違反「限聚令」。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陳恒鑌噚日喺facebook
發片話當晚警方收到噪音投
訴，質疑佢哋究竟係開會定開
party，建議佢攞CCTV片自
證清白。好多網民就覺得佢根
本係挑戰法律，要求政府一定
嚴懲。
陳恒鑌喺片中話，自己喺立

法會親耳聽到陳淑莊鬧人點對
得住醫護人員，跟住就帶40
人喺酒吧聚集。佢引述陳淑莊
聲稱自己係開會而唔係聚會，
陳恒鑌就一語道破話，事件當
晚警方收到噪音投訴，而開會
通常坐喺度傾偈，「正常唔會
咁吵」，質問咁吵係唔係因為
飲酒？「究竟係開會定係開
party呢？」香港近排確診個
案約70單，聚會飲酒唔係有
好大感染風險？

促公開CCTV澄清
陳淑莊就同傳媒辯稱喺酒吧

有照顧到防疫空間，陳恒鑌就
話，有傳媒就踢爆間酒吧得
1,300呎至1,400
呎 ， 除 咗 儲
物，得700呎至
800呎，40人喺
度，點會有防
疫措施。
陳恒鑌質疑

陳淑莊嘅做法
有機會感染，
「 如 果 感 染
咗，點對得住

醫護人員啊！」陳恒鑌好希望
陳淑莊可以澄清件事，如果可
以，希望佢好似之前要求港鐵
交 8 月 31 日嘅 CCTV 片一
樣，叫酒吧攞片來睇下，唔係
就真相大白啦。
同時，陳恒鑌又強調，特區

政府都有澄清議員離開立法會
後就冇咗豁免權，根本唔係好
似陳淑莊所講，奉勸佢「唔好
以為自己有特權。」陳恒鑌都
希望政府嚴肅跟進件事，唔好
叫社會有壞嘅先例，如果真係
有人有樣學樣，就真係對唔住
醫護人員啦。

網民：開會搵鬼信
「Judy Nairn」直言「夜麻

麻開會？仲 40 人？搵鬼
信！」「Chu Sung」就好
嬲：「對住d（啲）不知羞恥
的人真是嘥氣，仲要死
撐。」
「Eric Chan」就話：「如
開會，有議程，有記錄，甚至
會錄音，有否提出這些證
據？」
「Hing Ling Tsang」話：

「佢明顯挑戰法律！一定要嚴
懲！否則如何管治其他違法
者！」「Mnnie Li 」都支持
政府要跟進，都係嗰句「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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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區政府以「限聚令」禁止任何人在
公眾地方進行多於4人的群組聚集。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
議前會見傳媒時表示，因應規管社
交活動的指令將陸續到期，特區政
府將按疫情發展，盡快公佈如何處
理。經過「限聚令」執行初期的口
頭勸喻、警告後，往後日子有關部
門將會較嚴格執法，並發出定額罰
款通知，希望市民合作、自律。
林鄭月娥表示，為期14天的防疫
指令陸續到期，特區政府將按疫情
發展，盡快公佈如何處理，而她一
直和專家顧問團不斷互動，會基於
數據、疫情發展，在每位專家的不
同看法中，找出最務實及最平衡經
濟、民生的方案。
她重申，香港每天仍有雙位數字的

新增個案，很多新增確診是海外輸入，
差不多全都是香港居民回港，現象可
能需要持續一段日子，疫情仍然嚴峻。

為此，原定在昨日到期的14天非香港
居民限制入境措施，已於前天宣佈延
長至另行通告為止。
她強調，「限聚令」禁止群組聚
集，為抗疫需要加強社交距離，市
民無可避免受到影響。在執行首幾
天警務處都是口頭勸喻、警告，而
因應疫情的發展和香港市民的接受
程度，前天已發出定額罰款通知。
她重申，每條條例都應該嚴格執
行，希望市民合作、自律，在往後
的日子，將會比較嚴格執法。

鄭若驊：「限聚令」有清楚規定
另外，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出

席立法會特別財會後回應記者提問
時亦表示，對於4人或以上聚集的
人，執法部門可發出定額罰款告
票，「限聚令」對相關執法和司法
有清楚規定。而組織聚集或提供場
所供人聚集的人則可馬上被檢控，
一經定罪最高可判6個月監禁。

限聚初勸後罰 盼民合作自律

■陳恒鑌質問陳淑莊是否對得住醫護。
陳恒鑌fb短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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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聚令」實施超過一星期，個別街坊老友
記一時衝動疏忽被票控罰款，引發市民熱議；
不過市民談論最多的是，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及
其公民黨黨友林瑞華，早前召集40人群聚，公
然違反「限聚令」，卻未付出任何法律代價，
兩人還死撐「沒違法」。一位做社區工作的老
友對自明話：「在防疫的關鍵時刻，陳淑莊、
林瑞華公然群聚，明顯違法。林瑞華有意出選

立法會功能界別，近期動作頻頻，政圈傳日前
的群聚正是為林瑞華選舉『度橋』。立法會議
員身為民意代表，首先要守法為民，林瑞華視
法律如無物，公然群聚製造播毒危機，危害公
眾安全健康，明擺着將自身的政治利益放諸香
港和市民利益之上。如此違法播毒害人之徒，
有何資格參選議員？」

有市民上周四晚目睹陳淑莊和林瑞華等40多
人在深水埗一間酒吧聚集，違反「限聚令」。
陳淑莊一開始還以「酒吧沒有營業」、「以立
法會議員身份」為由狡辯，但均被政府發言人
和法律界人士澄清打臉，這次群聚根本不屬豁
免範圍。更為令人詬病的，是這次聚集背後的
動機。老友話：「身為中小企食店聯盟召集人
的林瑞華，今年1月才宣佈加入公民黨，政圈盛
傳，林正在謀劃出選本屆立法會飲食界功能界

別，當晚40多人的聚會，好大機會是為林瑞華
出選出謀劃策。這反映出在這群人眼中，防疫
令比不上選舉，政治私利遠遠大於公眾利益、
高於市民生命健康。」

今年是立法會選舉年，泛暴派正密謀多線出
擊，林瑞華就是出戰功能界別的一員，但老友就
潑冷水話：「做議員是為市民大眾服務，首先必
須守法，『限聚令』已實施多日，陳淑莊是立法
會議員兼大律師，林瑞華是與『限聚令』有關的
酒吧老闆，竟然知法犯法。不守法的人，如何服
務公眾？觀乎泛暴派的所作所為，由去年煽動黑
暴搞到全港市民『無啖好食』，到如今違反『限
聚令』，增加病毒傳播風險，都暴露泛暴派目無
王法，為的只是用盡辦法騙取選票，謀取政治利
益。從政者誠信十分重要，陳淑莊、林瑞華被人
『斷正』，還諸多推搪、砌詞狡辯，市民如何信

得過這樣的人？」
泛暴派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取得大部分議

席，食髓知味，在各區搞搞震。老友指出：
「區選之後的亂象，正是泛暴派的照妖鏡。區
選之後，多個區議會由泛暴派揸莊，這些區議
會不是急市民所急，解決民生議題，泛暴派區
議員不落手落腳做好社區防疫，而是熱衷操弄
政爭，為黑暴撐腰、針對警方。如今香港百業
蕭條，新冠疫情不容樂觀，泛暴派仍在群聚密
謀如何搞政爭，圖爭立法會議席過半數，好讓
他 們 癱 瘓 政 府 施
政，搶奪香港管治
權。立法會是否要
被這些亂港政棍霸
佔，市民一定要帶
眼識人。」

「犯聚」播毒之徒 有何資格做民意代表？

■陳淑莊和林瑞華「犯聚」被
質疑與選舉有關。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
港疫情嚴峻，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
淑莊同黨友林瑞華等約40人卻涉嫌
違反「限聚令」夜蒲酒吧，事後還
狡辯是「以議員身份開會」，一直
死撐拒認錯。團體「政中香港人」
昨早在政府總部門外請願，手持
「議員知法犯法 違禁聚令累街坊」
的橫額，促請政府盡快採取法律行
動，嚴懲陳淑莊、林瑞華等人。
為抗擊疫情蔓延，政府規定酒

吧、卡拉OK、健身房等關閉 14
天，並禁止市民進行4人以上的群
體聚會。陳淑莊竟無視有關「限聚
令」，上周四（2日）於深水埗一
酒吧內參與約40人的聚會。
「政中香港人」昨早到政府總部

門外請願，並向政府代表遞信。召
集人劉先生批評陳淑莊身為立法會
議員竟違反措施，令市民造成錯
覺，以為禁令可以不用嚴格遵守。
他指，現時疫情嚴峻，「限聚

令」是確保市民
的健康措施，但
陳淑莊、林瑞華
等人無視並違反
「限聚令」，不
單影響抗疫成效
和市民健康安
全，亦對遵守禁
令的市民不公。
他促請政府嚴正
執法。

■「政中香港人」於政府總部請願，並向政府代表遞
信，要求政府嚴懲陳淑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政中」促嚴懲陳淑莊等人

■「政中香港人」成員批評陳淑莊知法犯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