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個別著名連鎖健身中心常被揭發以涉及「詐

騙」的不良手法銷售會籍，為人詬病。昨日再有苦主現身說法。事主患有自

閉症，經游說後以6萬元參加健身會籍，教練再聲稱安排事主參加泰拳比

賽，用私家車接載事主到財務公司借款3萬元，結果教練「夾帶私逃」。另

一苦主患有精神病，被職員疲勞轟炸4小時後，以2.6萬元購買7年會籍。協

助個案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表示，預繳式合約存在巨大漏洞，要求政

府盡快落實冷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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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加入盈利指數加價變化
年度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變動 1.3% 3.1% 5.7% 3.7% 4.3% 4.9%

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按年變動 1.4% 1.5% 5.1% 2.9% 4.1% 4.9%

生產力因素設定值 0.0% 0.0% 0.0% 0.6% 0.6% 0.6%

現行方程式計算後的票價調整 +1.35% +2.3% +5.4% +2.7% +3.6% +4.3%

上個年度基本盈利（億元） 73.3 86.75 104.68 97.75 86 115.71

盈利指數 1% 2% 4% 3% 2% 5%

加入盈利指數後的票價調整 +0.35% +0.3% +1.4% -0.3% +1.6% -0.7%

資料來源：立法會議員陳恒鑌 製表：記者 趙虹

鄧家彪踢爆劏客手法
「鬼單」劏客

「免費但要先墊支」
的「回佣」合約

訛稱EPS過數
「失敗」

入稟追討不存在的
「欠款」

資料來源：鄧家彪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婷

受害人被矇騙簽署不屬於自己的課程合約。

職員向受害人聲稱「公司即將上市」，為受害人升級贈送
跳舞堂，但要受害人先就跳舞堂付費，「其後退還」；並
稱一旦公司成功上市，受害人更可能有「回佣」。

有受害人以EPS付款1,000元後，職員訛稱付款不成功，
要求事主再次過數，結果合共付款1.6萬至2萬元。

事主參加免費試玩後卻收到繳款通知，事主向消委會投訴
後獲撤回收費。但其後健身中心入稟小額錢債審裁署向事
主追討款項，事主識破並向海關舉報。

加州健身涉劏客專呃弱勢
自閉男被騙借財仔上堂「罰企」精神病婦挨疲勞轟炸

18歲的事主B先生患有自閉症，有明顯溝通障礙，去年6月在太古城被健身中心California
Fitness(加州健身)的職員在街上推銷，由於事主本身想
學泰拳，決定以6萬元積蓄參加健身會籍。事主按健
身教練指示到中心上課，卻被安排在中心一角站立兩
小時後離開，藉此製造事主曾經上課的「證據」。

父收追數信揭發報警
其後教練更聲稱可為事主安排參加泰拳比賽，但要
交3萬元報名費，教練以手機短訊通知事主後，駕駛
私家車到事主就讀的展亮技能發展中心門外，接載事
主到財務公司借款3萬元，然後「夾帶私逃」。直至
財務公司發信到事主家中，事主父親林先生方揭發事

件，致電健身中心交涉，對方指該名教練已離職，拒
絕承擔。林先生於11月報警求助，卻因事主無法表達
事件經過而不獲受理。

鄧家彪倡設「冷靜期」
昨日公開事件的林先生表示，上月尋求鄧家彪協

助，經由消委會交涉，最終事主獲加州健身發還6萬
元當中的4.5萬元，另外1.5萬元涉及會籍收費及私人
教練費，不獲發還。另外3萬元由警方立案以涉嫌詐
騙調查。
另一名苦主A小姐30多歲，患有精神病需長期覆

診，2012年9月被加州健身職員以免費試玩作利誘，
進入健身中心後職員要求先登記身份證，之後不予發

還，更有至少4名職員包圍事主，疲勞轟炸推銷4小
時，其間擋着出路不准事主離開；他們又聲稱會籍收
費「全包」，最終事主以信用卡分期付費購買7年會
籍，合共2.6萬元。
她其後曾經到中心健身，再被收取萬多元的雜費及
教練費，之後未有再到中心。
事主及父母最近尋求鄧家彪協助，經由消委會交

涉，最終獲加州健身發還1.2萬元。
鄧家彪表示，去年至今共接獲15宗投訴個案，不少
苦主患有精神病或智力障礙，另外亦有缺乏社會經驗
的年輕人。
他透露，上月曾約見消委會副總幹事徐振景，討論
如何加強協助「無行為能力者」，消委會表示已和部
分健身中心簽訂協議，列明「無行為能力者」可以無
條件解約。鄧家彪又希望將有關協議制度化，全面應
用於各類型的合約內。
鄧家彪指出，香港作為「購物天堂」，在保障消

費者的法規方面卻遠較鄰近地區落後，現時預繳式
消費合約條款存在大量陷阱，呼籲當局必須認真考
慮立法，就預繳式消費實施「冷靜期」，容許顧客
在簽約後一定時間內退款。他將於下月12日約見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
本報記者曾致電California Fitness查詢有關個案，

但直至本報截稿仍未有回覆。

港鐵又想加價 陳恒鑌批未減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港鐵6月或再次調高票
價。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昨日召開記者會，批評
港鐵罔顧社會責任，事事「賺到盡」，促請港鐵擱置
今年度的加價計劃。
陳恒鑌指出，港鐵年年加價皆因「可加可減機制」
的計算方程式存在漏洞，建議納入盈利指數的扣減，
以收窄甚至消除加價幅度。

年年大賺 倡增盈利扣減
兩鐵合併以來，港鐵已先後6次調高票價，令不少

「捱貴飛」的市民怨聲載道。陳恒鑌指出，本港經濟
近年有見踏入寒冬跡象，不少企業更一早揚言計劃今
年度凍薪甚至裁員，不過港鐵今年度卻仍錄得近130

億元純利的好成績，足見財政穩健，直言港鐵不存在
任何加價壓力。
有指港鐵或於6月按「可加可減機制」，第七次調

高票價。在現時機制計算方程式下，港鐵可根據每年
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即通脹）、運輸業名義工
資指數變動（即工資成本），再扣減生產力因素設定
值，以得出一個調整票價結果，惟機制實行至今，票
價從未試過下調。
陳恒鑌指出，該機制的計算方程式存在漏洞，「港

鐵年年賺錢，為何仍可以每年加價？」他建議方程式
應納入盈利指數的扣減，「盈利超過80億元可當作
1%盈利指數」，再因應港鐵盈利的上升逐步調高盈利
指數，以收窄甚至消除加價幅度。他估計，票務收益

只佔港鐵總收入的一部分，設於鐵路上蓋的商場及物
業的收入比重更大，相信調低票價對港鐵的財務影響
有限。
陳恒鑌又批評港鐵罔顧社會責任，事事「賺到

盡」，認為其應與市民一同共渡時艱，故促請港
鐵擱置今年度的加價計劃，認為就算港鐵依然故
我地加價，亦應以不增加市民經濟負擔為前提，
推出乘車優惠等各類短期紓緩措施，以抵銷票價
的加幅。
統計處今天將公佈工資及薪金總額統計，陳恒鑌相
信屆時就會知道港鐵加價的幅度，稱已計劃於5月向
立法會提出有關調整票價的建議，盼可盡快於本年內
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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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中
國環境資源（1130、前稱奮發國際）
前總裁蔡秉輝、前財務總監盧敬發及
會計師葉泳倫，於2008年以5億元收
購新疆林業項目交易中，被控串謀詐
騙該公司及港交所，及向公司時任主
席陳星洲行賄，涉及款項1.8億元，
於前年被法庭裁定罪成入獄。有份跟
進案件的廉署總調查主任張健寧與廉
署法證會計師張建強，分別獲頒廉政
專員嘉許狀及執行處處長嘉許狀。

梳理數千電郵似看小說
張健寧分享調查案件的心路歷程，

指自己加入廉署約十二年，當中案件
由收到投訴到法庭判決長達五年，接
近自己在署內工作一半時間。他形容
案情複雜，舉例指自己與團隊閱讀幾
千封牽涉超過二十人往來的電子郵
件，當中超過二百封呈堂，張健寧形
容自己似閱讀小說般消化郵件，理順
事情來龍去脈及各人的角色，當中更
有各人參與貪污勾當的文字紀錄，因
此花了約兩年始作拘捕行動。
張健寧又指案件涉及多間離岸註冊

公司、約三百個銀行戶口及超過一萬
次銀行匯款紀錄，被告將贓款在本地
轉換三重至四重始匯至內地，手法迂
迴，幸而當中負責匯款的被告、前會
計師陳耀權，以特赦證人身份作證，
成為破案另一重要因素。
案件與上市公司間的收購有關，牽

涉複雜的財務知識，張建強則在庭上
協助主控官，向陪審團解釋有關術語
及概念。他指自己曾在私人公司作審
計工作，會有害怕得失客人的壓力，
在廉署工作則可無所忌諱，及滿足自
己的使命感。
張健寧表示，自己在大學時主修金

融，能破獲與金融有關的鉅款案算是
學以致用，對自己特別有意義。
律政司其後就案中各被告的刑期申

請覆核，去年上訴法庭將蔡秉輝的刑
期由入獄5年增至7年9個月；盧敬發
由3年增至6年；葉泳倫由3年增至4
年，陳星洲則仍被廉署通緝。

■張健寧與張建強分別獲頒廉政專員嘉許狀及執
行處處長嘉許狀。 莊禮傑 攝

皇崗福田長假旺
逾146萬人次出入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在剛剛
過去的復活節假期，港人大批北上內地。皇崗出
入境邊防檢查站數據顯示，從3月24日至28日，
該站執勤民警共檢查經皇崗、福田口岸出入境旅
客逾146萬人次，日均29.2萬人次。25日全天經
兩個口岸出入境旅客達32.2萬人次，其中70%為
香港入境客流。福田口岸全天入境14.5萬人次，
刷新了單日入境旅客總數紀錄。
25日，福田口岸從清晨6時30分開閘後，港人
入境客流量便不斷增長，至8時許形成客流高
峰。大批前往珠三角掃墓祭祖或內地短線旅遊踏
青的港人「全家總動員」，大部分港人都是扶老
攜幼。邊檢站在港澳居民專門查驗區域的人工通
道開通了28條通道，自助通道查驗區域除原先的
20條通道，此次又將新安裝的10條自助查驗通道
全部打開，人流仍絡繹不絕。直至上午11時，過
關情況才相對穩定。
皇崗邊檢站提醒港人，內地重要傳統節日清明

節小長假期（4月1日至4日）將至，屆時經皇
崗、福田口岸出入境旅客將逾110萬人次，日均
達27.6萬人次。其中，皇崗口岸出入境旅客超過
34萬人次，日均8.7萬人次；港人出境高峰日為4
月2日（周六），將達5.3萬人次；內地入境高峰
日為4月4日，將達 9.1萬人次。出入境高峰時段
為上午7時至11時，下午5時至8時，港人可避開
高峰時段過關。

■復活節假期期間，大批港人排隊輪候過關。
皇崗邊防供圖

多招紓在職貧窮 措施獲肯定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

發表網誌，指現屆政府無畏困
難，「接二連三」推出紓緩打工
仔經濟負擔的支援措施。他指
出，最低工資實施以來，總就業

人數增加了逾27.4萬人，低薪全職僱員工資實質升幅
18%。另外，截至上月底，「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
劃」合共批出27.8萬宗申請，發放津貼金額逾12億
元。
張建宗昨日發表題為《紓緩在職貧窮措施「接二連

三」》的網誌，指出現屆政府以扶貧、紓困、助弱為
施政重點之一。儘管困難重重，特區政府仍致力改善
民生，單是針對在職貧窮，近年已「接二連三」推出
紓緩打工仔經濟負擔的支援措施；他又引述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於今年初發表有關香港的報告，指報告充分
肯定和高度評價低津計劃的設計與推行，讚揚計劃取
得適當平衡，在提供經濟支援之餘亦可鼓勵更多勞動
人口投入社會工作。
張建宗由最低工資說起，指訂立最低工資實在是一

項高難度的平衡工作，幸最終仍達成共識。自2011年
實施最低工資以來，總就業人數增加了274,100人，
其中女性就業人數增加11.4%，即193,100人，佔總就
業人數升幅逾70%，當中尤以50歲及以上的較年長和
較低技術女性的升幅最為明顯，分別增加144,100人
和128,800人。
工資方面，低薪全職僱員的平均每月就業收入，較

最低工資實施前上升了44.8%，扣除通脹後的實質升
幅是18%。
為減輕低收入在職人士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費負

擔，張建宗指政府在2011年推出「鼓勵就業交通津貼
計劃」（交津計劃），截至上月底共批出278,333宗
申請，發放津貼金額合共12億3,410萬元，共涉及
99,676名申請人，其中42%獲發津貼的申請者為單身
人士。
張建宗又指出，2013年破天荒制定並公佈貧窮線是

政府彰顯政治勇氣的表現，以至鼓勵自力更生和紓緩
跨代貧窮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亦將於5月3日
接受申請。 ■記者 陳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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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開業
三十多年的關鍵旅遊，早前突然宣佈
結業。關鍵旅遊總經理林海表示，至
今仍然未能聯絡上大股東方立憲。關
鍵旅遊副總經理葉德明表示，今早會
陪同52名員工到勞工處處理欠薪事
宜。
林海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表示，
方立憲在通訊群組中發表了一段聲
明，宣稱「我決定放棄關鍵旅遊」，
又說會聯絡牌照局處理善後事情，之
後就再未能聯絡到方立憲。
林海補充，關鍵的8個旅行團，最
後一個團已在27日順利完成行程返
港，旅遊業議會及牌照局正跟進受結
業影響，未能出發的1,500名團友的賠
償問題，旅行社亦已提供相關單據予
旅遊業議會及牌照局跟進。對於曾聲
稱接受新資金籌組「新關鍵」，但後
來又打消念頭，林海在節目上對員工
和公眾致歉，承認當時太衝動，未有
考慮周全。

■鄧家彪昨陪同受害人會見傳媒。 陳敏婷 攝

■陳恒鑌指出，港鐵可年年加價皆因「可加可減機
制」的計算方程式存在漏洞。 趙虹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