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家超指，專案組完成調查後，報告會
交予死因裁判官跟進。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
健身中心California Fitness黃埔
分店早前突然結束營業，旋即有
傳言指集團會全線結業，引發大
量會員尋求協助。本身是黃埔東
區議員的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
芬昨日表示，現時已接獲逾千宗
求助個案，保守估計總涉及金額
至少1,000萬元，質疑California
有預謀行騙，今天會聯同苦主向
警方及海關求助。有份提供協助
的律師表示，過往類似案例成功
索償的機會很低，但今次很多個
案都有相似遭遇，情況也許不
同，或增加成功索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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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表示，集合由黃埔居民成立的California
Fitness苦主大聯盟的個案後，已累積接獲逾千

宗求助個人，當中逾半數是黃埔居民，保守估計總涉
及金額至少1,000萬元。
她表示，現時有6名律師提供協助，他們將合約類

型與涉及地區分類，以便索償。
梁美芬指出，大部分苦主至少尚有一年合約在身
時，已被游說續約，出現合約尚未開始已遇清盤的情
況，質疑California的做法令人懷疑早已知道會被清
盤，仍有預謀騙取客戶金錢，有刑事詐騙的嫌疑，故
今天會聯同苦主報警求助，並已約見海關，另一方面
仍在聯絡California高層。

個案多類似 律師：或有利索償
有份提供協助的律師錢志庸表示，公司在清盤後
由破產管理局分配尚餘資產予債權人，而苦主在眾多
債權人中排行第十二，即非最優先可追討賠償的一
群，一般而言成功索償的機會很低，但他指這次事件

有很多個案都有相似遭遇，情況也許與平時不同。
有苦主直言，因為居於附近，且黃埔分店特有高
溫瑜伽服務，才會申請會籍，因此不會考慮到其他分
店使用服務，堅持要追討自己應有權益。

聯盟：成員疑收警告「滅聲」
大聯盟發言人沈小姐表示，昨日下午有聯盟成員在

Whatsapp群組上表示，有會員於旺角分店儲物箱收到
一張沒有下款的字條，當中內容指，為免大眾的不正當
猜測影響清盤程序，「本公司」不希望任何人接受任何
媒體訪問，又指如「本公司」查證發現類似個案，將進
行法律追究一切潛在之損失及有權時終止會員所有會籍，
再三提醒各會員不要以身試法。
沈小姐表示，雖曾嘗試聯絡California求證紙條真

實性未果，仍相信是由對方發出的信息，直言對此感
到害怕，認為對方開始阻止苦主發聲，更擔心自己會
遭受進一步的騷擾。California中環及旺角分店均否
認有發出相關紙條。

「加州健身」結業慌 千苦主求助
保守估計涉款千萬 梁美芬質疑預謀行騙

大型連鎖健身中心
California Fitness 黃
埔分店停業，引起全
港客戶恐慌。消委會
總幹事黃鳳嫺昨日在

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消委會會按既定
程序研究每宗個案並作出調停，若個案
調停三四次仍未成功，會建議消費者尋
求法律意見。另外，消委會過去兩天共
接獲180宗諮詢及42宗投訴J.V. Fitness
的個案，當中包括California Fitness，
涉及中止合約及銷售手法。
協助受影響顧客的黃埔東區議員、立
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
表示，除了循民事途徑追討款項外，亦
會從刑事責任方面調查，若管理層明知
公司有財政困難，仍繼續大量招收會
員，便有可能涉及詐騙和誤導，或觸犯
刑事條例。

梁美芬倡增消委審裁權力
梁美芬說，收到的求助個案大部分為

黃埔分店顧客，亦有數十宗求助來自其
他地區，當中包括大學畢業生、家庭主
婦及上班族等。她批評California Fit-
ness精心設計不同類型條款，其中一款
是假如分店停止服務，而附近10公里內
有其他分店，顧客便不能追討，但該條
款較常於黃埔分店簽署的合約中出現，
她懷疑管理層是否早知公司有財政困難
仍招收大量會員。
梁美芬促請政府應正視有關問題，要
求服務提供者有責任向消費者清楚解釋
條款。她又批評消委會是「無牙老
虎」，只是建議消費者循民事索償，未
能協助消費者，建議政府增加消委會的
審裁權力。

苦主批「加州」不願擔責
California Fitness苦主大聯盟發起人沈

小姐在同一節目上表示，聯盟至今已有近
900人，他們計劃集體報案並要求該公司
退款。她表示，今年3月與兩名子女每人
以1.2萬元加入為黃埔分店會員，會籍為
期3年，而簽約時從沒有職員告知若附近
10公里內有其他分店，顧客便不能追討
的條款。她又說，合約上的字「細到放大
鏡都睇不到」，認為該公司根本不想承擔
責任。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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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 Fitness 財務狀況惹關注。 資料圖片

■梁美芬指已接獲過千宗求助，保守估計共涉至少一千萬元。 莊禮傑攝
■California Fitness苦主大聯盟發
言人沈小姐。 莊禮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慧敏） 大型連鎖健身
中心California Fitness黃埔分店日前起停業，旺角
分店亦傳出欠租消息。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昨
日陪同4名苦主到灣仔警察總部報案，涉及款項逾
90萬元。他們要求警方調查California Fitness是否
涉及商業詐騙，其中一名患情緒病的苦主更表示，
在職員的不良銷售手法下，3個月內購買22萬元健
身課程，惟6月起已未能約教練上堂，冀該公司能
退回款項。鄧家彪又說，至今收到6名旺角分店已
離職教練的欠薪求助，涉及80萬至100萬元。

密集游說「落疊」預約教練「無影」
患有情緒病的陳女士自2006年成為銅鑼灣分店

永久會員，今年3月起該公司職員開始密集式游說

她購買健身課程，「佢哋動之以情，又話quota
（銷售額）唔夠老細會鬧，每次有2個至4個人圍
住我sell（銷售）」。
陳女士後來向他們提供醫生紙證明患有情緒病，

冀職員停止游說，惟職員反指多做運動有助控制病
情，最終陳女士在3個月內簽下11張單合共370堂
課程，涉及22.1萬元。
她續說，6月發現很多教練離職，又未能預約教

練上堂，希望該公司退還有關款項。

欠薪近百萬 鄧家彪促交代
鄧家彪表示，另外3名苦主曾購買共70萬元課

程，其中有長期服食精神藥物的男士被職員游說購
買約20萬元課程，及後在海關及消委會介入下，

該公司願意退款20萬元，惟一直未收到退款，至
上周該公司以遭入稟清盤為由擱置退款安排。鄧家
彪促請California Fitness盡快交代財務情況，又希
望金管局與銀行業界商討，容許銀行暫緩有關交
易。
另外，鄧家彪接獲6名旺角分店已離職的教練欠
薪求助，稱California Fitness至今仍未發放5月至6
月首半個月的薪金，合共涉款80萬至100萬元，本
月15日將到勞資審裁署入稟索償。
警方回覆本報查詢時指，灣仔警署昨日共接獲4

名年齡介乎21歲至57歲的女子報案，稱懷疑一間
健身中心涉及不良銷售，或向該健身中心追討退款
不果，要求警方協助，其中兩宗案件列作求警調
查，交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及油尖警區刑
事調查隊第五隊跟進。另外兩宗案件則轉交相關政
府部門跟進。
勞工處表示，接獲有關公司的員工的查詢，該處

已與有關公司聯絡了解事件，並提醒僱主須按照
《僱傭條例》依時發放工資的責任。

哄情緒病人買22萬課程無堂上

■鄧家彪昨陪同苦主報案，要求警方調查California Fitness是否涉商
業詐騙。 鄺慧敏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民建聯
家庭事務委員會日前聯同立法會議員陳
克勤，與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會面，
就監管馬會增新投注玩法、加強宣傳教
育及提高合法賭博年齡進行討論。民建
聯建議，特區政府主要從「減源頭，加
監管」着手，建議提高合法賭博年齡至
21歲，以遏止賭博年輕化。

批馬會「積極推廣」
自2008年至今，民建聯已是第五次進

行賭波調查，上月初發佈的調查結果顯
示，逾40%受訪者首次賭波時不足21
歲，反映青少年賭博問題令人憂慮。
60%受訪者支持合法賭博年齡提高至21
歲，獲逾85%中小學校長支持。
民建聯指出，2003年賭波合法化後，

每逢大型賽事，賭風熾熱，主因是馬會
以「積極推廣」為經營策略，推出各式
賭波新玩法，罔顧賭博對社會造成的傷
害，不少賭波人士情緒困擾，需接受戒
賭輔導甚至有自毀念頭。為保障青少年
的健康成長，民建聯認為有必要提高合
法賭博年齡至21歲。

促監管審批新玩法
民建聯又促請制定監管機制去審批馬會

的賭波新玩法，增透明度及公眾參與；製
作有針對性的宣傳短片，忠告賭博禍害，
加強監管財務公司廣告及網絡賭波資訊；
要求當局研究堵塞透過網上支付平台參與
非法外圍賭博的漏洞；增撥資源以支援戒
賭服務及宣傳教育；警方加強打擊非法賭
波；設立基金，為足球發展提供資源。

關注賭波年輕化 民記倡設限21歲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一班成員，日前聯同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與民政事務局局長
劉江華會面，就監管馬會增新投注玩法、加強宣傳教育及提高合法賭博年齡進行交
流與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焚燒108小
時更導致兩名英勇消防員殉職的九龍灣淘
大工業村迷你倉四級大火，港府如何善後
成為大眾關注議題。特區政府昨日在立法
會一個聯席會議上表明，為加強迷你倉消
防安全而成立的跨部門調查專案組，將研
究如何修訂法例加強規管迷你倉，預計於
下個立法年度提出修訂法例之建議。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及發展事務委員
會昨日下午舉行聯席會議，討論火災的善
後工作。署理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表示，今
次是近年消防處面對最大困難的火警之
一，整場火警共出動逾630架次消防車、
逾2,900名消防員及救護員拯救。

李家超：消防救援策略專業
對於坊間一些救火策略的傳聞，李家超
強調，消防和救援策略十分專業，是知
識、理論結合實踐的工作，而最能掌握情
況的是現場消防員，「每名消防員都是全
心全意將工作做好，他們的專業能力值得
大家信任。」

任燒或塌廈 累周邊民居

就不少質疑指為何起火工廈無人仍派消
防員入內救火，消防處處長黎文軒於會上
重申，若任由火警燃燒，可能令大廈結構
出現問題，或導致倒塌，而周邊又有很多
民居，會對其他物業造成嚴重破壞。
他表示，滅火救援的策略部署，第一位

是同事安全，「一定不會發生上級要求消
防人員衝入火場情況」，而消防員的保護
服亦符合歐盟標準，採購時供應商必須進
行國際認可試驗，其透氣度及排汗度亦較
以往的保護服更佳。
現時由消防處助理處長領導的跨部門調

查專案組正調查火警起因，有立法會議員
質疑專案組獨立性及公信力不足，促請政
府成立一個以法官牽頭的獨立調查委員
會，並聘請外國消防專家加入。工黨張超
雄提出臨時動議，要求成立相關委員會處
理事件，但最後因會議法定人數不足，動
議未能處理。會議主席葉國謙表示，有關
建議將由委員會轉交政府考慮。
李家超在會上亦指出，當跨部門調查專

案組完成調查後，報告會交予死因裁判官

跟進，如有需要將召開死因庭審訊，聆訊
期間亦可尋求外國專家作證，相信有獨立
性及能達到公平公正。
對於如何規管迷你倉以確保悲劇不會重

演，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指出，政府目前掌
握全港迷你倉約有497個，屋宇署與消防
處現正按風險高低，訂定巡查優先次序，
相信完成後能進一步掌握情況。
他表示，目前法例沒有針對迷你倉的規

管措施，但跨部門專案組正研究短中長期
規管措施，包括立法。政府目標是於下一
個立法年度，將建議提交立法會審議。當
局亦將約見迷你倉協會，希望在修例前能
實施一些中期措施，例如在迷你倉增加保
安員、24小時有人看管或要求租戶就儲存
的物品作出聲明等。

陳茂波：政府無向消防施壓
他又否認政府的高層會議曾向消防處施

壓要求盡快撲滅大火，強調政府不會介入
如何救火，需依賴消防處人員的專業判
斷。

消防一哥：滅火部署首重同事安全

7月5日(第16/075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7月7日

頭獎：—
二獎：$2,038,650 （0.5注中）
三獎：$100,670 （54注中）
多寶：$15,13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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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否認政府曾向消防處施壓。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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