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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展開第四波「龍捲風」

行動打擊不良營商健身中心，

在最近兩個月調查油旺區涉嫌

以具威嚇性手法銷售健身服務

的4間健身中心，揭發他們以

年輕人為目標，以問卷為名誘

簽大金額健身合約，更首次發

現有海味店同流合污協助健身

中心「碌卡」，6名苦主中招

涉款66萬元，其中一人被呃27

萬元；海關在行動中拘16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財務小組委會財政狀況

賬目

租住房屋

商業樓宇

資助自置居所

綜合盈餘

現金及投資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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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修訂預算

1.4

12.7

109.5

139.3

532

2020/21
建議預算

-7

17.6

103.6

132

568

2021/22
預測

-13.1

19.4

47.1

70.2

481

2022/23
預測

-20.6

21.7

96.6

112.7

467

2023/24
預測

-29.8

23.8

64.1

70.7

350

■海關不良營商手法調查課監督葉冬菁(左)講述案情及展示涉案健身中心犯案流程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13男3女被捕者，包括7名董事、7名銷售職員及2名涉案者，涉嫌
違反《商品說明條例》，部分被捕者
曾有前科。海關發現有關健身中心專
以18歲至25歲的學生或年輕人為目
標，在旺區街頭派卡片、派宣傳單張
或做問卷調查為名「兜搭」，帶事主
到商廈樓上健身中心，更以留低記
錄、登記優惠或填問卷等為為名，取
去事主身份證及信用卡，再要求事主
在表格填寫個人資料及遮掩表格部分
位置要求簽名，以證明資料屬實，但

其實表格是健身合約。

扮好人取消合約實劏客
當事主強烈拒絕購買之際，有自稱

負責人出現「扮好人」，聲稱可協助
向公司取消合約，但前提是事主需出
示銀行存款記錄證明金額不足付款，
目的是窺探事主戶口存款以訂出健身
合約的金額，以掏空其戶口所有存
款，再要求先付款完成健身合約才能
進行取消手續。事主因身份證或信用
卡在職員手上，為求脫身無奈配合，
職員即當場要事主用網上銀行轉賬、
到櫃員機提款及餘額轉賬方式付款，
但事後會指申請取消合約不成功，不
會退款。
在近期個案中，有健身中心使用信

用卡付款新方法，但因中心無銀行的
信用卡機，職員帶事主乘車到同區一
間有關連的參茸海味店「碌卡」扮購
物作付款。有職員則在事主不知情
下，用其信用卡上資料在網上過數購

買未經同意的健身服務，甚至有職員
帶事主到財務公司哄騙申請大額貸款
支付健身合約費用，令事主負債纍
纍。

至今擒32人涉款250萬
海關不良營商手法調查課監督葉冬

菁表示，海關由 2018 年底至今年 1
月，共進行了24次代號「龍捲風」行
動打擊不良營商健身中心，共涉6間位
於旺角及油麻地的健身中心，其中4間
已經結業，涉及健身合約服務金額共
250萬元。行動共拘捕26男6女（21歲
至56歲），部分人涉及多宗案件。
海關呼籲年輕人，小心街頭兜搭宣

傳或銷售，以免因同情心或貪小便宜
隨對方到樓上處所，有任何懷疑應立
即離開，有需要時盡快向執法人員求
助；此外，年輕人謹記要妥善保管個
人身份證及信用卡等物品，未決定購
買前切勿輕易交出，有懷疑時應堅決
拒絕付款或在何任文件上簽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房委會
在2019/20年度錄得139.3億元綜合盈
餘，現金及投資結餘增至532億，但未
來的財政負擔可能因為政府提高公營房
屋比例至七成而增加，財政儲備預料會
在2021/22年度開始下跌，並在2023/
24年度跌至350億元。不過，房委會財
務小組委員會主席陳家樂強調，房委會
的財政狀況仍然穩健，暫時毋須政府注
資。
房委會轄下財務小組委員會昨日審議
2020/21年度預算，受惠於維修及改善
工程開支減少，租住房屋錄得1.4億元盈
餘，較原先預測的3,000萬元高，加上今
年有啟德啟朗苑、長沙灣凱樂苑、彩虹

彩興苑及長沙灣麗翠苑合共約7,000個出
售資助自置居所收入入賬，錄得109.5億
元盈餘，房委會今年的綜合盈餘高達
139.3億元。
由於未來數年的公營房屋數量會有所

增加，房委會預料未來4年在租住房屋
方面的賬目均會錄得赤字，赤字金額並
會逐年上升，但房委會指下個財政年度
在沙田、離島及北區均會再有約7,000個
資助自置居所入賬，預料來年的綜合盈
餘仍會超過130億，房委會屆時的現金
及投資結餘可進一步升至568億元。
在建築成本方面，房委會去年每個公

屋單位的建築成本為66萬元，較去年的
80萬元下跌14萬元，原因與投資前景不

明朗令回標價格具競爭性有關，而居屋
的建築成本亦稍為較去年下跌1萬至81
萬元。
不過，政府前年將公營房屋比例由原

本的六成提升至七成，房委會未來幾年
的建築開支均會持續增加，由今年至未
來4年的總建築開支預計高達1,157億
元，而有關數字亦未完全反映最新《長
遠房屋策略》提出未來10年需興建30.1
萬個公營房屋單位的建屋目標。

4年後料跌至350億元
陳家樂解釋，建築開支預算增加除與
建屋量有關外，亦與成本上升有關，指
房委會未來會適時在逐年延展的5年財

政預算和預測中反映更多有關開支。
在建築及保養等成本持續上升的情況

下，房委會的現金及投資結餘預料會在
2023/24年度跌至350億元，但陳家樂強
調房委會的財政狀況仍然穩健，指政府
的財政儲備中雖然預留了824億元作公
營房屋發展及相關基建之用，但指房委
會現階段無需動用有關款項。
陳家樂並指，現時的環球市場波動，

所以房委會需要較穩健的投資組合，指
房委會現時有80%資金投放在外匯基金
的保本投資，並有12%用於投資股票，
餘下的8% 則為港元及美元存款和債
券。他指房委會會在市場明朗化後調整
投資組合。

房委盈餘139億 暫毋須政府注資

■陳家樂指房委會的財政狀況穩健，暫時毋須政府注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香港海關由本月7日至
昨日於全港進行特別行動，
巡查80個出售摺枱及摺椅產
品的零售點，並與業界代表
會面，確保市面出售的摺枱
及摺椅產品符合《消費品安
全條例》（《條例》）的規
定。
本月6日，一名4歲男童
在西營盤家中遭摺枱夾斃，
海關其後採取特別巡查行
動，並從兩個層面進行。在
零售層面方面，海關巡查各
區80個出售摺枱及摺椅產品
的零售點，包括連鎖店舖及
非集團式經營店舖。巡查人
員即場檢視摺枱及摺椅是否
設有鎖定裝置，及其運作情
況，初步沒有發現涉嫌違反
《條例》的摺枱及摺椅產

品，而鎖定裝置亦運作正
常。除現場視察外，人員亦
試購樣本作安全測試。
海關並約見相關的業界代

表，提醒他們出售的摺枱及
摺椅產品必須符合《條例》
的規定，並建議他們於產品
上附貼清晰的雙語安全提
示，提醒消費者安全使用產
品的方法。雙方亦有討論優
化鎖定裝置設計的事宜。
海關表示，一向致力打擊

售賣不合乎《條例》消費品
的活動，如果發現涉嫌違反
《條例》規定的情況，會立
即採取執法行動。過去 3
年，海關就摺枱及摺椅產品
共進行557次巡查，暫時未
有發現違反《條例》的情
況。海關指巡查行動將會繼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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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揭海味店幫健身中心呃錢
碌卡扮購物喪買服務 海關拘16人 6苦主失財66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楊曉瑩）海洋公園
將於今明兩天舉辦
「第二十五屆海洋公
園保育日」，今屆保
育日主角是已經在地
球存活超過4億年、
有「活化石」之稱的
馬蹄蟹，並開放「馬
蹄蟹探知館」讓遊人
更深入了解這一種生
物，以及牠們在香港
的生活情況。
每年一月，海洋公

園保育基金都會舉辦
海洋公園保育日，用
不同的瀕臨絕種動物為題設立專區和活動
供入場人士參與及了解環境保育的重要
性，而今年的主角是馬蹄蟹。
海洋公園保育基金於去年11月以問卷形

式訪問1,000名市民，並於昨日公佈調查
結果。結果顯示超過90%受訪者不知道馬
蹄蟹是瀕危絕種動物，45%表示不知道香
港有馬蹄蟹，64.3%認為有關馬蹄蟹的保
育教育和推廣工作不足夠。
保育基金社區教育主任林嘉瑜表示，馬

蹄蟹的歷史可以追溯至超過4億7千萬年以
前，過往不時在東涌、荃灣一帶或西貢和
大嶼山的開放水域出現。她表示，於2000
年至2009年間，野外存活的馬蹄蟹數量大
跌超過九成，相信與環境及濫捕有關。根

據香港城市大學於2012年的研究結果顯
示，本地的年幼馬蹄蟹數量已減少至不足
一萬隻。
今明兩天，前往海洋公園的遊客可以觀

賞到活生生的馬蹄蟹及靈感源自「活化
石」的藝術品，海洋公園怡慶坊將成為
「馬蹄蟹探知館」，並設置攤位遊戲及展
板。
探知館環繞多個主題，分別介紹香港與

馬蹄蟹在文化和歷史上的聯繫，如馬蹄蟹
與本地漁村的關係，以及馬蹄蟹簡介等，
遊人可以透過小遊戲認識牠們的身體結
構、習性和生命周期。此外，遊人亦可以
近距離觀察年幼馬蹄蟹，以及了解馬蹄蟹
在香港面對的各種威脅。

海園保育日 探知瀕危馬蹄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武漢市
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個案初步證實屬新
型冠狀病毒，並已找到病毒基因圖譜。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示，衛
生防護中心一直與國家衛健委保持溝
通，並已向當局要求取得新型冠狀病毒
的基因圖譜，希望可盡快取得基因圖
譜，以縮短測試時間。她並指不排除兩
地專家會面對面溝通。
在昨日的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上，

有議員質疑為何特區政府「繑埋手」
等，未有積極向內地索取有關病毒基因
圖譜，而議員陳凱欣亦促請特區政府派
出傳染病專家等，前往武漢的醫院及海
鮮市場，了解病人臨床情況與特徵，以
及有無售賣野味等。
陳肇始回應表示，衛生防護中心前日

已向內地當局要求取得有關基因圖譜，
但武漢方面正忙於控制疫情，至昨日開
會前仍未收到。她又引述港大醫學院微
生物學系傳染病學講座教授袁國勇指，
即使未有基因圖譜，本港亦有方法測試
所有冠狀病毒，需時6小時至8小時，
期望盡快取得基因圖譜，以縮短測試時
間。
陳肇始強調，與內地的溝通無間斷，

會視乎日內能否收到新病毒的基因圖
譜，如有需要，不排除兩地專家會面對
面溝通。
本港現時已踏入流感高峰期，多名議

員關注公立醫院是否有能力同時應對流
感及武漢肺炎帶來的風險，又關注是否
有足夠隔離病床應對。
醫院管理局質素及安全總監鍾健禮承

認，流感高峰期與武漢疫情風險，增加
公立醫院的壓力，醫管局的中央指揮委
員會已開會，必要時可能要減少非緊急
服務。
醫管局表示，已採取措施減少病人在

急症室和普通科門診交叉感染的風險，
希望可以加強測試病毒的能力，讓病人盡早出
院，聯網亦會研究如何加快急症病房和康復病房
的病床流轉，考慮會否使用私家醫院的低收費病
床，轉移接受康復治療的病人。
鍾健禮又指，現有的480張隔離病床可以加至
1,400張，但那些病床現時用來收其他病症，若
一旦爆發疫情，則需要些時間去作調配。

再增6宗 疑案累計54宗
另外，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佈，本港在過去一

日再多6人到過湖北武漢後，出現發燒、呼吸道
感染或肺炎徵狀，累積個案增至54宗，當中最
少31人已經出院。新增個案包括1男5女，年齡
由3歲至39歲，有3人是小童，全部正在公立醫
院隔離治療，情況穩定。當中5名病人病發前沒
到過武漢的濕街市，餘下1人則未有相關資料。
據了解有消息指，政府會在日內派員包括食物及
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到武漢了解疫症相關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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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生戴口罩出行，預防疾病。 資料圖片

■馬蹄蟹藝術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曉瑩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