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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艦」交接入列後，

順利進行了殲-15艦載機起降飛行訓練，顯示航

母平台與戰機配合良好，達到設計指標要求。艦

載機起降飛行屬於航母訓練中最具挑戰性及難度

的任務，「遼寧艦」順利完成戰機升降，不但標

誌 中國航母最終形成戰鬥力邁出重要一步，而

且彰顯我國海軍綜合戰鬥力的提升。十八大報告

首度將建設海洋強國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高度，

航母計劃的穩步發展將為我國建設海洋強國、維

護國家海洋權益的戰略目標提供強力支撐和保

障。同時，中國致力構建「和諧海洋」，中國航

母也將成為捍衛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中堅力量。

航母是綜合了航空航海、電子技術、空戰技術

等多方面高科技於一身的海上作戰平台，必須配

備強大的制空、制海等武器，如果缺乏艦載機，

航母便無任何戰鬥力可言。艦載機訓練屬於航母

的高難度任務，一方面要求艦載機與航母相關系

統人員有高度的配合；另方面艦載機飛行員首次

艦將承受高度的技術和心理壓力。這次中國航

母在服役後的較短時間成功完成艦載機訓練，標

誌 「遼寧艦」向真正形成戰鬥力，成為真正的

航母邁出扎實一步。

「遼寧艦」可形成我軍遠洋巡航及打擊能力，

而殲-15戰機是中國自行設計研製的艦載多用途

戰機，配備多款精確制導武器，具備遠程打擊和

晝夜作戰能力。「遼寧艦」順利進行了殲-15戰

機起降飛行訓練，意味 我國海空軍的戰鬥力都

得到顯著提升。中國是擁有1.8萬公里大陸海岸

線、300多萬平方公里管轄海域的海洋大國。十

八大報告將維護海洋權益上升為國家戰略，既是

眼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也是 眼於我

國領土主權和發展權的維護。近年國際形勢風雲

變幻，圍繞海洋資源爭奪，島礁主權、海域劃界

和通道安全的爭端進一步加劇，提升我國海軍遠

洋作戰能力，對於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維護國家的發展利益，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對於

個別屢屢挑動領土主權爭議的國家，也有威懾效

果。

中國航母的發展不但不會對鄰近地區造成威

脅，反而是維護區內和平穩定的重要力量。過去

中國海軍已多次進行國際人道救援和反海盜行

動，受到國際社會積極評價。針對近年世界發生

的種種海上突發事件，中國航母將可執行更多人

道主義救援行動，在履行國際主義責任和義務上

作出更大貢獻，對周邊地區和世界和平發揮負責

任大國作用。 (相關新聞刊A2、A3版)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網誌撰文表示，長

期以來，政府支持討論成熟、社會有共識的新

政策、新增服務，而非單靠一次性的「派糖」

措施。事實上，明年本港經濟形勢仍受外圍環

境影響，未來更需嚴格控制經常性開支，確保

政府財政收支平衡，避免形成公共財政負擔。

不過，具長遠效益的扶貧措施，政府宜考慮列

作經常性開支，擴大扶貧效益。

政府過去在亞洲金融風暴、沙士疫潮、金融

海嘯等經濟低潮已多次推出「派糖」措施，但

這些臨時措施只是因應特別情況的一次性支

援。回歸以來，政府因應環境需要，持續推出

不少新政策、新服務，經常性開支已累增近

80%，其中教育開支增加60%，醫療衛生增加

70%，社會福利更增加超過120%，已為社會有

需要人士持續提供經常性生活支援，未來如經

常性開支再急速膨脹，財政負擔將加大。政府

需緊守量入為出的財政紀律，以免影響正常的

財政結構。

目前世界經濟前景仍不明朗，美國第三輪量

化寬鬆沒有限期，大量游資未來仍將流入本

港。然而，美國財政懸崖和歐債危機等全球性

經濟問題仍亟待解決，形勢一旦突變，本港熱

錢可能迅速流走，全球主要經濟體亦可能緊

縮。政府需維持穩健的財政儲備，做好危機管

理，控制開支，積極儲備，應對突如其來的金

融衝擊。 歐洲國家受福利主義影響，大派福

利，結果負債纍纍，終形成歐債危機，後果延

續至今。香港需注意歐債危機的教訓，不能放

鬆理財原則，以力求收支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出現民粹主義歪風，對

政府構成沉重的財政壓力。一些議員為爭取選

票，不斷慷納稅人之慨，提出巨額耗費的福利

開支以拉攏選民。香港隨 雙普選臨近，泛政

治化和非理性的討論風氣將加劇，政府未來更

需恪守審慎理財原則，以免財政陷入民粹泥潭

而不能自拔。

政府重設扶貧委員會，全面統籌扶貧政策，

顯示政府處理扶貧問題的決心。現時本港的貧

富懸殊問題複雜，一些具長遠效益的扶貧措

施，討論成熟並獲社會各界認同，應考慮作為

經常開支持續推展。此外，面對不同階層的社

會問題，政府未來仍需推出一次性扶貧津貼扶

持弱勢群體。不過，未來的扶貧措施需針對有

需要人士，確保公帑用得其所。

(相關新聞刊A17版)

艦載機起降成功 中國航母新里程 嚴守收支平衡 推動長遠扶貧

易製假身份 交友App變財色陷阱
民建聯揭四大手法 促警加強蒐情報嚴打

葛珮帆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網上騙案近年有上升趨勢，
2012年6月至11月期間有5宗懷疑網上交友受騙的案件，

較去年同期的2宗為多，問題不容忽視。而騙局大致可歸類為
騙財、性侵犯、偷竊財物及勒索「四大手法」（見表）。「網
上交友騙案性質嚴重，騙徒威迫利誘盜取錢財，甚至危及事
主人身安全」，但警方目前在分類案件性質時，只有「與網上
遊戲有關」、「非法進入電腦系統」、「網上商業騙案」及
「其他」，亦未有公布網上交友騙案的數字，反映當局對問題
未夠重視，未能提醒公眾提高警愓。

認證鬆懈陷阱處處
青聯科技協會主席楊全盛在會上表示，目前網上交友平台

繁多，如「WeChat微訊」、「Momo陌陌」、「iAround遇見—
陌生人約會交友」、「JiaYuan尋緣」、「Jjdd簡簡單單—約會
交友」等，有些甚至搖一搖手機就可即時搜尋附近的陌生
人，更可提供不同搜索條件，如性別及年齡去篩選對象，但
交友平台的認證鬆懈，「尤其是內地平台，騙徒十分容易便
可使用虛假資料，存心欺騙」，而App更可連結至手機的通訊
錄及相簿，並讀取其中的資料，陷阱處處。

家長不識潮玩難防
大埔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何主平則表示，不少家長對新

潮的手機App認識不多，對該些交友方式更是聞所未聞，坦言
十分無助。沙田一間中學的校長陳漢齡稱，騙徒冒認醫生等
專業身份，利用學生對該些人士的信任，處心積慮欺騙，令
學生更易墮入陷阱。
為解決網上交友衍生的種種問題，避免不幸事件重演，葛

珮帆建議警方加強情報蒐集工作，留意最新的犯案手法，以
及加強網上巡查，嚴厲打擊不法之徒，又提醒青少年切勿將
敏感資料，包括相片，尤其是穿校服或裸露身體的相片、住
址及電話號碼等私人資料隨便交予陌生人，以及須緊記所有
上載互聯網的文字、資料及相片均有機會在網絡上流傳，
「任何人士均可下載及使用，即使刪除亦未能停止相關資料流
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香港網上交友盛

行，隨 智能手機普及，不少年輕人均會安裝社交

網絡程式（App）。不過，青少年網上交友受騙的事

件卻屢見不鮮，受害人不但蒙受錢財損失，甚至身

心受創。早前就有多達40名女性疑被人騙取裸露照

片，繼而被迫性交。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昨日

在記者會上坦言，要在網上交友平台製造虛擬身份

十分容易，不少人存心騙財騙色。「四大手法」包

括騙財、性侵犯、偷竊財物及勒索，完全是「糖衣

陷阱」，要求警方加強情報蒐集工作，又提醒青少年

切勿將敏感資料隨便交予陌生人。

網上交友陷阱常見手法
種類 常見手法

騙財 ．假意與事主交往，博取信任，然後訛稱急需金

錢，或唆使事主進行虛假的投資或交易，騙取事

主金錢

．訛稱於海外寄送禮物給事主，但途中被海關扣

押，或因其他原因被扣押，需要事主以金錢解

決，然後騙取金錢

性侵犯 ．假意與事主交往，相約事主見面，然後性侵犯對

方

．博取事主信任，騙取事主敏感或私隱相片，然後

強迫性交

偷竊財物 ．假意與事主交往，相約事主見面，然後藉故借用

事主手機或其他貴重財物，一去不返

．假意與事主交往，相約事主見面，然後偷竊或搶

奪事主財物

勒索 ．假意與事主交往，相約事主見面，然後禁錮事

主，勒索事主或其家人交出錢財

．博取事主信任，騙取事主敏感或私隱相片，然後

勒索金錢

資料來源：民建聯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涉網上性侵 求助勁升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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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青少
年喜愛透過網絡平台結交朋友，但「網友」
提供的資料真偽，卻無從稽考；青少年往
往「一廂情願」下相信資料，結果被騙。
網上討論區最近流傳一份「指引」，教導網
民如何用假資料取得網友信任，原來杜撰
個人資料也是一門「學問」。有專業人士坦
言，即使擁有專業知識也難辨真假，提醒
青年謹慎交友。

杜撰資料 真假難辨
騙徒除會假扮專業人士身份騙取受害人

的信任，亦會虛構身份在網絡上交朋結
友。青聯科技協會主席楊全盛表示，有網
上討論區刊登「偽造身份指引」，教授網友
如何杜撰個人資料，又可以取得其他人信
任，成功交友的心得。

盜用相片 博取信任
他續說，「指引」建議網民於互聯網上

盜用別人的相片或個人照，有關相片通常
從多種角度拍攝，較少以正面示人。而所
選相片相貌亦應較平凡，以增加真實感，
取得更多人的信任。而撰寫的個人資料也
要越詳細越好，最好包括學校名稱，「因
為列出學校名稱，既可增加資料的真實
感，同時資料孰真孰假，亦難以確認」。

虛構年齡 勾引網友
楊全盛又引述「指引」稱，偽裝的身份

中，女性多是17歲至18歲，男性則為20歲
至25歲；興趣一欄則填寫近期熱話，例如
近來上映的電影或電視劇，以吸引網友討
論。從事電腦行業的楊全盛坦言，即使是
他作為專業人士，遇上這種「個人資料」
也難以分辨真假。他提醒青年在網上及應
用程式上交友，要格外謹慎。

隨 互聯網及智能手機普及，有不法
之徒利用交友網站和手機應用程式，以
虛假身份欺騙少女進行性侵犯。關注婦
女性暴力組織「風雨蘭」早前公布的求
助個案亦顯示，涉及網上等媒體的求助
個案較去年大幅上升78%，認為情況值

得關注。

訛稱婦科醫生欺騙少女
本月初，警方拘捕一名疑犯，指對方專以

手機欺騙少女進行性侵犯。案中有人訛稱
「婦科女醫生」，透過「Whatsapp」、「微信」
及「QQ」等交友手機應用程式，稱可用
裸照斷症，並稱可以性交治病；女受害者
若拒絕就犯，疑犯便用裸照要脅受害者，
受害人數達40人，當中逾半數為中學女
生。
去年初亦有5名青年透過社交網站

facebook認識多名少女，再相約她們到家中
飲酒，期間在酒內添加安眠藥並進行性侵
犯。5名青年最後分別被裁定迷姦及非禮等
罪名成立，各被判入獄7年至13年。

「風雨蘭」指情況令人關注
此外，「風雨蘭」今年首10個月已接獲

103宗強姦及41宗非禮或性騷擾求助個案，
當中有16宗與社交網站及從網絡媒體認識
的性暴力案件有關，佔整體求助的11%；
相對於去年同期類似個案有9宗，升幅達
78%。「風雨蘭」認為情況令人關注，當
局應嚴厲執法，阻止情況惡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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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機普及、網上交友平台繁

多，令騙徒有機可乘。 資料圖片

■葛珮帆表示極度關注網上交友陷阱和衍生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廖穎琪 攝

網上交友平台及其特點
facebook 香港最熱門的社交網絡平台，有較完善

的個人私隱設置

WeChat微訊 香港同類應用中宣傳較多，提供不同的
尋友途徑

Momo陌陌 專門設計為基於手機的地理位置而尋友
的應用程式

iAround遇見— 同上

陌生人約會交友

JiaYuan尋緣 有完整的交友平台，並設有收費服務

Jjdd簡簡單單— 標榜為最多女生及最多真實照的平台，

約會交友 但無相關數字提供

Line 來自日本的平台，較國際化，設有收費
服務

Skout 國際化的隨機交友平台，設有收費服務

資料來源：青聯科技協會主席 楊全盛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