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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把握「一國兩制」關係 香港穩定繁榮政治基礎更穩固

加強執法教育 防範新種騙案

──習近平視察香港一周年回顧系列社評之一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彈指一揮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來港視察已將近一周年。習主席視察中展現的對香港
的關愛，港人記憶猶新；一年來，習主席和中央政府對香港
發展的全力支持，港人歷歷在目；在習主席引領下，香港特
區政府一年來謹守「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依法施政，
推進了香港穩中向好的發展局面，港人感同身受。在迎接香
港回歸祖國 21 周年之際，重溫一年歷程，我們可以進一步深
入領會習主席的高瞻遠矚，進一步把握新時代「一國兩制」
實踐的正確方位，排除干擾，凝心聚力，香港穩定繁榮的政
治基礎更穩固。
習主席一年前視察香港時，就新時代深化「一國兩制」實
踐、加快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等，發表了一
系列重要論述和指示。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大會上的重
要講話中，習主席指出，要「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和『兩
制』的關係」，要「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深刻闡釋
了「一國」和「兩制」的關係，進一步明確「一國兩制」在香
港實踐的憲制基礎和法律保障，解答了對香港全面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的方向性和根本性問題。堅持「一國兩制」和推
進祖國統一，在十九大報告中列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今年全國人大會議寫入國家憲
法。這是引領香港進入發展新階段的根本政治基礎。
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是保持香港繁
榮穩定的根本所在。習主席強調，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並明確
指出，「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
才能枝榮。在「一國」的基礎之上，「兩制」的關係應該也
完全可以做到和諧相處、相互促進。
全面準確實踐「一國兩制」，已成為中央治國理政的重要組
成部分。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是「一國兩制」實踐的
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維護香港法治的應有之

義。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也是香港特區制度的法律淵源。香
港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規定了在香港實行的制
度和政策，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制度化，為「一國
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提供了堅實的憲制和法律保障。
習主席對「一國兩制」關係最權威、最深刻的闡述，使香港
各界目標清晰、信心堅定、團結一致，把握好香港的新定位、
新要求，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
權力和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
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對任何危害國家
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
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港人態度鮮明、立場堅定予以抵制，傳
遞不容觸碰底線的強烈信號，「一國兩制」的強大生命力和中
央穩控香港局勢的管治能力得到充分彰顯。
過去一年來，在中央堅定的引領和支持下，香港各界目標
一致，齊心協力，以實際行動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
香港發展呈現穩中向好的趨勢。特區政府帶頭和推動各界宣
揚十九大和兩會精神，認真學習、深刻領會習近平新時代思
想的重要內涵，「尊崇憲法、學習憲法、維護憲法」蔚然成
風，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尊重憲法權威，堅持按憲法和基本
法辦事，維護尊重法治的核心價值；對「港獨」零容忍、零
空間，反對派和激進政治勢力散播「港獨」言論，挑戰「一
國兩制」的惡行，受到主流民意的嚴厲譴責和抵制；選管會
依法遏止「港獨」、「自決」分子混入特區建制架構，法庭
對旺角暴亂等案作出具阻嚇性的判決，對「違法達義」、
「以武抗暴」當頭棒喝；立法會、區議會補選出現政治力量
的轉變態勢；支持國歌法本地立法、支持「一地兩檢」立法
的民意始於佔大多數。各種跡象顯示，廣大市民相信堅守
「一國」之本，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堅定抵制反中亂港
的政爭，「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政治和社會基礎已經越來
越穩固。

多名市民昨日報警，懷疑墮入層壓式社交平台騙案，損失數萬元至數十
萬元不等。隨着互聯網金融和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利用新科技的金融騙案
層出不窮，令市民蒙受嚴重損失。本港警方必須增加網上巡查，及早發現騙
案，加強執法打擊；金融監管當局、政府有關部門亦要加強宣傳教育，引導
市民增強自我保護意識，勿因小小甜頭而上當受騙。
層壓式社交平台騙案，其手法類似傳統的「龐氏騙局」，無非是以不
正常的高額回報吸引投資者。投資者的回報，並非來自真實的商業收
益，而是來自新加入者的資金，資金鏈最終必然斷裂和「爆煲」。只不
過現在很多騙徒以互聯網企業為包裝，打着「金融創新」的幌子行「龐
氏騙局」之實，並透過社交平台快速傳播發展「下線」，令更多市民更
易墮入陷阱。
相比傳統的「龐氏騙局」，社交平台騙案，基本上都涉及跨境犯案。例
如本次涉案的「Metalk 密語」投資計劃，計劃聲稱建立如「騰訊」一樣的
大公司，着眼內地龐大的互聯網市場，參與者來自內地、港澳等地區。有內
地人來港接受培訓，亦有本港受害者去澳門等地參與活動。究竟背後操縱者
是何方神聖，恐怕一時難以搞清楚，大大增加了警方執法的難度。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面對犯罪分子運用新手法欺騙市民，政府必須循
嚴厲打擊和加強宣傳雙管齊下，遏止新種騙案。由於騙案以層壓式手段吸引
市民加入，其組織成員「廣撒網多撈魚」，警方應進行更嚴密的網上巡查，
主動了解各種投資論壇、群組傳播的信息，及早發現騙案的蛛絲馬跡，並採
取相應行動，減少市民損失。同時，警方應鼓勵市民舉報涉嫌詐騙的金融機
構及相關人等，設立專門的電話熱線和社交媒體賬號接受市民檢舉。
另一方面，金融監管機構須加強對新種投資的監管力度。本港金融監管
制度較為成熟，投資者和監管當局的風險意識較高，但往往僅限於對傳統
的投資產品。由於本港互聯網金融發展不及內地和周邊地區，市民對新型
投資產品往往一知半解，但又希望抓住互聯網金融急速發展的機遇。信息
不對稱，令騙徒有機可乘，港人容易在互聯網金融騙局「中招」。
互聯網沒有地域限制，香港又是資金自由進出的國際金融中心，港人進
行境外投資十分常見。因此，本港金融監管部門必須因應互聯網金融騙局的
新情況，與時俱進完善監管政策，聯同其他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主動加強
宣傳教育，讓市民對互聯網金融投資有充分、正確的認知，加強防範意識，
騙徒自然難以得逞。

疑層壓式 App 呃錢 16 人失財千萬
自稱英企
「呃投資」
入局 民記報案盼警嚴肅跟進

懷疑在層壓式推銷手法中被騙去金錢，今

■ 民建聯踢爆層壓式社交平台騙
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次更是透過手機 App 應用程式蒙受損失。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上月收到
市民求助指他們被游說下於去年加入
「Metalk 密語」投資計劃，只需繳付 1.5 萬
美元「入場費」再每天收發短訊便可賺取
每日 54 美元回報且「多買多得」，惟去年
4 月卻突接獲該公司告知不再經營，只能透
過分階段獲取碎股的方式取回部分投資本
金 。 陳 恒 鑌 表 示 ， 暫 時 接 獲 31 名 苦 主 求
助，單是其中 16 名苦主已合共損失逾千萬
元本金，若連同承諾回報更多達 4,110 萬
名苦主昨日已向警方報案。

香港警方表示，昨日接獲15名年齡介乎40歲至73
歲女子報案，指參與一間公司的投資計劃，但

自去年 4 月起未能收到相關的投資回報或取回本金，
涉及金額約 700 萬港元。警方經初步調查後，案件暫
列作「求警調查」，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第一隊跟
進，暫時無人被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與張國鈞昨日聯同多名苦
主舉行記者會，揭露今次事件。陳恒鑌表示，上月接
獲求助，有市民於去年被朋友游說參與投資計劃，對
方聲稱是英國上市公司，因此不虞有詐，紛紛投入約
12萬至200萬元不等的金額以作「投資」。

騙案手法大踢爆

元，最終涉及金額肯定不止此數。其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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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Metalk 密語」
投資計劃將自己形容為類似騰訊的公司，受害人
在投資初期因為有收到回報，所以未有起疑，有
人更向銀行借錢投資。受害人李小姐表示，2016
年中已有朋友向她介紹「Metalk 密語」投資計
劃，自己最初並不打算入局，惟朋友多番游說
下，終在 2017 年初決定投資，該公司曾形容自
己為與騰訊類似的公司，「只不過它是新公司，
要與微信競爭，所以需要製造數據，我們幫它做
數據，它的數據便會大。」
李小姐表示，最初共用了49萬元購買4張單，
自己投資後亦有工作，要每天發訊息，因此相信
「Metalk 密語」與其他投資計劃有所不同，而
她之前的確有獲得過回報，故之後亦有再用現金
和積分加購另一張單。她指自己為免家人不開
心，一直不敢向家人透露事件。
另一名受害者王小姐表示，自己是在 2016 年
年中透過朋友接觸「Metalk 密語」，被騙徒介
紹參與投資。她指每個投資單位為 1.5 萬美元，
但必須以一美元兌 8.25港元的匯率投資。她指自
己在投資初期每日可獲 54 美元收入，之後又參
與過公司春茗，因此相信公司沒有可疑。
王小姐其後再被游說指投資額愈大，回本愈
快，遂向銀行借錢加購 4 張單。「Metalk 密語」
並指會送出韓國旅遊，但韓國遊最終卻變成泰國
遊。她並指公司之後亦不時自行改變投資者回
報，例如將部分現金投資回報改為積分及債券
等。她指雖然感到不滿，但由於當時仍有現金收
入，因此未有懷疑，直至公司改變做法，將所有
回報改為股票，但她向證券行查詢卻獲回覆指市
場並沒有相關股票號碼。

「密語」自稱類似騰訊 苦主借錢入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又有市民

苦主須收發大量訊息「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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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200萬投資 變800元碎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資料來源：民建聯

陳恒鑌於記者會上展示有關公司於去年 4 月後予苦
主兌換到在英國上市的股票，稱有苦主花 200 萬港元
投資，只換成2,000股每股3.5便士英鎊的股票，變相
只餘下800港元。
有關公司的尖沙咀新文華中心 4 樓辦事處已停止運
作，但有苦主聲稱收到「上線」訊息，推銷他們參加
另一投資計劃，辦事處則於尖沙咀另一大廈。
民建聯暫時接獲 31 名苦主求助，他們分別來自香
港、澳門、內地、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損失金額由
12.3 萬元至 200 萬元不等。陳恒鑌相信上述數字只屬
冰山一角，估計約有400人被騙。
他昨日陪同部分苦主到西九龍警區總部報案，期望
警方能嚴肅跟進，確保另類傳銷不會死灰復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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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案－特－色

他指出，苦主們成功被游說告知開立戶口，再將
1.5 萬美元匯款至「上線」並以手機下載 App，每日
要發出 150 條及接收 30 條訊息，每天便有 54 美元回
報，「為何要收發訊息呢？因為該公司聲稱如平台愈
收發得多訊息便顯得愈活躍，投資者便會有興趣。」
他續說，苦主們起初可提取金錢，只要早 10 天向
「上線」提出便可，惟去年 4 月卻收到該公司單方面
的通知指已不再經營相關業務，苦主們向「上線」申
請以現金取回本金及投資回報不果，公司其後發通告
指會改為以分階段獲取碎股的方式，讓苦主取回部分
投資本金，「該公司起初指回報率可高達 4.3 倍，最
終連本金及盈利都化為烏有了。」

扮低成本高回報
專呃
「買餸錢」

層壓式銷售騙案多年來屢見不鮮，「新瓶舊酒」
下仍能得手自有其原因。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
表示，今次案件中涉及的公司於 2016 年開始特別
活躍，以投資 Metalk、SecureChannel 及覓友購等
Apps 為招徠，引誘苦主以購買單位的方式，加入
「秘訊聯盟營銷計劃」，以在短期內獲取 4.3 倍的
回報，並指發展潛質可媲美微訊。且只要吸納更多
人加入，每日發送足夠短訊，除可以收到公司每天 54
美元的回報，更可得到介紹回佣。
在該公司的宣傳刊物、介紹短片及招待會中，極少提
及公司的營運模式及盈利方式，只是洗腦式地重複回報
計算方式，並鼓勵投資者積極發展下線，以獲得更大回
報。陳恒鑌說：「事主覺得只是收發訊息便有錢收，尤
其長者及主婦也覺得無乜所謂，投入少少本金便產生盈
利，可以賺餐買餸錢。」
陳恒鑌指出，他們多以口耳相傳，不留文字記錄為發
展方法，宣傳過程中更會以事主遙不可及的高級事情，
例如聯合國、豪宅及上市公司等引誘事主，令他們產生
幻想，更會邀請明星出席活動，令事主信納公司的實力
雄厚，因而「中招」。有苦主表示，曾到澳門出席有關
公司舉辦的春茗及演唱會等活動，見過鄭裕玲、肥媽
Maria Cordero、杜德偉、費玉清等藝人到場表演。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