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热线

广告热线

8244111

8230542

综合新闻

版面 / 文瑾 校对 / 顺顺

A 09

2019 年 8 月 14 日 星期三

网购婴儿硅胶勺缘何被骗5万
本报讯（记者 张永黎）从网络平台购买了一款价格为 19.9 元的
婴儿硅胶勺，勺子未收到，却接到了“客服人员”的电话，自此，受骗市
民被骗子“吃定”，5 万元现金一夜之间打了水漂。那么，是谁泄露了
消费者订单信息？消费者在网购中该如何擦亮双眼？

一通神秘的电话
8 月 5 日，家住西宁市城北区的李女士给自家孩子从网上买了个
19.9 元的婴儿硅胶勺。没成想，十几元的硅胶勺，竟然买出了大麻
烦。8 月 7 日晚，李女士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称，婴儿硅胶勺存在质量
问题，厂家需要召回该产品，并对李女士进行经济补偿。
李女士说，自己购买的订单号、购买的产品，对方都能准确无误
地说出来，李女士便放松了警惕。
对方告诉李女士，她购买的勺子不仅要被召回，某品会还会按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李女士进行双倍赔偿。
说到经济赔偿，对方提出要加李女士为微信好友，并在微信上提
供了身份证、工作证等信息，这样的做法完全获得了李女士的信任，
接着进入赔偿流程，
李女士要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操作。

账户为啥多出 5 万元
万元？
？
在一系列操作后，李女士发现，自己在某品会绑定的农行卡账户
竟然多出来 5 万块钱，
那么这笔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对方说这是我们平台打给你的一个流水账。
”李女士说。
既然是对方打给自己的流水，李女士第一时间想要将钱退还给
对方。
一番交易之后，李女士的丈夫觉得此事蹊跷，再次登录某品会
APP 时，发现自己已经欠了某品会 5 万元。原来打到李女士农行卡
账户的 5 万元是诈骗分子对李女士某品会页面下的某品金融进行了
提额并进行了提现。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某品会页面下的“唯品花”，其性质跟淘
宝页面的“花呗”性质相同，可进行提现操作。
一夜之间欠了某品会 5 万元，李女士的老公当即报了警。李女
士说，事发后，她也试图通过某品会客服解决问题，但是客服的答复
令她很失望。

到底是谁泄露了客户信息？
到底是谁泄露了客户信息
？
“我就想知道我的信息为什么泄露了？为什么骗子手里有我的
订单号码、家庭住址，这也太可怕了，但客服表示他们并没有泄露客
户信息。
”李女士说。
那么究竟是谁如此详尽地泄露了李女士的购物信息，记者也电
话联系了某品会客服。
“客户信息保护都是非常安全的，可以给您保证。骗子可以通过
非法渠道得到这个信息的。我们可以保证，信息不是通过某品会泄
露的。
”某品会客服称。
那么李女士的个人信息是怎么泄露的呢？个人信息会通过什么
渠道泄露呢？记者也咨询了青海立詹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表示，如今，网购越来越流行，在方便快捷、省钱省事的同
时，私人信息也随之向卖家公开，而个人信息在这个环节中也会出现
泄露的现象。
“ 很多用户将个人信息处理成不可识别之后才将其丢
弃，但依然接到推销电话等骚扰，这就说明在你收到包裹之前，你的
个人信息就已经被泄露。
”该律师说。
除此之外，一些病毒和插件，也会造成在服务的同时把扫描到的
订单信息全部发送给了软件作者，如此一来，用户的信息自然就被泄
漏了。而订单信息在泄漏后，大多会被软件作者出售给诈骗团伙和
营销团伙。一些病毒和插件，能够轻松将用户信息窃取，黑客也是造
成信息泄露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黑客能够轻松进入一些数据中心，
窃取用户个人信息资料。

网购还需消费者擦亮双眼
“网购一定要在正规大型电子商务网站进行，在挑选卖家时，认
真核实对方历史交易数据，尽量选择信誉高、成交量大的卖家。如遇
所购商品出现需要退款的情况，一定要通过所交易网址的官方正规
渠道进行，拨打官方网站上的客服电话，切勿相信卖家或其他陌生电
话发送的退款网址。切勿将银行卡密码及验证码告知他人，千万记
住这个验证码只有自己能知道。
”该律师说。
青海省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联动处置中心的民警也告诉记者，
该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中，民警也提醒市民，一定要警惕陌生来
电，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8 月 11 日，同仁北通往牙什尕方向，一辆中型货车因载货超高将限高架撞断，高管局工作人员随即到达现场
处理事故。事后工作人员对这位司机进行了批评教育，在有明显标识的高速公路上任何人都不能存在侥幸心
理，
否则害人害己。司机向工作人员道歉后对损坏的限高架进行了照价赔偿。
李燃 摄

一二三本批次在我省共录取 18025 人
本报讯（记者 得舟）8 月 13 日，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召开“2019 年全
省高考招生录取工作”第四次新闻
发布会。
据介绍，
我省第一、
二、
三本科批
次录取工作从 7 月 15 日开始至 8 月
11 日结束。参加该批次招生的院校
共有 648 所，
其中省内院校 4 所、
外省
（市）院校 644 所，
共录取 18025 人。
参
加第一批次招生的院校共 268 所，
共
录取 8187 人；参加第二批次招生的
院校共 257 所，共录取 5369 人；参加
第三批次招生的院校共 140 所，
共录
取 3269 人；
省内预科共录取 1200 人。
该批次招生录取工作持续时间长，
尤
其是第一批次重点高校众多，
高分考
生集中，受关注度较高，招生计划情
况相对复杂，
涉及民族班、
预科班、
本
科定向等招生类型。
从实际投档情况看，今年本科
批次投档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平行志愿一次性投档计划满足
率较高。参加第一批次本科一次性
投档计划满足率为 95.5%，投档后生
源不足的院校仅有 94 所；参加第二

文、理科分数线转为省内专项分数
线，一大批农牧区考生因此而受益。
四是重点高校、热门专业受考生青
睐。全国知名院校、重点院校和东部
发达省市院校投档情况呈现高分数
态势。热门专业较多、办学特色较为
明显、就业前景好的高校生源较为
充足，说明我省考生在填报志愿时
比较关注高校的综合实力、专业特
色、就业前景等因素。
不说两句吗？
想第一时间掌握时事新闻吗？想
与他人分享最新、最有趣的资讯吗？
您只需打开微信关注西宁晚报微信
公众号，即可轻松掌握最快新闻。
同时，晚报微信公众号还开通评论
功能，这里有 10 多万粉丝正在与您
交朋友，一起畅评新闻事件，今日
的 热 点
是：今天
发布，青
海高考招
生录取最
新信息。

我省集中销毁非法枪支 2295 支
本报讯（记者 施翔）为充分展现
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的
战果和成效，表明严打严治枪爆违
法犯罪的态度和决心，8 月 12 日，青
海省公安厅在西宁特种钢责任有限
公司组织开展“销枪爆、除祸患、保
大庆、护民安”集中统一销毁非法枪
爆物品主题活动，对全省公安机关
案件追缴、检查收缴和群众主动上
交的 2295 支各类枪支和 11230 把管

青海首个 B 级“三型一化”营业厅正式营业
近日，经过一个月的试营业，国网西宁供电公司
城西营业厅正式开放营业，这是青海首个 B 级“三型
一化”营业厅，标志着该公司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供
电服务提质转型正向纵深推进。
为满足大众及企业对供电服务的个性化需求，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试点建成了以智能型、市场型、体
验型、线上线下一体化为特征的“三型一化”营业厅，
大力提升“互联网+”营销服务水平，实现了服务全
方位、过程全管控的精益化管理，为用电客户提供更
加便捷、优质的服务。
在引导区，一台智能机器人正做出欢迎状，欢迎
着前来的客户，它可以实现电费查询、停电信息查
询、用电常识查询等功能，客户可在此进行简单业务
查询，实现业务分流。在新能源展示区，客户可以查
询到关于电动汽车的相关政策、充电桩新装业务流
程及车险办理的相关内容，客户可以戴上 VR 眼镜
体验电动汽车为生活带来的便捷与实惠。
在自助业务办理区，一台智能业务办理一体台

批次本科一次性投档计划满足率为
98.27%，投档后生源不足的院校仅
有 66 所；参加第三批次本科一次性
投档计划满足率为 92.32%，投档后
生源不足的院校仅有 60 所，与往年
基本持平。二是继续加大了对重点
院校计划的争取力度。针对我省高
考考生人数逐年增多的实际，省招
办统筹推进、积极协调，加大省内外
院校在青投放计划。上海商学院、湖
南工业大学今年首次在我省招生；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一
批知名院校在模拟投档期间增加计
划，还有相当数量的省内外高校在
投档后追加计划，用于志愿征集。三
是继续加大省内专项计划招生力
度。省内专项计划是我省加大教育
扶贫力度，定向招收我省贫困地区、
六州藏区和三江源生态核心保护区
考生，进一步释放教育民生红利的
有力举措。今年，青海大学、青海师
范大学和青海民族大学积极作为、
统筹谋划、严格管理，全力完成一
本、二本批量投档计划，在此基础
上，根据实际录取情况，及时将一本

终端系统可以让客户自助办理包括居民用电和企事
业办电等业务，还可实现电费缴费及业务办理进度
查询等功能。在用户线上办电体验区，客户可以通
过掌上电力、电 e 宝等手机软件实现新装及变更用
电等线上办电和线上缴费功能。
“我在终端系统上扫描了我的身份证之后，
不到 3
分钟就完成了用电新装业务。之后，
工作人员还为我安
装了掌上电力APP，
工作进展在手机上就能看到，
让我
足不出户也能了解每一个动态。
”
川味炸烧的老板李迪
芳刚在五四西路开了一家炸烧店，
新店开张的她有太多
事情需要操心，
有这个软件在手，
让她可以腾出时间去
张罗其他事宜，
不必再为办电而东奔西跑。
下一步，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将不断强化“以客户
为中心”的供电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开展营业厅布局
优化、功能完善工作，编制建设配置标准，将在 2 年
之内完成城市范围内有人值守的 5 个营业厅“三型
一化”营业厅的改造工作，让更多的客户切实感受到
更加方便、快捷的现代化供电服务。

制刀具进行集中安全销毁。
自2018 年2月7日全国开展打击
整治枪支爆炸物品专项行动以来，
全
省公安机关认真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
府和公安部关于严管严控枪爆物品的
各项决策部署，
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为牵引，
在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
项行动中忠诚履职、
主动作为，
共破获
涉枪涉爆案件 55 起，
收缴各类非法枪
支 2637 支，子弹 19.7 万余发，炸药

1842 公斤，
雷管 2.3 万余枚，
索类爆炸
物品1.2万余米，
管制刀具1.3万余把。
下一步，全省公安机关将切实
担负起捍卫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社
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的神圣职责，
对 枪 爆 违 法 犯 罪 始 终 保 持“ 零 容
忍”，依法严厉打击，全面清除风险
隐患，持续强化枪爆物品安全管控，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创造良好政治社会治安环境。

办理中国银行 ETC

高速不等待 出行更畅快
即日起办理中国银行 ETC，省内路
段最低可享 7 折优惠。中国银行 ETC 采
用记账卡/储值卡和银行扣款账户二卡
分离模式，
大大提升资金使用的安全性。
中国银行支持 ETC 车辆绑定单位对
公账户的银行,实现了单位对公账户直接
支付ETC通行费用，
方便单位实现统一结
算管理。同时，
车辆办理 ETC 后，
客户可
以及时掌握每辆车的行驶记录，
包括高速
公路入口信息、
出口信息、
行驶时间、
通行

费金额等相关情况，
有利于企业加强车辆
管理，
提升管理效率，
还可获得通行费进项
税额抵扣优惠（通行费增值税率为3%）。
个人客户只要绑定中国银行 62 开
头信用卡或借记卡，通行费可直接从信
用卡上透支代扣，享最长 50 天免息，轻
松通行，还款无忧；也可直接从借记卡实
现自动扣款，
空中充值，
快速通行。
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各营业
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