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的哥哥送送还还失失物物收收车车费费引引争争议议
乘客发帖“泄愤”网友评说不一，客管部门答复收费合理

当心骗子装客服

实施“退款”诈骗

据新华社天津11月12日电
360互联网安全中心发布风险提
示称，由于“双11”网购节期间快
递压力巨大，再加上部分地区交
通限行物流速度不畅，不法分子
利用消费者收到商品之前的空窗
期，大肆实施“退款”骗局。

“本来要趁着‘双11’血拼一
把，没想到银行卡却被盗刷了
2399元”。“双11”这天，市民潘小
姐在网购衣服后接到自称“客服”
的来电，对方能清楚说明潘小姐
的交易记录，并以支付系统故障
为由称要退款。在点击进入对方
发来的一个链接后，潘小姐按照
网页提示输入了自己的银行卡信
息，结果发现银行卡被盗刷了。

潘小姐的交易记录为什么会
被骗子知道？360安全技术人员安
扬分析认为，目前很多电商网店
使用的订单管理系统存在漏洞，
黑客能够实时批量抓取大量订单
信息，从而给买家打电话、发短信
进行针对性的诈骗。

“双11网购节后‘退款’骗局
集中爆发，与快递延迟有着很大
关系。”安扬指出，“退款”骗局专
门攻击已经下单、却还没收到商
品的买家。骗子利用网店系统漏
洞获得大量订单信息后，就会针
对买家逐个实施诈骗。“商品快递
的周期越长，遭遇诈骗风险的买
家数量就越多。”

360安全卫士反钓鱼系统监
测显示，最近12小时内，已拦截假
冒淘宝“退款”的钓鱼网站近30万
次。安扬提醒广大消费者，切勿轻
信打着“客服”名义的来电，更不
要轻易点击陌生人发来的可疑网
址，以防误入钓鱼网站上当受骗。

组织机构代码

可一次性办结

本报济南11月12日讯（记者
韩适南 通讯员 田华） 记

者从省质监局了解到，我省代码
服务再提速，11月1日起，全省组
织机构代码登记业务现场办结发
证，即在办证材料齐全的情况下，
用户可一次性办结组织机构代码
业务并现场取证。

目前，我省组织机构代码已
在税收征管、银行开户、金融信
贷、车辆挂牌、外事出国、电子口
岸、社保征收、案件执行、反贪侦
查等21个部门的30项管理活动中
得到了应用，在加强社会管理、提
高政府效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

粉丝活动之抢票

周周日日去去百百丽丽宫宫影影城城免免费费看看《《卧卧虎虎藏藏龙龙》》
逸周末粉丝抓紧抢票了，数额有限先发先得

为重温经典电影，齐鲁晚
报“逸周末”官方微信与济南
百丽宫影城联合发起“抢电影
票”活动，凡关注齐鲁晚报逸
周末公众微信号参与抢电影
票的小伙伴，均有机会赢取11
月16日下午4：00的经典电影

《卧虎藏龙》电影票两张（一个
微信号限抢两张哦），仅有60
张，先发先得，抢完为止！

经典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百看不厌。11月13日至20日，
济南百丽宫影城将举办“从文
字到光影——— 2014香港主题
电影展”。本次影展由香港著
名女导演许鞍华策展，展映的

8 部 影 片 皆 为 经 典 之 作 。
《2046》由著名导演王家卫执
导，在国际上获奖无数，并奠
定了王家卫在国际上的地位；

《半生缘》改编自张爱玲的小
说《十八春》，梅艳芳借此获得
香港金像奖最佳女配角；《胭
脂扣》改编自李碧华同名小
说，梅艳芳凭借该片获得金像
奖最佳女主角奖，此片也成为
她的代表作；《红玫瑰与白玫
瑰》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
改写了香港主流电影的电影
语言模式。《女人四十》坐拥台
湾金马奖、柏林国际电影节及
香港金像奖等多项大奖；《卧

虎藏龙》则荣获第73届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等4项大奖，也是
华语电影历史上第一部荣获
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
影片。另外两部是《向左走，向
右走》和《梁祝》。

参与方式：给逸周末官方
微信(qiluyizhoumo)发送“《卧
虎藏龙》+姓名+手机号”即可
参与抢票。凡收到回复“恭喜
您获得两张《卧虎藏龙》的免
费电影票＂的小伙伴，11月16
日均可直接去百丽宫观影啦！
还不是逸周末粉丝的，抓紧扫
扫右边的二维码加关注吧。

观影时间：16日下午4：00

观影地点：百丽宫影城
取票时间：电影放映前半

小时，即11月16日下午3：30（先
到先得）

取票地点：济南百丽宫影
城检票口

提个醒

短信息

本报记者 官文涛

事情经过 的哥急送失物后“议价”收20元
10日9时21分，小李从青岛

理工大学乘坐鲁UT0980号出
租车赶往青岛二中，下车时将
书本和学生证落在了车上。10
时41分，小李根据发票查找到
了青岛交运温馨的士公司北海
分公司的电话，并拨打电话说
明遗失物品情况，称11时30分
之前必须用学生证报名，请公
司帮忙查找。

该公司当即联系上该车驾
驶员于师傅。于师傅寻找后称
物品确在车上，但自己正搭载
一名乘客前往火车站。公司随
后将情况反馈给小李，并将于
师傅联系电话留给他，告知小
李，如需驾驶员帮忙送还的话
需支付相应车费。小李在电话
里表示同意。

10时48分，小李联系上于

师傅，称急用学生证，请于师傅
尽快送到。考虑到将车上乘客
送到火车站再给小李送失物可
能来不及，于师傅就动员车上
乘客另外打车，但乘客开始怎
么说也不同意，无奈之下，于师
傅只好拨打公司电话，请公司
工作人员代为解释。在工作人员
的反复劝说下，乘客最终同意提
前下车，而作为补偿，于师傅没
有收取乘客的车费。之后，于师
傅赶紧调头开往二中方向，并在
11:14将学生证和书本送到小李
手中。“当时计价器显示的车费
金额是38元，我就跟他说给我30
元就行，然后他说怎么这么多，
后来我想一个学生可能确实没
这么多钱，我就说那20元吧。最
后就收了20元。”于师傅回忆当
时的情形对记者说。

引发争论 乘客生气发帖引发各种议论
而令于师傅想不到的是，

事后，小李因不满他收取的车
费“高”，在当地一家社区论坛
上发表了一篇《模范出租车红
飘带，归还失物索要高额路费
合适吗？》的帖子，一时间引起
网友的广泛关注，帖子的内容
大致就是的哥归还乘客遗失在
车内的物品，向乘客索要30元
车费，并附有李先生拍的于师
傅的出租车的照片。

这帖子一经发布，立即引
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短短时
间就有4万多的点击量，参与的
评论有上百条之多。有网友回
复：“乘客给司机带来不便，司
机还帮助了你，司机跟乘客要
点成本价，乘客应该感激司机

师傅这么热心肠。”“学生证虽
然不值钱，但是乘客等着急用，
司机及时归还，精神可嘉，司机
师傅的行为值得肯定。”但也有
网友称：“司机做的虽然是好
事，但如果收取乘客车费，就变
味儿了。”还有的甚至指责司机
乱收费。

市民李女士也有过类似经
历，从山东科技大学打车到隧
道口，将手机落在出租车上了。

“后来联系上出租车司机，司机
说给我送过来，我很是感激，还
买了水果送给司机。结果到楼
下，司机告诉我得付他车费。”
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当时她
一脸茫然，也很尴尬，觉得做好
事收钱让人不舒服。

专家说法 还失物产生费用乘客承担

出租车司机归还失物收
路费可以吗，如可以收费又该
如何收呢？

山东润珠律师事务所
的 曲 志 亮 律 师 告 诉 记 者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通
则》第七十九条规定，拾得
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
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
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
偿还。因此于师傅如果为小
李送回失物，确实产生了某
个数额的费用的话，向小李

索要这个费用完全是合理
合法的，当然如果借此多要
钱是不合适的。

对此，青岛市运输管理局
出租车管理处称，按出租车管
理部门的规定，司机有义务保
管好乘客遗失物品，保管费用
应由乘客承担，在给失主送遗
失物品时，是可以打表前往
的，司机可以按计价器上的数
额收取对方的费用。因此从目
前掌握的事实看，于师傅的做
法没有问题。

最新动态 乘客微博向司机道歉

12日，记者联系到发帖人
小李，小李承认当时因为生
气，所发的帖子与事实有些不
符，加之不太了解于师傅当时

给他来送失物的路线，误以为
是多收了费。小李称，他已就
此通过微博公开对于师傅及
其所在的公司道歉。

10日，青岛某论坛一篇《模范出租车红飘带，归还失物索要高额路费合适吗？》的帖子一时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众
说纷纭，短短时间点击率已过4万多。帖子的大致内容是的哥归还乘客遗失在车内的物品，向乘客索要30元车费（实收20
元）。这费用收得到底合不合理？

这是不是乱收费？
你交一下送失物
的“运费”吧

电饼铛涂层脱落还能继续使用吗
济南市民黄先生传纸条：

家里的电饼铛用了两三年了，
里面的涂层开始脱落，弃之不
用觉得可惜，继续用又担心于
身体有害。请问这层涂层对人
体是否有害？有什么方法清除
干净？

某品牌电饼铛济南售后服
务点陈先生传答案：电饼铛内

的涂层类似于电饭锅内胆的涂
层，主要作用是防止粘锅。涂层
材料跟食物一起食用后对人体
是否有害这个问题一直存有争
议，有人认为有害，有人则持相
反意见。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办
法把涂层清除干净，市民遇到
涂层脱落担心对身体有害，可
以去售后更换一个烤盘，价格

大约在60元，这样就可以继续
使用了。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发奖金啦

济南市民韩先生注意啦，
您关于“生菜可以造假吗”的
小纸条得到了很高的关注度，

获得1 0 0元奖金哦。快与工作
人员联系吧 ,“暗号”是您的电
话号码。

纸条征集令

递纸条的方式现在有三
种了 ,拨打96706；将纸条内容
及个人联系方式发送到邮箱

q l z h i t i a o@ 1 6 3 . c om；还可以
给齐鲁晚报逸周末官方微信

（q i l u y i z h oumo）发信息 :我要
递纸条 +姓名 +联系方式 +纸
条内容。如果您的问题关注
度足够高 ,还可以得到百元奖
金哦 !现在 ,选择一种你习惯的
方式 ,一起递纸条挣奖金过好
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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