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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复制制电电话话卡卡能能监监控控他他人人？？骗骗局局！！
警方公布七种常发骗局，请市民提高警惕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孙
丽娟) 只要提供电话号码，就
能办理复制卡，监控对方的一
举一动。近日，有市民收到可以
提供办理复制卡的服务。对此，
警方称这是一种骗局，而电话
卡也无法复制。

“你想知道他(她)的通话
短信和位置吗？只要提供多方
号码，我们就可以帮助您，详情
咨询1585907****李。”近日，有

不少市民接连收到类似的短
信，短信内容称可以复制、窃听
他人手机卡的短信、通话等内
容，也可监控对方所在的位置。

“李”介绍，只要提供手机号，就
会做出一张复制卡，且会在复
制卡上装上感应器，只要复制
卡接收到相关信息，感应器就
会提醒。待复制卡测试成功后，
买家再转账付款。

仅凭一个手机号码，就能

复制出SIM卡，这有可能吗？对
此，记者咨询了中国移动客服
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手机卡是
无法被复制使用的，不可能出
现两张“孪生卡”同时使用的情
况。

警方介绍，所谓的“复制
卡”只是一个噱头，其主要目的
还是以预先缴纳定金、保证金
或事成之后转账付款为名，骗
取受害人钱财。之前，外地警方

曾破获利用复制卡行骗的诈骗
团伙。犯罪嫌疑人使用所谓的
复制卡号码，通过虚拟拨号软
件打电话，以忽悠受害人相信
来电显示的号码就是复制卡号
码，然后诱骗受害人转账汇款。

对此，警方提醒，不要轻信
和接受任何非法服务，防止被
不法分子蒙骗和勒索。若手机
卡丢失，请及时挂失或到营业
厅补办。

岁末年初是各种骗局的高发
期，30日，威海警方在线官方微信
发布预警，解读几种常发的骗局：

一、假“中奖”。不法分子以高
额奖金为诱饵，引导受害人相信
后以需要交税为由诱骗钱财。警
方提醒：切莫相信虚假中奖信息，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个人和银行账
户信息，更不要轻易转账汇款。

二、真假“公安”。不法分子假
装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
员，告知受害人涉嫌犯罪等事由，
要求受害人将账户的钱转至安全
账户。警方提醒：公安机关有严格
的办案规定和程序，不会通过电
话办案。

三、“社保”骗局。不法分子电
话或短信提醒社保补贴未领取，
诱骗受害人提供银行账户，让受
害人去自动取款机操作，从而骗
钱。警方提醒：社保等相关管理部
门不会主动索要市民银行账户。

四、“复制卡”谎言。不法分子
谎称能复制出SIM卡，监控对方
的一举一动，待转账支付成功后，
骗子便消失不见。警方提醒：不要
轻信和接受任何非法服务。

五、诈骗“连环计”。不法分子
假装银行工作人员，称信用卡被
恶意透支，之后转接公检法等部
门，设计系列骗局轮番轰炸。警方
提醒：谨慎对待陌生号码，不透露
个人信息。

六、假“代孕”。不法分子谎称
无法受孕，允诺付出高额酬劳，引
诱受害人上当。警方提醒：遇到此
类“好事”要谨慎，贪便宜吃大亏。

七、“航班”骗局。不法分子冒
充航班客服，伪装“400”电话，提
醒受害人因故取消航班，以退费
或改签为由实施诈骗。警方提醒：

“400”电话要通过官方途径确认。

公告
际高建业有限公司威

海分公司税务登记证副本
丢 失 ，鲁 税 威 字 ：
371002557894793号，挂失
声明。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遗失
两本建筑工程企业资质证
书副本，证号：A237014848
-6/2、A237014848-6/3，特
此声明。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王
震 通讯员 孙科) 女子朱某
和刚认识不长时间的男友宋某
同居后，一日朱某存放的黄金
项链丢失。经查，项链为宋某偷
盗，气变卖9570元后挥霍一空。

12月22日晚，在海滨北路
某宾馆长期租住的女子朱某报
警，称她放在皮箱内的黄金项

链丢失。经查，民警没有发现撬
锁、撬窗和物品翻动的痕迹。据
朱某介绍，在房间住的只有她
和刚认识不长时间的男友宋
某。22日，朱某报警后，宋某对
起恐吓、威胁，并在短信中流露
出愿意因项链被盗之事向其赔
钱的意愿，朱某还提供线索称
项链被盗之后，宋某购买了苹

果5手机。
民警在询问宋某手机来源

时，宋某说是分期付款购买的。
民警在宋某的随身物品中，找
到一张崭新的建设银行卡，民
警向其询问卡的来历、办卡时
间和地点、卡内金额时，宋不能
自圆其说。

面对民警质疑，宋某最终

交代了盗窃项链的事实。
宋某交代，他与朱某同居

后，因生活拮据，12日下午宋某
趁朱某外出上班之际，打开朱
某放在床边的皮箱，将黄金项
链盗走。而宋某销赃共得的
9570元，也早已挥霍一空

目前，宋某已经警方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男男友友盗盗同同居居女女友友项项链链 卖卖得得99千千余余元元挥挥霍霍一一空空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王
帅 通讯员 景泉) 近年来，
工行威海分行以“工于至诚
行以致远”的企业价值观为引
领，以稳健经营理念为抓手，以
制度机制完善为支撑，以员工
队伍建设为保障，形成了制度
健全、管理精细、全员参与、和
谐奋进的文化氛围，树立了优

良的品牌形象。
工行威海分行通过道德讲

堂、评选道德模范、推荐“身边
的感动”好人好事等传播道德
文化，教育和引导全体员工坚
定信念、增强使命感和荣誉感；
通过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
守信，关爱家庭，奉献社会的企
业文化精神，调动和激发全体

员工立足本职、扎实工作、勇于
创新、建功立业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通过营造依靠人、尊重
人、培育人的以人为本良好氛
围。强化和拓展员工技能培训、
队伍素质，职业发展的空间；通
过持续向客户和公众展示“实
力、稳健、创新、专业、亲和”的
品牌特质，积极参加地方政府

组织的行风评议、文明创建活
动，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目前，工行威海分行主要
经营指标名列当地同行业前
茅，内控案防管理连续十年实
现无案件事故，被山东省服务
名牌推进委员会授予“山东省
服务名牌”称号、被威海市授予

“诚信威海榜样企业”称号。

工工行行威威海海分分行行企企业业文文化化促促业业务务发发展展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王
帅 通讯员 姜建丽 ) 2014
年，高区国税局面对严峻复杂
的经济税收形势，全面贯彻落
实国家进出口税收政策，全年
共计办理出口退(免)税12 . 5亿
元，其中退税5 . 2亿元。

高区国税局在利用办税服
务厅、12366纳税服务热线、上
门辅导等服务的基础上，还通
过网站、微信、QQ、手机短信
等，逐步构建涵盖退税业务咨
询、提醒、办理等多种内容的退

税服务平台。
该国税局建立了出口退税

远程申报服务平台，采用税务
机关和纳税人可访问同一文件
的方式在税企之间交换电子申
报数据和反馈数据。这样，纳税
人可以打破时间、空间限制，足
不出户，随时可以将申报退税
的文件上传服务器，降低了出
口企业办税成本，提高了退税
工作效率。

同时，该局建立了重点出
口企业联系制度，安排专人负

责联系，定期和企业进行交流
沟通，了解企业情况，宣传相关
政策，为企业提供“零距离”服
务。

在退税管理方面，高区国
税局不断为出口企业减负。该
局对出口企业进行分类管理，
对信誉好、出口额度大的企业
简化办理手续和流程，同时，加
强出口退税数据的实时监控分
析，及时掌握异常状况，深入排
查分析问题，有效防范和打击
出口骗税行为。

另外，该局进一步依法简
政放权，对出口退税相关审批、
实地核查和税收文书等进行了
梳理规范，针对现行出口企业
申报中不适应形势发展的内容
进行了修订，废止视同自产产
品界定，进一步减轻了企业的
负担。

针对目前一月集中办理一
次退税的实际情况，该局积极
协调有关部门，优化了退税业
务流程，实现了一月两次退税，
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高高区区国国税税全全年年为为企企业业退退税税55 .. 22亿亿元元
落实出口退税政策，服务外向型经济发展

日前，威海石岛华东船厂
开 展 了 应 急 消 防 演 练 。

“MAYA”轮作为模拟事故船，
模拟了船舱失火、污染物泄露、
人员受伤等紧急情况的应急处
置。

本报通讯员 王洪亮
摄影报道

演演练练

工行威海分行

开展圆梦活动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王
帅 通讯员 景泉) 今年以来，
工行威海结合工商银行建行30周
年，在全行深入开展“中国梦 工
行梦 我的梦”主题教育活动，增
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该行将主题教育活动和威海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结合起来，调
动和发挥员工特别是基层员工、
青年员工的热情，成立学雷锋自
愿服务队，设立文明服务岗，不断
增强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自觉
性和主动性。

同时，该行不断总结推广，利
用内部网讯、简报、宣传栏、电子
门楣等多种宣传渠道，加强对主
题教育活动的宣传，及时通报活
动情况和典型经验，实现员工以
心中常怀有梦、勤奋工作圆梦、崇
高理想追梦的崭新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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