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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发条条短短信信能能提提高高信信用用卡卡额额度度？？
银行称提高信用卡额度不会收费，“新型提额”技术是骗局

“不用提供房产收入等
证明，也无需跟银行联系，只
要带着密码器和绑定手机，
半小时就能提升信用卡额
度。”在当前越来越多的人们
使用信用卡还担忧额度限制
的情况下，一些类似的小广
告，在QQ群和网站里不断出
现。近日，有居民向记者反
映，自己收到这样短信，因为
自己轻信损失20元。

轻信“额度中介”

被骗走20元钱

小马是在滨州上学的大
二学生，平时生活花销比较
多，自己还喜欢网购，有时候
就感觉信用卡入不敷出。因
此，自己就想调高一下信用卡
的额度，但是感觉操作起来会
挺麻烦，并听到同学说提高额
度会收取一定费用，于是自己
犹豫起来。

正在为难的时候，小马看
到了q q上一个能够提高银行
卡额度的广告和一个手机号
码，“看着广告的时候，我也是
挺纠结，也怕这会不会是骗
局，最后我还是和那边联系了
一下，那边听了我的要求，很
爽快地答应了，说让我先汇过
20元钱，回头完成以后再汇15
元，当时也是脑子一热，再就
是觉得十几元钱，应该犯不着
骗人啊，于是就汇了过去。”小
马还告诉记者，之后自己就一

直等着，可是信用卡额度并未
变化，之后联系对方，对方一
直推脱，“我想，我可能是碰上
骗局了。”

2 3日上午，记者以需要
“调高银行卡额度”为由，通过
小马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上
一名自称可以提供“信用卡快
速提额”服务的业务员。该人
员询问了记者手中信用卡发
卡行和还款情况之后称，可以
将记者手中信用卡固定额度
提高，临时额度可以提高得更
多，但是他们要按提升额度收
取手续费。

业务员催促记者将卡号
和查询密码通过手机发给他，
看一下额度。记者表示担心提
供密码会危及账户安全，业务
员称：“提供查询密码又不是
让你提供交易密码，有什么不
放心，再说，你也就是顶多花
个十几块钱的，有什么担忧
啊。”随后一夏姓负责人与记
者对话，现在很多银行都加大
提额审核，因此办理一次额度

提高非常困难，因此他们都是
等够了足量的人以后再统一
办理，他们现在通过一种新的
方式——— 代码来操作，“你去
柜台要一个密码器，带着密码
器和绑定手机过来就可以办
理。”至于怎么通过代码提升
额 度 ，对 方 表 示 是“ 商 业 机
密”。

提升信用卡额度

不收取任何费用

记者电话联系了中国工
商银行客服人员，客服人员告
诉记者，工商银行对信用卡额
度的提升，都有着严格的申请
审核流程。这种“快速提额”的
中介，要么是盗刷卡内资金，
要么是偷换概念骗取佣金，是
不可靠的。信用卡额度根据用
户的不同会有不同标准，因此
不存在一个固定额度标准。总
行会根据客户用卡情况，给客
户提额，客户也可通过网银、
电话和柜面主动申请提升额

度，通过书面补充提供自己的
财力证明等资料，来提升固定
额度，“这个过程是不会收取
任何费用的。”

记者又联系了中国农业
银行客服了解情况，农业银行
客服人员告诉记者，这种号称
针对技术漏洞快速提额的新
方式都是骗局，有的农业银行
信用卡的额度分临时额度和
固定额度，临时额度通过电话
和网银都可以申请提升，难度
相对较低，但是有效期一般在
1个月到3个月之间，“有些人
利用这一点，办个临时额度，
持卡人给了佣金之后，银行就
可能催你还款，到时候中介可
能就找不到了。其所称的新型
提额技术是骗局，多为骗取佣
金，切勿相信，如果用户需要
购房、购车等临时性的大笔支
出，也可申请临时额度。提升
额度都是逐步累加的，不大可
能快速大幅提高。如果有信息
泄露的市民也请尽快与银行
联系，以防资金流失。”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昊

小马向记者展示自己的信
用卡和密码器，银行客服告诉记
者，一般骗局都是骗取居民的这
两样东西。

边边防防战战士士拾拾金金不不昧昧捡捡包包交交民民警警
手包“完璧归赵”,失主感恩锦旗送支队

本报3月23日讯(通讯员 谢
非凡 记者 孙秀峰) 23日上
午，家住滨州市阳信县的刘先生
手捧感谢信和写着“拾金不昧
品德高尚”的锦旗，来到滨州边
防支队，向该部年轻军官拾金不
昧表达自己感谢之情。

原来，3月21日上午，滨州
边防支队冯家边防派出所军官
陈伟利用休假来到中海公园游
玩。11时许，他在附近一家肯德
基店的男卫生间手纸盒上发现
一个黑色男士手包，而周围并
没有人来寻找，店内也没有人

来认领。
陈伟将包打开一看,里面装

有现金3000余元,若干张银行卡
和信用卡,以及金额约6万余元
的住院票据、证件等财物。陈伟
推测失主可能没走远，一会儿可
能就返回寻物，他便一直在餐厅

内守候。
等候了半个小时左右，因归

队时间渐到，失主仍未前来认
领，陈伟便拨通了报警电话，将
手包交到了派出所民警手中。随
后经派出所民警调查，终于找到
了心急如焚的失主刘先生。

哥哥哥哥肇肇事事逃逃逸逸，，弟弟弟弟顶顶包包露露馅馅
博兴交警破获一起交通肇事冒名顶替案

本报3月23日讯(通讯员
徐楠楠 记者 孙秀峰) 3月
11日，在233省道博兴县小清
河桥南首发生一起两车相撞
致一人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
发生后，驾驶人田某为逃避法
律责任，指使持有机动车驾驶
证的弟弟田某某冒名顶替自
己，被博兴交警识破。

3月11日20时50分，博兴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科值
班民警接到县公安局110指挥
中心指令，在233省道博兴县
小清河桥南首，一辆货车与一
辆面包车相撞，一人受伤。

接报后值班民警迅速赶

往现场，民警到达现场后看到
停着鲁M78XXX号面包车和
鲁MC26XX号微型货车，面包
车的挡风玻璃受损严重，车上
的驾驶人不知去向，微型货车
车头受损，车上只乘坐一名驾
驶人，并且头部受伤已经昏
迷，情况十分危急，在场民警
立即拔打120急救中心电话。

就在昏迷驾驶人送往医院
后，有一男一女来到了现场，其
中一个叫田某某的男子自称是
鲁M78XXX号面包车的驾驶
人，其妻子是车上乘车人员。细
心的民警发现，田某某的头上
和身上没有任何伤痕。

民警随即对田某某及其
妻子进行隔离调查取证。在这
一过程中，民警发现田某某的
叙述与现场勘查情况比对存
在较大疑点，并且他对民警的
提问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
语，而且与其妻子的叙述也不
相符。

由于存在疑点较多，民警
推断田某某可能不是肇事驾
驶人，真正的驾驶人究竟是
谁？经民警多次对田某某做耐
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和政策攻
心，并向其说明驾驶人冒名顶
替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两个小
时 后 田 某 某 终 于 供 出 鲁

M78XXX号面包车驾车人是
其哥哥田某。

办案民警便在博兴县中
医院找到了田某，在铁的证据
面前田某对其驾车肇事事实
供认不讳。

经调查证实，3月11日，博
兴县城东办事处田某驾驶鲁
M78XXX号面包车沿233省道
由北向南行驶，当天20时50分
至博兴县小清河桥南首路段
时，与由南向西左拐弯的湖滨
镇的卞某驾驶的鲁MC26XX
号微型货车相撞，造成驾车人
卞某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
的交通事故。

驴友被困山头
消防全力抢救

本报3月23日讯(通讯员 申
飞飞 记者 赵颖鑫) 3月14日
下午3时25分许，邹平消防大队接
警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有
人在邹平白云山顶受伤了，急需
救援。接警后，消防大队出动一辆
抢险救援车及6名消防官兵赶赴
现场。

在询问了受伤人员的相关情
况后，经过医生的简单包扎处理，
消防官兵将其固定在救援担架
上，合力往山下抬。历时四个多小
时，终于在晚上8时许，将伤员安
全抬下山，送到就近医院治疗。

而在之前的2011年8月7日晚
上8点多，济南章丘23名驴友在鹤
伴山上被困，山上下着小雨且有
大雾，能见度低，23人未带定位系
统，迷失了方向，未带手电、野营
物品，有几个驴友还带着孩子，需
要紧急救助。

消防官兵冒着雨顶着风，在
陡峭的山路上艰难前进，尤其是
在通过一条倾斜度达到70多度且
一侧是悬崖的小路时，一名战士
脚下没有踩实，不小心滑倒在地，
幸亏有保险绳保护，才避免了滚
下山头的危险。

找到被困驴友后，新的问题
又出现了：如果原路返回的话，路
程太远。晚上带着这么多人，还有
妇女儿童，最少要走6个小时的山
路。最后消防官兵采取了登山队
员的专业建议，不走山脊原路返
回，直接沿小路下山。最终在第二
天5点56分全体人员安全下山。

麦田变垃圾场
臭气熏天难忍

本报3月23日讯(见习记者
傅浩) 近日，滨城区粱才街道办
事处邢桥村的村民邢先生反映，
他们村黄河十六路东首空地变成
了垃圾场，臭气熏天，农民遭殃。
18日上午，记者来到现场，发现垃
圾成山，附近麦田，河道都受到了
影响。

大量垃圾堆积在黄河十六路
的最东面，一堆堆的生活垃圾，建
筑垃圾堆成了1米高的小山，大约
有20多堆。走近以后，有很浓的腐
烂味道。尽管现在天气不热，垃圾
堆上已经有了不少苍蝇。大堆垃
圾旁边就是几块麦田，田里散落
着不少垃圾袋。黄河十六路上的
绿化带也吹进了不少垃圾。垃圾
堆南北方向是一条河沟，由于堆
得过高，不少垃圾已经滑进了南
边河里。

邢桥村刘女士告诉记者，六、
七年前就有人开始往这里倒垃圾
了，如今垃圾越堆越多。“春天风
一大，塑料袋飞的到处都是，田地
里，路边的绿化带都有。每年到了
麦收季节，这些垃圾臭味熏天，隔
着几百米都能闻到。而且还堵着
村民进出收麦子的路。村里不得
不雇了推土机把堵着路的垃圾堆
起来。有些河里也进了垃圾，有一
条河里的水已经变成了绿色,附
近几块地都没法浇了。”邢先生告
诉记者，这些垃圾都是外面的人
晚上开车来偷倒的。村里也安排
人晚上蹲守，想抓住偷倒垃圾的，
可是蹲了几天也没抓到一个人。

“现在村委也很重视这个事情，要
奖励抓住偷倒垃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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