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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索要短信验证码的，都是骗子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高晶 ) 截取了他人

的网银相关信息后，骗子先是操
作受害人的网银，使与网银绑定
的手机不断接到支出短信，之后
再冒充良知商家，以退款为由索
要验证码。12日下午，市民连女士
就遭遇了这种骗局，幸好她没有
把验证码给对方，也避免了上万
元元的损失。

连女士经常购买理财产品，
并开通了手机银行，把网银账户
与手机进行了绑定。

12日16时9分，连女士的手
机接连收到三条短信，被提示
手机银行分别支出(如意积存)

2000元、4000元、10000元。正当
连女士莫名其妙时，一个归属
地 为 浙 江 杭 州 的 陌 生 号 码 来
电，一男子自称是Q币卖家，并
称连女士网银账户刚刚消费了
16000元购买Q币，他感觉这一
交易不正常，所以核实一下是
否是连女士本人操作的。连女
士赶紧辩解，称自己并未购买
过Q币。男子则称，他会把交易
关闭，把钱款退还到连女士的
账户内。

男子这一席话让连女士觉得
很温暖，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位有
良知的商家。果然，在16时12分，
连女士接连收到两条短信，被告

知手机银行被收入(取消积存)
2000元、4000元。

16时15分，连女士又收到短
信，除了短信验证码外，还被提示
自己的账户正申请开通e支付功
能，“开通e支付服务后，可凭借绑
定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进行网
络购物支付、转账等交易。在手机
银行客户端设置支付密码，使用

‘一键支付’认证，无需等待短信
验证码。”

紧接着，男子再次来电称，小
额的款项可以直接退还，但10000
元的大额款项需要连女士提供手
机短信验证码。

连女士明白，如果把验证

码给了对方，就等于把这10000
元送给了对方。她赶紧挂断了
电话，任由对方打电话、发短信
再也不理会。连女士还到银行
进行了咨询，确认的确有人在
不断操作自己的网银账户，她
又赶紧到公安环翠分局经侦大
队报了警。

民警分析，连女士在购买
理财产品的交易中，被骗子截
取到了网银账户和密码等关键
信息，骗子由此可以登录连女
士的账户进行操作，但由于网
银账户和连女士的手机进行绑
定，没有验证码，骗子就转不走
钱。骗子使用连女士的网银账

户购物，诱使银行向绑定手机
发出“支出”短信，扰乱连女士
的情绪后，再冒充有良知的商
家退款，继而是取消购物，诱使
银行再次发出“收入”短信，如
果这连续的几招令连女士相信
了骗子，骗子再索要验证码。而
如果连女士真的把验证码给了
对方，对方就能轻易把这10000
元转走，如果连女士还设置了

“一键支付”，骗子不需验证码
就能把账户内的钱全部转走。

民警提醒：网上交易时，手机
短信验证码相当于“一次性密
码”，只要是陌生人来电索要短信
验证码的，都是骗子，切勿相信。

威海口岸截获

大批肉肠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冯
琳 通讯员 顾长美 ) 日前，
威海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在对
韩国仁川旅客携带物进行查验
时 截 获 大 量 加 工 猪 肉 肠 ，共 9
袋，重量达63千克，这是威海口
岸首次在旅检现场截获大批肉
肠。

这批肉肠是由4名水客携带
入境，准备供给饭店使用，肉肠
包装简陋、加工粗劣，质量很难
保证，一旦流入市场，很可能对
市民健康安全构成威胁。目前，
威海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已按
照相关规定对这批猪肉肠予以
销毁。

亚亚洲洲机机器器人人赛赛中中国国区区在在威威选选拔拔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刘

洁 ) 13日上午9点，第六届青
少年机器人活动暨亚洲机器人
锦标赛中国区选拔赛在威海市
城里中学开幕。大赛共有来自
全国25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的609支队伍超过2000余学生
参加，参赛队伍及人数均创历
届大赛之最。

本届青少年机器人活动暨
亚洲机器人锦标赛中国区选拔
赛共设VEX机器人工程挑战
赛、VEX IQ机器人竞赛、BDS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人型机器
人竞赛、电脑鼠机器人迷宫竞
赛、BDS虚-实机器人现场挑战
赛、BDS3D打印机器人创客大
赛七个项目，威海市有7支队伍
参加比赛。本次比赛除了产生
不同组别和种类的多个冠军和
专项奖项外，VEX机器人工程
挑战赛的第一名还将参加明年
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机器人锦标
赛。

殷树山送巧果

到儿童福利院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冯
琳 ) 威海有七月七吃巧果的习
俗。13日，殷树山夫妇在七夕前
将一串串巧果送到威海市儿童
福利院，为小朋友们送去节日的
问候。

1 2日下午，殷树山夫妇邀
请社区几位老人一起到塔山书
屋制作巧果。由于此次巧果是要
献给儿童福利院的小朋友，老两
口还特地买来胡萝卜素粉、蔬菜
粉等将巧果染上纯天然颜色，以
便小朋友们度过一个五彩缤纷
的节日。

1 3日早晨，联运出租车公
司的的哥、的姐们免费接送塔山
社区的老人们到威海市儿童福
利院献爱心。

上午9点，殷树山夫妇及社
区几位老人将亲手制作的一串
串巧果及购买的西瓜、桃子送给
儿童福利院的小朋友们。同时，
老人们给小朋友讲了七夕的由
来及巧果的制作方法等，并和儿
童福利院的小朋友们度过了一
个欢乐的上午。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王
震) 14日，威海各地晴热，市区
最高气温可达32℃。15日转阴，
且16日有雷雨或阵雨，但最高
气温仍在30℃左右，预计天气

比较闷热。 14日，晴间多
云，西南风沿海5到6级，内陆3到
4级，温度沿海24℃到29℃，内
陆 2 2℃到 3 2℃，市区 2 5℃到
32℃。

15日，多云转阴，南风沿海
5到6级，内陆4到5级，温度沿海
24℃到29℃，内陆23℃到30℃，
市区24℃到30℃。

16日，多云间阴局部有雷

雨或阵雨，南风沿海5到6级，内
陆 4 到 5级，温度沿海 2 3℃到
29℃，内陆22℃到31℃，市区
23℃到30℃。天气较热，建议市
民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周周末末先先晴晴后后阴阴，，天天气气仍仍较较热热

节电金点子

冰箱(柜)的盛水盘上方，均
有一个滴水管道，这是冰箱(柜)

内封闭系统唯一与外界空气直
接交换的通道。盛夏，内外温差
在30摄氏度以上，因而泄冷现象
不容忽视。如果用一团棉花裹到
滴水漏斗上，然后用细绳或胶布
将其包扎，这样就如给其穿上一
件棉衣，可防止冷热直接交流，
从而达到节电的目的。

记者 许君丽

都都是是““捡捡””，，待待遇遇不不一一样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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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比赛现场。 记者 刘洁 摄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王震
实习生 张哲 通讯员 李泰

霖) 日前，市区一女孩在电玩城
游戏时，将手机放在身旁台面上，
一男子将手机偷走。事后，该男子
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7日，初中女生小周在某商场
内的电子城玩，期间在跳舞机上

跳舞时，将手机放在了身旁3米远
的台面上。游戏结束后，小周发觉
自己放在旁边的手机丢失。城里
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调取了
电子城内的视频监控，监控视频
记录下了一名男子偷拿小周手机
的过程。10日，该男子再次出现在
电子城内，民警和电子城内的工

作人员将其抓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王某，25

岁，曾有多次盗窃前科。审讯中，
王某对盗窃手机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但他认为自己是“捡”，因为
手机离女孩有好几米远。得手后，
这部苹果5s手机被王某卖了200
元钱。目前，这部手机已被追回。

主人在一旁，“捡”走手机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王震
实习生 张哲 通讯员 刘

方光) 12日下午，郭女士把挎包
遗忘在医院的大厅内，包被一男
子捡走。事后，民警找到捡包男
子，将挎包追回。该男子捡包不
还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民警对
其批评教育后，没有给予处罚。

1 2日下午，市民郭女士前
往市区某医院内看病，携带的
挎包内有手术费2600元，还有
银行卡以及其它证件。郭女士
在离开医院时，将挎包遗忘在
了大厅坐位上，返回时，挎包不
见了。城里派出所民警调取了
医院内的监控视频，发现一名

男子在丢包处徘徊多时，最终
将挎包拿走。

经过查找，民警找到了拿走
挎包的男子，男子是隔壁病房的
护工。起初，男子拒不承认自己
拿走了挎包，经民警多时劝导，
他才承认了“捡”包的事实，并将
财物归还给了郭女士。

主人不见了，挎包被“捡”走

如果是物主遗忘，拾
获者善意占有，不能获得
该物的所有权，物主向拾
获者讨要的，应该偿还。
如果是价值比较小的财
产，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
利，物主有权基于不当得
利返还请求权要求拾获
者偿还。如果是价值比较
大的财产，有可能构成侵
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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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来的

不能说就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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