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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最新分
享内容，扫扫吧！

1122万万元元锁锁车车里里，，转转眼眼回回来来就就没没了了
窃贼频用解码器作案，警方提醒贵重财物莫放车内

本周多是连阴天

气温起伏不大

本报济南11月15日讯（记者
任磊磊） 15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
悉，预计未来一周阴雨天气较多，气
温起伏不大，并无较强风力，雾霾天
恐还得继续。

14日，济南市环保局发布消息
称，济南市已经解除了重污染天气
黄色预警。虽然黄色预警解除，但是
大气的能见度依然不高，因此市民
出行仍需注意。未来一周具体如下：

16日白天，全省天气阴有小雨
转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
区和半岛内陆地区 8℃左右，其他
地区11℃左右。

16日夜间到17日白天，鲁南地
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
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
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5℃左右，其他
地区9℃左右。

17日夜间到18日白天，鲁西北
的西部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雨，
其他地区天气多云间阴。最低气温：
鲁西北和鲁中山区 4℃左右，其他
地区8℃左右。

19日～20日（周四～周五），全
省天气多云转阴。

21日～22日（周六～周日），全
省天气阴有小雨。

乌鲁木齐至济南

加开“棉农专列”

九个“不雅”小动作

让你越来越健康

生活中有一些小动作，看似是
坏习惯，其实竟是养生保健妙招！经
常做下面这 9个小动作，可以让你
变得越来越健康。

比方说打哈欠，有些很讲究的
人认为这不太文雅，其实从健康角
度考虑，如果犯困了，不打哈欠才是
不好的。因为它是机体的生理需要，
它是神经疲劳的信号，提醒人们此
时应该休息一下。另外，打哈欠有助
于放松眼部肌肉，促进眼部血液循
环，使眼睛感觉更明亮、舒适。美国
保健协会的科学家们也为此建议，
长时间盯着电脑工作的人，累时不
妨打个哈欠，以缓解眼部疲劳。

还有哪些“不雅”小运作是有利
健康的呢？关注逸周末公众微信号
(qiluyizhoumo)，查看全部详细内容。
点击逸周末微信页面右上角头像，
再点击“查看历史消息”，还可以看
到以前发送的所有内容哦！

本报记者 周锦江

收到取件短信

拿时却“无此快件”

14日，正在家中的安女士
收到短信，提示她有一个快件
要领取，安女士去取件时却提
示“本设备无此快件”。安女士
说，她在“双十一”购买了不少
东西，有十余个快件会在近日
陆续到货，具体哪个到了她也
弄不清楚。之后拨打电话才弄
清楚，原来是快递员把别人的
电话误填成她的，以至于她收
到了这条短信。快递中的小区
名字与安女士所在小区不一
致，因此就出现信息错误的情
况。

安女士对此表示担忧，她如
凭此短信前往所示小区，肯定可
以拿出快件，这样一来快件的安
全性也就形同虚设了。

记者咨询多位快递员了解
的，目前很多快递员会同时投
递数十个快件，填错号码的可
能性不能排除。快递柜设立之
初，一个美好的设想便是提高
投递效率，然而，这个新生事
物，并未如愿赢得一致好评。因
为根据市场信息反馈，这些快
递柜的使用效率未达预期，快

递员小刘告诉记者，目前在潍
坊只有十分之一的快件是通过
快递柜投递的，大多数市民还
是希望能够送货上门。

“僵尸件”常占空间

快递人员定期清理

记者了解到，目前潍坊市区
至少有四家企业在推进快递柜
建设。其中“速递易”网点居多，
已在写字楼、小区、学校、医院、
工厂设了近400台。

“速递易”潍坊地区一位
负责人坦言，目前公司并未盈
利，处于投入期。每落地一台
新机器，都会免费开放试用一
个月。试用期过后，取件人可
免费存放包裹 2 4 小时，逾期
后，每24小时收取1元保管费。
超过24小时取件，投入1元硬
币即可取件。这仅是为了催促
收件人尽快取件，让储物柜周
转起来，并不是盈利点。

日日顺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目前该公司是完全免费
的投入阶段。从运行情况来
看，确实会碰到“僵尸件”，对
于此类快件的处理方法就是3
至 5 天由投递员进行一次清
理。据了解，有一些是公司刷
单的空件，最后收件方会选择
不领取。

快快递递员员电电话话填填错错，，快快件件险险落落他他手手
“双十一”后快件量爆涨，智能快件箱频遇小麻烦

新华社南京11月15日电
（记者 王珏玢） 代替家人签
收快递，不小心也会上当受骗。
警方提醒，一些浑水摸鱼者会
利用“货到付款”的方式诈骗钱
财，广大消费者应提高警惕。

江苏无锡警方介绍，今年
10月，无锡市民小胡的母亲代

女儿签收了一个货到付款包
裹。因为小胡是个“淘宝族”，平
时也经常帮女儿收件的胡妈妈
没有多想，就帮女儿签收了这
份快递，并支付290元货款。

等到小胡下班回家后，母
亲告诉她有个包裹，小胡打开
包裹一看，里面只有一些优惠

券和充值卡，于是她立即报警。
民警经咨询快递公司了解

到，货到付款的包裹一般只要
当事人签收了，包裹代收的钱
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一些诈
骗者正是利用这一点骗取网购
消费者的钱财。

警方提醒消费者，在签收

包裹时，应仔细核对姓名、地址
及内容，也可以先要求打开包
裹查看一下。遇到货到付款、需
要代别人签收的时候，应第一
时间联系收件人确认是否有这
样的包裹，确定后再付款，如发
现没有或送货信息不符，应拒
绝签收。

警警惕惕快快递递货货到到付付款款也也有有骗骗术术

一周天气

相关新闻

智能快件箱在城市火速落地，在面临“双十一”快件量
剧增时也出现一些问题。14日，潍坊市民安女士收到一个
来自智能快件箱的短信，提示她有一个快件未取，而她在
自家楼下的快件箱中输入密码却提示错误。原来是快递公
司工作人员将手机号填写错了。

随着盗窃车内财物手段的不断翻新，有些车辆明
明落锁，车内财物仍被偷。近日，滕州的赵先生在银行
取款12万，把车停在自家门口后落锁，20分钟后再回来
时，车内现金被盗。警方对此提醒，贵重财物不要留在
车内，最好的锁车方法是用钥匙锁车。

针对越来越高明的盗窃车内物品行为，警方提醒广大车
主一定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千万别将汽车当成“保险箱”，即
使离开汽车的时间很短，也不要将贵重物品放车内。

“如果车内不得已常要放些物品，可给车窗贴上膜，防止
车内物品暴露在外人的视线内，并装上报警器。车尽可能停在
安全系数高、有专人看管的停车场内。”民警介绍，“其实最安
全的锁车方法也是最原始的方法，就是用车钥匙锁车，这样遥
控信号发不出，解码器就起不上作用。”

民警称，使用遥控锁车时，离车不要太远，以缩小被解码
器感应的范围。此外，在汽车自带的防盗系统之外加装暗锁，
并且不要装在固定常见的位置，可以拖延被盗的时间。如果不
幸发生此类案件时，应注意保护好现场，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
警。

10月28日上午，赵先生将
汽车停在家门口，进家拿完物
品再回到车内时，刚刚从银行
提取的12万元现金不见了。赵
先生介绍，自己在家仅仅呆了
20多分钟，同时车又已落锁，
看起来完好无损，怎么钱就
没了呢？滕州市公安局刑警
大队五中队、级索派出所接
到报警后，赶到现场。经查，
赵先生的小汽车并没有损坏
痕迹，赵先生从银行取出12万
现金后，曾带着现金在其工厂
短暂停留后回家。

后赵先生向民警反映，当
日上午11点多，赵先生回到工
厂时，感觉有两个陌生男子在
厂子外面走动。民警调取厂外

监控发现，两名男子驾驶一辆
无牌黑色踏板摩托车行动可
疑。警方继续调查发现，这两名
男子还出现在银行附近的视频
监控中，并尾随赵先生的车一
小段路程后消失。民警推测这
两名男子有作案嫌疑。经过多
方侦查，锁定嫌疑人为附近村
有盗窃前科的王某和张某。

11月4日上午，民警将两
人抓获，同时还将与王、张二人
在一起的吕某带离审查。经审
查，王某交代了其伙同张某于
10月28日，驾驶张某无牌摩托
从某银行尾随赵先生至其家门
口，利用汽车解码器干扰功能
打开赵先生的汽车门，偷走现
金的犯罪事实。

车没有破坏痕迹，车内12万元却被偷了

面对民警审讯，张某又
交代了另一起利用汽车解码
器盗窃车内钱物 4 万余元的
案件。11月 3日 8点钟，王某、
张某、吕某三人预谋后，驾驶
两辆无牌摩托车窜至兖州寻
找目标。三人在兖州市区从
中午 12 点一直找到晚上 7 点
多钟，终于发现两名男子从
一辆停靠在商业街的汽车走
出，当其中一男子用电子遥
控器锁车时，王某打开解码
器，搜到该男子电子遥控器
的信号，当两名男子走进饭
店吃饭时，王某暗示吕某在
车旁望风，王某伙同张某走
近汽车，用解码器打开车锁，

偷走车内钱物共计4万余元。
目前，被盗的 1 6 万余元钱物
已被全部追回，王某、张某、
吕某已被刑事拘留，此案正
在进一步审查中。

民警介绍，以前犯罪分子
使用的汽车干扰器，主要是通
过截断电子车钥匙向防盗系统
发出的信号，使车门无法上锁，
但无法截断一些高档车型信
号。现在犯罪分子使用的汽车
解码器，可以获取遥控器锁车
时发出的信号，然后再用这个
信号打开车锁。所以即使有些
车主习惯将车辆落锁后，拉一
下车门确定车门锁上，也是有
安全隐患的。

解码器可获锁车信号，遥控锁车不可靠

本报记者 甘倩茹 本报通讯员 刘阳河 王开华

警方：用车钥匙锁车才是安全的

本报济南11月15日讯（记者
宋磊） 为满足在新疆采棉务工人员
返乡乘车需求，乌鲁木齐铁路局决定
加开出疆旅客列车，具体信息为：

11月12日、18日乌西—徐州加开
3208次列车；11月14日、21日、28日、12

月5日乌西—济南加开3208次列车；11

月16日、23日乌西—合肥加开3208/5

次列车；11月30日、12月7日乌西—合
肥加开3308/5次列车。

上述列车主要经停大站时刻为：
乌西均为14:36开，乌鲁木齐南均为15:
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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