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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未离身，却被盗刷近4万元
记者调查发现，骗子盯上快捷支付，绕开银行卡和密码轻松盗刷

[核心提示]

商丘虞城的范大妈
年逾六旬，平时和孩子
住在郑州。令她没想到
的是自己银行卡上的近
4万元养老钱竟在今年
1月25日下午短短的数
小时内被莫名转走了，
而她的手机竟然未收到
任何扣款短信提醒，以
致她本人对盗刷浑然不
觉。

事发后，范大妈的
儿子展开了调查。经过
近一个月的追查和摸
索，他基本弄清了骗子
的作案手法，并发现第
三方支付机构的快捷支
付中存在相应漏洞。

昨日，商丘市虞城
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
案。记者试图剖析此典
型案例，给市民以提醒。

案件：
卡在身上，
近4万元莫名消失

“1月 27日晚上 9点
多下班时，我听到妈妈说
她的手机来了个短信提
醒，就打开来看。短信是
一家名为‘易付宝’的第三
方支付机构发来的扣款提
醒！”范女士的儿子程先生
说。

短信内容为：您好，您
于16年 01月 27日 12时
13分向邮政储蓄银行（尾
号 2343），成功提现 500
元，欢迎您再次使用。【易
付宝】

看到此短信内容，程
先生特意问了下妈妈。得
知她并未办理过邮储银行
卡，遂以为收到的是诈骗
短信。由于不放心，就又
查询了妈妈的农行卡。不
成想，妈妈一直带在身边
的农行储蓄卡上的钱竟不
翼而飞，里面的38115元
被盗刷。随后，他们立即
挂失银行卡，并报警。由
于涉案金额较大，郑州柳
林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受
理此案。

记者随后看到了范大
妈农行卡所打出的对账
单，显示其银行卡在1月
25日14时到21时的7个
小时里，先后被消费 19
笔，其中一部分显示为易
付宝、网银在线、顺丰、支
付宝、快钱等第三方支付
机构的消费，另一部分直
接显示为消费。

程先生说，要在支付宝、易
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机构进行消
费，必须开通“快捷支付”。而
要开通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快捷
支付，那就需要在客户端填写
持卡人的姓名、银行卡号、身份
证号、为银行预留的验证手机
号以及其推送的短信验证码。

“实际上，在个人信息泄露
严重的今天。骗子很容易买到
个人的银行卡等身份信息，而
储户掌握在手中的唯一屏障就
是第三方支付机构向客户手机
发送的验证码。那为何我妈的
手机在1月25日之前竟未收到
一条验证码和银行余额变动短
信提醒呢？！”程先生很疑惑。

随后，他又登录中国移动
网上营业厅，查询在1月25日
妈妈的资费详单，发现在银行
卡被盗刷的14：00～21：00时

段内，她的手机往一个陌生号
码 182XXXX5864 每隔 1～2
分钟发送一条短信，共计发送
了70多条短信。经查，该陌生
号码归属地为江苏苏州。

后经通讯技术人员分析，
范女士的手机应该是中了一种
木马程序，其能屏蔽接收到的
信息并将此信息转发至指定号
码。“后来，我在百度上搜索，发
现有人公然叫卖这样的木马程
序，开价500元！这种木马程
序主要针对的是安卓系统的手
机！”程先生告诉记者。事后，
他与上文提到的那个陌生号码
联系，假称也想学此技术。对
方称：“我给你个教程，该内容
会教你如何使用‘马’，如何运
用回复功能。另外，还会介绍
个卖‘马’人给你，一共 3500
元。”

未开通网银，仅凭一个短
信验证码，就将银行卡上的钱
转走消费，这里面蕴藏的“风
险”也太大了吧！程先生了解
妈妈的银行卡被盗刷的基本经
过后，得出如此结论。银行监
管部门对此风险难道就没有关
注到吗？

记者查询发现，其实针对
近两年出现的银行卡通过快捷
支付被频繁盗刷的行为，2014
年4月份银监会就与央行联合
下发《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
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
通知》（银监发［2014］10号）。
该通知对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
付机构建立业务关系提出系列
明确要求。

10号文指出，“首次建立
业务关联时，必须通过第三方

支付机构和银行的双重身份鉴
别”。

但实际操作中，开通快捷支
付时一般只需要第三方支付机
构的身份鉴别，而不少银行并
未再次进行身份鉴别。

随后，程先生将自己的农
行卡与支付宝进行绑定，他发
现首次使用支付宝进行快捷支
付时，仅需通过支付宝单方面
的身份鉴别，而银行方面并未
再次进行身份鉴别，“实际上，
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快捷支付在
开通时是绕过银行的”。

“妈妈的银行卡在身上，密
码也没有泄露。而现在，有人
却在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开通
了快捷支付，并导致银行卡被
盗刷，我认为银行方面难辞其
咎。”程先生说。

由于范大妈的银行卡开户
行为虞城县农行，昨日，记者与
虞城县农行一位李姓副行长取
得联系。李副行长在电话中告
诉记者，范女士银行卡被盗刷
一事，他们已经知晓。目前，他
们正通过省行，与第三方支付
机构沟通，尽快退回其损失，

“已追回了4笔，共计6000元的
退款。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
协调，最大限度挽回范女士的
损失”。

至于快捷支付首次关联农
行为何未进行再次身份鉴别，
李副行长说：“这个问题很复
杂，一两句话讲不清楚。”

“现在，我还和易付宝进行
沟通，争取他们的退款。我仔
细核对了我妈最初收到的短
信，里面有个邮政储蓄银行卡
（尾号为2343），没想到这张银
行卡的确存在。骗子竟然通过
第三方支付机构将钱转到这张
银行卡里，然后提现。而这张

银行卡，竟然是用我妈名字办
理的。”

骗子为何需大费周章再办
理一张范大妈名字的银行卡
呢？这是因为，第三方支付机
构内的钱在转出时需与转入时
用户名和预留电话一致。

“我妈的身份证在身上，骗
子又是如何办理的邮储银行卡
呢？”程先生感觉很疑惑。随
后，他又通过邮储银行打出了
当时办卡受理时的信息，得知
骗子所持银行卡是在邮储银行
珠海市珠海大道办理的，开户
时所使用的证件为士兵证。银
行方面说，此卡应为有人拿着
士兵证在开卡机上直接开的
卡。

“整个事件中的一些细节，
想想都让人害怕！”程先生说，
目前他已将调查到的一些证
据，提交给警方。昨日，虞城县
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但
并未宣判。K

□记者 李岚

本报讯 3月 5日上午，在
郑州市秦岭路与建设路交叉口
南约30米处，一名50岁左右的
男子骑电动车突然撞向路边的
施工围挡，连人带车摔倒在
地。120急救人员赶来时，男子
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当天上午9时30分，记者
赶到现场时，交警二大队民警
正在勘查现场。路边的蓝色施
工围挡上，有明显的撞击凹
坑。地上，躺着一名中年男
子。男子旁边，倒着一辆粉红
色的电动车。

据路边一名穿黑色上衣，
戴眼镜的年轻女子介绍，她姓

李，上午9时许，她和几名同事
准备去单位参加培训，途经此处
时，突然听到撞击声，扭头一看，
这名骑电动车的男子已经趴在
地上，一动不动。她赶紧拨打了
110和120。120急救人员赶到
后，将趴在地上的男子身体翻了
过来进行抢救，男子满脸是血，
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急救人员从死者身上，翻
出了治疗风湿性心脏病的药品
和诊断书，怀疑男子是骑车途
中突发心脏病导致车子失控撞
上了路边施工围挡。

目前，警方正在对此事进
行调查。K

线索提供 宋女士 稿酬
100元 新闻热线 96211

电动车撞上施工围挡
骑车男子当场死亡
医生怀疑是突发心脏病所致

□记者 朱建豪 文
记者 吴国强 摄影

本报讯 19层高的“天梯”
你敢上吗？近日，郑州一临街
写字楼的消防通道火了。这条
消防通道全部建于写字楼外
墙，楼梯从楼顶蜿蜒至一层，两
边围着约一米高的护栏。站在
楼顶向下看，着实让人胆战心
惊，有市民称其为最刺激楼梯。

在郑州岗杜北街与卫生路
交叉口往南500米左右，一栋
18层高的写字楼矗立在路边，
一楼设有商铺，乍一看，与普通
楼房并无二致。但是，在该楼
北侧墙面上，一条从一楼一直
蜿蜒到楼顶的逃生通道却格外
引人注意。这条通道是一个钢
筋混凝土楼梯，楼梯宽约一米，
左右各设有约一米高的护栏。
平整的外墙，“悬挂”这么一个
楼梯，显得十分突兀。

记者爬上楼顶，站在消防

楼梯上，放眼四周，感觉有些眩
晕。除了楼顶和18楼的门关闭
着以外，其他通往消防楼梯的
门都打开着。走访发现，该楼
南侧还有一条室内楼道。据附
近一位居民介绍，该楼已建有
十多年，当时流行室外消防楼
梯，但是建这么高的室外楼梯
实在少见。高层个别出口大门
被关闭，多是因为有业主嫌大门
跑风或者防止孩子发生意外。

本来就有室内步梯，要这
室外楼梯是多余的吗？“当然不
是多余！”对此，郑州市消防支
队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说，只要建
筑质量达标，这种高层室外楼梯
实际为大楼增加了一条疏散通
道，提高了疏散效率，是有益无
害的。此外，有时火势较大时，
室内楼梯可能会充满烟雾，光线
太暗，而室外楼梯开阔通风，可
以弥补室内楼梯的不足。但这
都是上世纪90年代的老做法，
现在一般都要求建在室内。

19层逃生楼梯全在外墙
郑州最刺激楼梯,你敢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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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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