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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转让
蝴蝶泉生态旅游区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

尧山镇，东邻国家5A风景区世界第一大佛，西靠木
札岭原始森林，南偎风景秀丽的5A风景区尧山，北
同国家4A风景区画眉谷相连，总面积约40平方公
里。景区内激流飞湍、群峰竞秀，古木参天，阴翳蔽
日，各景点巧夺天工，引人入胜，其中蝴蝶泉大瀑布
落差一百多米，为鲁山第一大瀑布，景区内道路、停
车场等硬件基础设施齐全，是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的
好地方、距郑州、洛阳、漯河、许昌等均在200公里以
内，武西、二广高速直通景区，311国道穿景区而过，
地理位置优越，景区交通便利，现有意转让。

垂询电话：13503759998蒋先生

征
集
公
告

北京天缘盛隆拍卖有限公司
授权郑州捷海商贸有限公司面向河南省征集：钱
币，邮票，字画，瓷器，玉器，古董，古玩等
艺术品，欢迎广大藏友免费咨询，征集截止时间5月

15日。
免费咨询热线：0371—60956179 15036046752 18790294226
公司地址：郑州市管城区紫荆山路与商城路交叉口金成国贸1316室

市场服务
广告

洋河原浆酒
洋河红色经典，洋河原浆系列酒
诚招市、县代理商（团购商、
买断商均享出厂价）货到付款。

●

（铺货、广告、房租、装饰、派员、返利、赠车、运费=厂家全包）
邮箱：E-mail:164023838@qq.com 厂家电话：18360051136

中国 江苏洋河经典酒业有限公司

我单位长期对外发放加工电子
产品，纯手工制作，货源长期稳定，
免费提供原料，技术，不收取任何费
用。现金结算，组织者月收入可观，
签订长期法律合同，欢迎实地考察，
洽谈，凡接产者可报销路费。

合作共赢

0379-63918393（陈工） 18238865098（固话）
洛阳火车站乘28路车到中州中路口南下车即到（广建大厦1201室）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出租招租
连霍高速荥阳出口
100亩土地流转

18300662999

女硕士发明“水”燃料
在烧炭造成雾霾污染严重之际，周口市女硕士利用

水和几种普通化工原料，生产出一种比瓶装“矿泉水”还
便宜的高清洁“水”燃料，经上百家饭店学校、企业单位
三五年来的使用，普通反映比烧液化气、煤炭便宜过半，
赞不绝口。迄今仍有不少饭店争相使用。

水燃料具有热值高、火力猛，节能环保安全，无毒无
味，她又发明了厨具“一键启动”装置，免去了传统手工
点火，放油，开风机，风阀四道工序，达到一键启动，自动
加热，零下30度正常使用，深受厨师欢迎，又能节省燃
料，为了造福社会，她无偿将此项技术传授给特困户使
用，消息传出后，省内外求技加盟者纷纷而至，使她应接
不暇。加盟热线：15896777104（杨师傅）

远程“锁死”苹果手机，518部“勒索”22万余元，被控破坏计算机系统罪——

一名“绑架手机者”获刑9年
□记者 段伟朵 通讯员 杨委峰

手机突然被“锁死”，无法使用。屏幕上弹出信息显示，解锁需400块，并附有联系方式。遇到这
种情况您会怎么办？昨日，记者从商丘市虞城县人民法院获悉一起类似的案例，“绑架手机者”被控破
坏计算机系统罪，最终获刑9年。

[案例] 手机莫名被“锁死”，被索要昂贵“解锁费”

2016年9月27日21时，杨
女士的苹果手机突然出现了异
常现象，屏幕突然转跳到激活
iPhone的页面，各种尝试均无
法恢复正常。与此同时，屏幕
上有一行小字，显示了一个QQ
号码。杨女士添加后，对方网

名为“苹果手机解锁”，需要400
元解锁费，杨女士认为太贵了，
最终没有成交。

记者搜索发现，最近几年，
全国各地均有类似“苹果手机
被锁死”的情况发生。手机无
故被锁死，刚好又有“苹果手机

解锁”的专业人士出现，看似
“及时雨”，背后有何猫腻？

5日，虞城县人民法院对一
起刑事案件进行了宣判，被告人
何来（化名），就是控制杨女士手
机的“幕后黑手”，“锁”手机和

“开锁者”，均是他本人所为。

[判决] 3个月非法获利22万余元，等待他的是9年有期徒刑

何来，80后，浙江省瑞安市
某村村民。表面上是一个普通
的80后小伙，背地却是一个“绑
架手机者”，他的目标是全国各
地的苹果手机用户。

2016年 9月份以来，何来
利用网上购买的苹果手机 ID
号码，通过电脑远程操控，先
后“锁死”多部苹果手机，随

后向受害人索要手机解锁费
用。

庭审现场，被害人吴女士、
裘女士等人分别陈述了苹果手
机被人锁住后，向手机屏幕弹
出的联系人支付300元至1200
元不等的解锁费用的事实经
过。

经查明，从2016年9月份

至11月28日，不到3个月的时
间里，何来先后向518名受害人
索要解锁费，共计228807元。

虞城县法院一审认为，被
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破坏计算机
系统罪。结合被告人具体犯罪
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以破坏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其有期
徒刑九年。

[提醒] Apple ID保护好，一旦“被锁”不能花钱妥协

苹果手机为啥会被远程锁
死？

昨日，记者以客户身份致
电苹果公司客服了解到，苹果公
司推出的“查找我的iPhone”功
能，原本是一种“保护措施”，为
的是一旦手机遗失或者被盗，可
以利用 Apple ID 对丢失的
iPhone进行远程锁机，但很多
用户不注意保护Apple ID，导

致这个功能被一些不法分子利
用，成为他们非法牟利的工具。

遇到这类情况应该咋应
对？虞城县法院副院长张光明
介绍，近年来，我国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每年以20%到30%的速
度增长，已成为社会公害，给人
民群众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他
提醒，信息技术让我们生活变
得高效便捷的同时，也给犯罪

分子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公
民一定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安
全。通过非法手段牟利的人没
有“信誉”可言，市民如碰到类
似情况，要到专业的售后或找
专业的维修人员进行解锁，不
能妥协，不要私下汇款给对方，
万一对方不“守信”，再次索要
钱财，市民将面临更多损失。

（线索提供 陈金华）

如果 Apple ID 及密码被
盗，可能有以下后果：手机中
的通讯录、短信、邮件等隐私
信 息 被 窃 取; 存 储 在 云 端
iCloud 的照片被窃取;如果苹
果 ID 绑定了信用卡支付，可
能会被盗刷;手机被黑客通过

“查找你的 iPhone”功能远程

锁死“变砖”。
市民该如何保护自己的

Apple ID 呢？对此，苹果官方
客服表示，用户应尽量避免使
用陌生的WiFi；不要“越狱”下
载一些不安全的软件；不要轻
易点击来源不明的短信；浏览
网页时要注意辨别域名；保管

好账号、密码，最好定期修改
并注意密码设置的多样性。发
现账户异常时，应尽快与客服
联系，不要相信任何人发送的
链接和解锁说明。同时，用户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关
闭“查找我的 iPhone”功能。

综合

Apple ID有多重要？如何保护？

世事如潮，岁月如歌。
1987年章光101集团的第一
个工厂——郑州市毛发再生
精厂（现更名为郑州章光101
科技生发有限公司），在郑州
市管城区建成投产。30 年
来，郑州市毛发再生精厂秉承
集团“以德为魂、依法治企、
悬壶济世、产业报国”的品牌
宗旨，为中原乃至全国的脱
发朋友以及亚健康的群体提
供了优质的产品和周到的服
务！

始创于 1974 年的章光
101，以“生发之父”赵章光先
生自主研发的章光101生发、
护肤系列产品为主导，坚持产
业化、多元化、国际化经营的
发展方向，拥有14000多名员
工、2000多家连锁咨询服务
机构，产品行销世界65个国家

和地区，在海外设有16个分
支机构，已为世界3000多万
脱发者解除了痛苦，是全球公
认的生发知名品牌、中国毛发
行业的开辟者和领军企业。
目前章光101集团从主攻生
发转为提倡生发、养发与护发
三项并举，在巩固101生发精
产品的同时，积极研发养发和
护发系列产品。并依据中医
闻香理论，于2010年创新发
明101紫杉沉香保健枕等系
列产品。2003年，经批准成立
北京101毛发研究院。

章光101郑州公司30年
来，立足中原的枢纽优势，在
推动章光101集团改革与发
展上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成功
创出并推广了“章光101”这个
被社会认可的中国驰名品
牌。（G）

□记者 段伟朵

本报讯 4月6日下午，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了上诉人朱广义、贺法群、朱
狗妞、宋新安诉被上诉人郑州
市人民政府要求撤销政府文件
并恢复祭城路路名一案。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6年2月2日对朱广义、贺
法群、朱狗妞、宋新安诉郑州
市人民政府要求撤销郑州市
人民政府《关于祭城路更名平
安大道的通告》（即郑政通
[2015]6号文件）并恢复路名
一案进行了审理，依法认定朱
广义、贺法群、朱狗妞、宋新安

缺乏行政诉讼上的利害关系，
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
资格，对其起诉予以驳回。一
审宣判后，朱广义、贺法群、朱
狗妞、宋新安不服，上诉至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庭审中，双方围绕被诉
《通告》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
案范围、四名上诉人是否具有
诉讼主体资格等焦点进行了
举证、质证，充分发表了意
见。郑州市“祭城社区”的群
众代表、包括本报在内的部分
新闻媒体记者旁听了庭审。

此案将择期宣判。河南
法院庭审直播网对此案进行
了庭审直播。

“祭城路路名案”
二审昨日开庭

生发巨头章光101
郑州建厂30周年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