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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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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100米纬一路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注销公告
南阳市池丽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1303MA44P66GXR，2018年
12月18日经股东会决定解散公司，
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请各位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司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杨燕，1874900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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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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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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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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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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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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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出租仓库厂院

●30亩国有工业用地寻求合作

标准厂房租售18637101529
●绿源路厂房出租2000平方可

分租水电齐全13503836789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爱心家政保姆护工63883878

声明

●王超不慎遗失金马凯旋A4-2
418购房发票和合同，发票号

码00104500金额155204.76
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高新区鹏燕水暖空调空

配件经销部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丢失，纳税人识别号41010
5197406042792，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元通通讯店银

行开户许可证（J491001989
4301）丢失，声明作废。

●刘志宽，河南省职工医学院毕

业证书（证号512885200106
00624）丢失，声明作废。

●孔飞原郑州工业大学毕业证

丢失证书编号：9802360,
声明作废。

●中共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总

支部委员会印章丢失，编号：

4101040140292，声明作废

●王伟遗失与郑州市二七区住

房保障服务中心签订的租赁

合同号：郑（白）房住字（二

七）第372号，声明作废。

●抵押人：任占霞41010319740
5090327，房屋他项权证号：

郑房他证字第1403091867，
房屋所有权证号：1401033095，
房屋坐落：中原区桐柏北路111
号3号楼5层17号。因本人不慎将

房屋他项权证丢失，特此声明。

●朱子墨《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O410066498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于帅康不慎遗失漯河职业技

术学院毕业证书,编号:10835
1201706002335,声明作废。

●洛阳翰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4103030122496）
丢失，声明作废。

●长垣县华锐实业开发有限公
司开户许可证原件不慎丢失，
编号4910-02094187声明作废。

●抵押人：杨迎时12010419670
9306353，房屋他项权证号：1
203033196，房屋所有权证号：
1201025759，房屋坐落：金水

区东风路28号院4号楼2单元
18-19层1802号。因本人不慎将
房屋他项权证丢失，特此声明。
●河南优逸商贸有限公司开户
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491007
1871001,开户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四港联
动大道支行，声明作废。
●戚玉娥不慎遗失河南东方宇
亿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2014年
4月27日所交定房款收据,编号
0166287，金额:贰拾捌万元整；
定车位款收据，编号0074184，
金额:叁万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武李静不慎遗失河南东方宇

亿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2014年
4月27日所交定房款收据,编号
0166286，金额:贰拾捌万元整；
定车位款收据，编号0074183，
金额:叁万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邝欣不慎遗失河南东方宇亿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2014年4
月25日所交定房款收据,编号0
166283，金额:贰拾捌万元整；

定车位款收据，编号0074180，
金额:叁万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共享单车遭“李鬼”二维码疯狂缠身
12月，郑州市区哈啰单车日均近2000辆解锁二维码被恶意“覆盖”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见习记者 张利瑶 记者 杨霄 文图

“李鬼”二维码年底横行
本报30天内已曝光3起案例

近期，“李鬼”二维码对郑州百姓的
袭扰，无孔不入。

12月17日，哈啰单车郑州运维团队
在例行巡街维护时，发现一伙人在恶意
粘贴“李鬼”二维码。被发现后，该团伙
成员还与哈啰单车员工发生了肢体冲
突，部分人员逃散。随后警方介入，目前
该事件正在调查。当日，大河报第一时
间对该情况进行了关注并作出了报道。
然而，这绝非个案，从11月中旬至今，本
报已先后报道了三起“李鬼”二维码扰民
事件。

11月中旬，支付宝联合大河报，曾在
郑州大型社区举行多场预防金融诈骗公
益课堂，河南省公安厅反诈骗中心警官
现场传授防骗知识时，曾谈到，不久前，
自己在使用共享单车过程中也差点儿中
招“李鬼”二维码。

据悉，不仅是共享单车，在城市的小
吃摊位、菜市场、烟酒店等场所，商家贴
的收款码也经常被偷梁换柱。

12月2日，本报刊发《收款二维码被
调包 郑州一市场多家商户天天为小偷

“打工”》的报道，郑州市康复中街集贸市
场商户铺位上的微信、支付宝收款码就
遭遇“李鬼”二维码轮番“覆盖”。顾客通
过扫码支付，钱就会被假收款码“截和”。

昨日，记者分别在农业路东段、CBD
商务外环沿线绕行观察，发现一些共享
单车集中停放区，被“李鬼”二维码附身
的现象非常普遍。多为哈啰单车，摩拜、
青桔、ofo也有个例。

哈啰单车日均被破坏2000辆
“李鬼”二维码疯狂是安全隐患

“李鬼”二维码为何近期偏爱哈啰单
车？

哈啰单车郑州公司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哈啰单车可通过支付宝APP扫码
骑车，并与个人账户关联完成付款。正
是因此，一些别有用心者就以为抓住了

“机会”。
该人员还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李鬼”

二维码，通过支付宝扫码后，跳转到的假
页面与哈啰单车开启车辆的页面极其相
似，都只收1元。

但仔细观察后发现，“李鬼”二维码
导引的假页面，与正常使用共享单车的
页面与流程有明显出入：1.使用共享单
车，通常是先骑后付款，而假页面，则是
先提醒付款；2.“李鬼”二维码本质是转账
收款码，支付宝会立即跳出“安全提示页
面”。

不过，骗子也做好了“功课”。他们
的账号头像复制了哈啰出行的LOGO、
只收1元，并利用用车人通常着急开锁的
心态，很容易完成“钓鱼”。

事实上，这种诱导转账1元的骗局
还算是“客气”的。更多的“李鬼”二维
码，是将受骗者引入中介、信贷广告或假
冒支付宝的非法网站。

“在本月，郑州市区的哈啰单车遭
‘李鬼’二维码粘贴，日均近2000辆。”哈
啰单车郑州公司相关人士称。

二维码被破坏日均近2000辆，对郑
州市民意味着什么？

简单来看，这相当于每天郑州市区
约6000人次骑行受直接影响。从深层
次看，或有更多人面临被诈骗的风险。

据悉，目前“李鬼”二维码张贴的泛
滥速度，远超共享单车运维人员清理、维
修的速度。那是因为识别“李鬼”二维码
全靠前台运维人员、后台管理人员逐一
观察单车运营状态。所以，未能被发现
的“李鬼”，即会成为次日的“危险存量”。

不仅是哈啰，摩拜单车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目前，在郑州市区的摩拜车
辆虽尚未遭‘李鬼’大面积破坏，但摩拜
已对此高度警惕。对此类恶意诈骗行
为，摩拜将通过联手公安机关严厉打
击。”

哈啰单车相关人士向记者展示了一
封来自郑州用户的邮件。该用户称：“扫
码后、单车锁没有开，不留意可能就直接
走了。我发现，他们（指贴‘李鬼’二维码
者）的假二维码制作相当精细，这种状况
应该得到单车公司的重视，尽快联合警
方打击不法分子。”

使用扫码付，请注意！
付款前先检查二维码是否有贴痕

郑州共享单车遭“李鬼”二维码缠
身，支付宝官方昨日向记者做出回复，此
类行为已涉嫌欺诈，该公司已向警方反
馈相关信息。同时表示，如用户误扫“李
鬼”二维码发生的财产损失，请即刻拍照
或录影留存证据，并通知支付宝获得先
行赔偿。

那么，百姓该如何防御“李鬼”二维
码？

来自共享单车公司给出三点建议：
其一，开启共享单车，请尽可能使用

单车公司APP扫码，由此，大量的“李鬼”
二维码将无法被有效识别。

其二，在扫码前，应仔细观察是否出
现被撬或覆盖痕迹，若二维码属于后期
粘贴上去的，要提高警惕。

其三，扫码后若出现转账或其他不
明链接，千万不要进行转账或点击操作，
以防手机中毒，造成财物损失。

对于“李鬼”二维码制造者与涉嫌故
意实施诈骗者，支付宝官方发出警告，正
在通过技术手段结合哈啰单车、用户的
举报，严厉打击这种行为。一经查实，将
对收款的账户根据规则做相应处罚。

“李鬼”二维码诈骗，令郑州百姓愤怒。不久前，它们袭扰了
菜场、饭馆、早餐、停车场，又在近期疯狂缠上了共享单车。在本
月，哈啰单车在郑州市区被“李鬼”二维码破坏量，日均达近2000
辆。这种“走量”式小额度骗局，已成共享经济的安全隐患。昨
日，多家单车公司已发出预警，严防“李鬼”二维码诈骗。

骗子精心制作的足以乱真的共享单车二维码

骗子贴在共享单车上的假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