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骗4万后发觉

再拿1万引骗子上钩

今年3月，一51岁的中年妇女何大姐

来到崇州市羊马镇一住户家中，谎称能拿

下河道疏通工程，要用4万元打点关系。男

子被骗后借给了她4万元。

发觉受骗后， 男子给她打电话称：

“何姐， 你拿4万块钱去打点可能不够，

我现在手里还有1万，我把钱给你吧。”

这名妇女信以为真，见面后被男子扭

送到派出所。近日，这名妇女因诈骗罪，被

崇州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半，并处罚金1

万元。

据悉，2009年，何大姐也曾谎称可以

帮别人找工作，骗了一家人6万多元。

崇州法 成都商报记者 柏阳月

小心，手机里下载的游戏、小工具在背着

你搞“小动作”！这些恶意软件有的包含木马

病毒，有的会私自预订增值服务，甚至记录用

户登录软件的账户密码，窃取支付账户。这些

功能不仅侵犯用户隐私， 更有可能对用户人

身安全造成威胁。

近日，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了《2013

年第二季度中国移动互联网应用安全检测与

分析报告》（以下简称为《报告》），公布了安

卓平台上的十大恶意手机应用，“手电筒”、

“鳄鱼爱洗澡”、“一键ROOT”等热门APP位

列前三名， 非官方安卓应用商店成为了手机

染毒的“重灾区”。

“毒”应用多伪装成游戏和小工具

据《报告》披露，截至去年年底，我国

移动互联网用户使用最多的是安卓平台应

用，占全部移动应用的86.4%。目前国家网

络信息安全技术研究所检测到的2000多个

恶意应用中，已被下载近4500万次，在所有

应用下载量中所占比重高达11%，即用户每

下载9款应用，其中就有1款属于恶意软件。

在《报告》所曝光的手机应用中，排名前

4位的应用每种下载量均达到200万次以上，

总下载量在千万次以上。 这些恶意软件常常

伪装在游戏、界面美化程序或常用小工具中，

有的包含木马病毒破坏手机系统， 有的会私

自预订增值服务并悄悄拦截运营商发来的确

认短信，甚至记录用户登录软件的账户密码，

窃取支付账户。

开发者 靠窃取用户隐私获利

在接受检测的上万种应用中， 除了带病

毒的恶意软件外，更有超过60%的软件被标记

为“可疑应用”，即不会主动攻击手机，但会

收集用户账号、地理位置信息，甚至能自动连

接网络、开启蓝牙收发数据等。国家网络信息

安全技术研究所专家李轶夫表示， 这些功能

不仅侵犯用户隐私， 更有可能对用户人身安

全造成威胁。

为什么背着用户搞“小动作”的应用会有

这么多？ 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安全专业博士赵

陆沂告诉记者：“因为安卓应用的下载和使用

都是免费的，软件开发者全靠这些见不得人的

功能来赚钱。”他介绍道，因为软件开发本身无

利可图， 于是在软件中加入广告推送功能，或

瞒着用户收集隐私数据并提供给营销平台牟

利，就成了不少安卓应用开发者的“潜规则”。

多留意 尽量到官方市场下载

赵陆沂表示， 要想远离恶意和可疑应用，

用户要养成安全使用智能终端的习惯，一方面

不要轻信网上关于“获取ROOT权限可以提

高手机性能”这一类的传言，而去ROOT自己

的手机，这样病毒程序很容易对系统进行肆意

的破坏；另一方面，应尽量到官方或可信市场

下载应用，并安装手机防毒软件。“此外，在安

装软件时系统会显示该软件的使用权限，大家

应该多留意一下，如果遇到像‘手电筒程序能

发短信’这类与软件描述功能不符的权限，那

最好就不要安装。”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多收10元管理费

收钱的犯糊涂 交钱的真糊涂

去年起红牌楼北街5号院对租住户加收管理费，成都商报还原租住户交费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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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单行道增设电子眼

成都商报讯

（

记者 王圣

）市交管局

消息，从即日起，交管局在火车南站西路

（神仙树南路口至紫瑞大道路口）、平安

巷（西华门街路口至东城根上街路口），

开通两套电子警察抓拍设备， 对机动车

违反禁令标志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

拍。交警介绍，这两处路段为单行道，电

子眼将设置在禁入一侧的路口， 对违反

禁令标志的车辆进行抓拍。

交警权威发布

冒险下水库游泳

脚底踩出一堆子弹

28日下午4时许，卢先生和其他几人

在龙泉驿区宝狮湖游到靠近水闸的浅水

区时，有人感觉脚下有尖锐的物品，“摸

起来一看，竟然是锈迹斑斑的子弹。”

“好几个游泳的人，总共摸到十几

颗子弹。” 宝狮湖管理办公室一名刘姓

工作人员介绍，按照管理规定，宝狮湖禁

止游泳，但近来天气较热，违禁情况时有

出现。在接到报警后，柏合派出所民警到

宝狮湖水库现场勘察， 由于一些游泳者

已经先期离开，民警只从现场带回了3枚

子弹。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 游泳者发现

子弹的地方，水深不到1米。宝狮湖管理

办介绍，前日上午，警方曾联合消防部门

对宝狮湖水闸附近进行了仔细的摸排，

但没有发现更多的子弹。

昨日，龙泉驿区警方表示，目前这些

子弹的来历尚在调查之中。 依据法律法

规，个人不得私藏子弹，因此警方提醒捡

到子弹的市民，尽快将其移交公安部门。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实习生 唐雪妮

好心路人急救倒地环卫工

以为中暑结果是酒醉

昨天中午2时左右，市中心气温达到

30℃以上，在春熙路紫薇酒店门口，一位

60多岁的环卫工人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不少路过的好心人以为他中了暑， 纷纷

围过来对他实施急救， 有的为他打起伞

遮阳，有的拿出了藿香正气水喂他。

把这感人一幕发到新浪微博上的网

友“启德成都”称，当时众人怎么呼唤这

名环卫老大爷也没有反应。“最感人的

是一对情侣， 合力帮他把衣服解开并不

断为他搓胸口、掐人中，直到十多分钟后

老大爷才有了知觉。” 随后，120救护车

赶到把老大爷接走。

不过在医院， 医生发现这位老大爷

并没有出现中暑症状， 却浑身都散发着

一股酒味，原来他不是中暑而是喝醉了，

这让准备抢救他的医护人员哭笑不得。

直到昨晚7时，这位老大爷仍然在急诊室

里沉睡。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在红牌楼北街5号院内， 相较于常住居

民，租客黄先生每月要多交10元钱的“外来

租房人员管理服务费”。

与黄先生一样， 在该院落中还有近百户

外来租房人员，他们均被要求交纳了“外来

租房人员管理服务费”，但据这些租房户称，

他们并未享受过任何特殊和针对性的服务。

而这项收费措施的出台， 经过了一个

“民主决议”的过程：在居民自治小组的组织

下， 近20位小区常住居民代表通过了这项收

费措施。 而小区的外来租房人员却没有参加

这个会议。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通过调查还原了这

项收费措施的出台过程。

租住户黄先生：

增收管理费 却没享受到特殊待遇

黄先生是一名在蓉务工人员， 租住在红

牌楼北街5号院内已有半年多时间。按照与房

东的约定， 他每月需要向小区管理人员交纳

一笔费用，总计为18元。然而就是由于这18元

钱，最终让黄先生感到愤怒。

几天前， 黄先生在与邻居的一次交谈中

偶然得知，自己每月向小区交纳的18元钱，竟

然并非针对所有住户收取。“它主要由两部

分构成， 一笔是8元钱的城市垃圾清运费，一

笔是10元钱的 ‘外来租房人员管理服务

费’。”黄先生称，这笔10元钱只是向租住户

收取，常住户只需付8元的城市垃圾清运费。

区别对待的收费， 让黄先生认为极不公

平。黄先生说，都是小区内的住户，这样的划分

让他感觉受到了歧视。同时，黄先生认为，既然

小区管理人员号称是收取的“外来租房人员

管理服务费”，那么他们就应当为此向“外来

租房人员”提供针对性的服务。“但从始至终，

我们租住户和常住户享受的却是同样待遇。”

在自认受到不合理对待后， 昨日黄先生

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 他已决定拒交这笔

“外来租房人员管理服务费”来表达抗议。

常住户代表：

租住户不参加劳动 管理更费心

红牌楼北街5号院共有318户居民， 租住

户近百户，占三分之一左右。小区常住户每月

只需交纳8元城市垃圾清运费，而外来租住户

每月要多交10元的“外来租房人员管理服务

费”。从2012年2月1日正式开始收取。

5号院是一个老式居民小区，2010年左右

成立了居民自治小组， 今年52岁的余庭英任

组长，3名组员。小区还有13名民情代表，全是

小区的常住居民。

工作当中，余庭英和自己的团队发现，租

住户的管理更费心更难。租住户流动频繁，总

是要对租住户的资料进行登记和修改， 加上

租住户偶尔就会“闹点事”出来，加大了自治

小组的工作量。 每个星期小组都要召集一些

居民进行义务劳动， 但是租住户从来没有参

加，这引起了其他居民不满。加上他们听说其

他的一些小区针对外来租住户会额外收取管

理费，因此，余庭英和小组成员决定效仿。

余庭英称，2012年1月， 她召集了小

组成员和13名民情代表进行了开会商

议， 一致同意对租住户每月加收10元管

理服务费。之后，居民自治小组用A4纸打

印了“外来人员管理办法”，贴在小区多

个地方进行了时长一个月的公示。 成都

商报记者在这份公示上，并没有看到“如

有意见建议怎么反映”的字样。

对于这项收费措施的出台，余庭英

称，当时并没有召集租住户代表参与表

决， 事后也没有让租住户来签字同意。

昨日，余庭英承认“有不周全的地方，有

漏洞。”

余庭英给成都商报记者看了一本账

簿，内有“外来租房人员管理服务费”的

收支备案。 每季度小区收支会以书面形

式在小区内公示。成都商报记者看到，自

去年2月份至今年6月份止， 该账簿标明

为“外来租房人员管理服务费”收入的，

总计1万多元。而这笔“外来租房人员管

理服务费”的开销，主要包括：小区清洁

工劳务费、 公共设施维护费以及向小区

老弱病残居民发放补贴等。 账簿的收支

记录得极为详细， 但其中却并未出现专

门针对租住户提供服务的支出项目。余

庭英坦承，在节日期间，她们向小区老弱

病残发放补贴时，“考虑的对象， 的确是

以常住居民为主。”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以租客身份，相

继走访了红牌楼北街上的多处居民院

落。结果发现，目前在这些院落中，收取

“外来租房人员管理服务费” 的现象并

不多见。它们在向小区住户收取费用时，

均采取的是“一视同仁”的方式，即无论

常住户还是租住户，交纳的费用都一样。

而红牌楼30号院管理人员告诉记者，此

前他们也曾收取过一段时间的 “外来租

房人员管理服务费”，但由于当时居民反

对声音太大，最终只能暂停。

装了“鳄鱼爱洗澡” 手机隐私走光了

安卓平台上的十大恶意手机应用曝光 手电筒、鳄鱼爱洗澡上榜

常住户代表表决同意收取管理费

居民自治小组面向外来租房人员收

取这样一项管理服务费是否合法？

红牌楼北街5号院，位于楠欣社区的

管辖范围内。昨日下午，楠欣社区党委书

记刘亚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称， 作为

上级主管部门， 楠欣社区从未指导过辖

区内的居民自治小组收取 “外来租房人

员管理服务费”。同时，楠欣社区也并未

出台过有关收取“外来租房人员管理服

务费”的文件。这就意味着，“从法律角

度来讲， 居民自治小组是无权向外来租

房人员收取管理服务费的。”

此外，刘亚还介绍，对于下属居民院

落，楠欣社区的管理态度是，鼓励和支持

居民实行自治。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居民

自治小组通过民主决议， 在符合法律程

序的范围内， 向小区住户收取一定的公

共服务和管理费用。“原则上， 我们不会

对其进行干涉， 但会定时让财务人员对

其账目进行检查。”刘亚说。

那么，这个看似经过“民主决议”的

一项措施，是否公平合理？

成都市委党校副校长邵昱称， 居民

自治小组是基层民主自治的一个最小单

位。 居民自治小组出台的任何一项措施

或规则，需要体现的是所有居民的利益。

为了公平公正， 在进行议事和出台措施

时，首先代表性要强、参与人群要广泛，

不管是常住居民还是租住户都应该有一

定的代表数量参与其中。其次，酝酿过程

要充分，大家意见的表达要规则化。这个

过程，不能只是几个人举举手表个态，而

是要经过征求意见、公示等过程，并且形

成书面的意见，让其规范化。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白静

表示， 如果没有任何有权机关赋予了居

民自治小组收费的权力， 那么居民自治

小组自己制定的这个收费项目和收费标

准就不合法。其次，如果居民自治小组并

没有和被收费的主体签订相关的合约和

相关的民事合同，比如清楚标明，自治小

组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外来租房人员支

付一定的报酬等， 并且没有取得所有被

收费主体的同意，那么，这种收费就不具

有平等性和合法性。

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施杰称，当租住

户和业主之间签订了正式的租房协议后，那

么租房户应该享有和业主同等的权利。

没取得租住户同意则收费不平等

“其他人都交了，那我也只有交”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近百名租住

户中抽取了50户代表进行调查， 当这些

居民知道这个收费是区别收费之后，几

乎人人都认为是被区别对待了， 但是这

其中，只有11户人通过投诉、拒交等方式

进行反抗， 其余39人在长达一年多的时

间里都在交纳该费用。虽然觉得不公平，

可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没有拒绝， 或者通

过其他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39户租

住户代表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心态一 之前不知道交的是什么费

“不得哦，只有我们租客才交啊？”

姜女士在该小区1栋1单元已经租住了两

年了，她说，每个月在交水电费时就把10

元钱交了， 她一直以为这是小区管理人

员收的物业管理费， 每户都要交这个费

用。除了以为是物管费，还有以为是交垃

圾费等各种服务费的， 刚搬来两个月的

李先生也以为是正常的收费， 他称由于

只有10元钱， 而且每次都和水电费一起

交，就没去问清楚是什么收费，以及收费

依据。

心态二 曾经反抗过，但是无用

另有一位租户称， 当最初听说有这

样的收费后，她曾经咨询过律师，知道了

它的不合理性， 也曾打过相关职能部门

的热线反映，但是没起到什么作用，于是

每个月还是只有交钱。

心态三 其他人都交了，那我也交

“我也觉得不公平啊，但是我问了几

户其他租客，他们都交了，也没说啥子，

我也只有交了。”2栋的倪女士刚搬来一

个多月，她说她才交了这个费用不久，而

且知道只有租客才交，虽然心有不甘，但

看到其他租户都交了钱，自己也得交了。

心态四 工作太忙，没有精力去管

“平时上班都很累了，哪还有闲心去

管这个事情哦，而且就算闹了，也不一定

起作用啊。” 住在2栋的涂女士昨晚刚上

完夜班， 正在家休息的她对此事显得有

点不耐烦。

心态五 拒交会被催，不如交了

2栋的杨女士表示知道收的是“外来

租房人员管理服务费”，在这里住了两年

的她说，如果不交这个费用，总有人上门

来催她，“很烦人，还不如把它交了。”

心态六 收费并不高，交了就交了

租了5年的刘先生说，“这个费用每

月只有十元钱而已，无所谓。”他认为，如

果这个费用能让小区变得更清洁， 他也

愿意交。

“献血大王”献了17年

总计36000毫升血液

是9个成年人的血液量

桥下好乘凉，安全更重要

7月30日，成都市区天气炎热，有的市民在东风渠游泳，有的市民在桥下乘凉。特别提醒，在东风渠因游泳而出现溺亡的事故时

有发生，请广大市民切勿贪图一时凉快，而忽视了生命安全。

成都商报记者 王效 实习生 陈雪丹 摄影报道

十大恶意手机应用排行榜

1 手电筒 200万次以上

2 3D梦幻水族馆V2.99 200万次以上

3 鳄鱼爱洗澡 200万次以上

4 3D梦幻水族馆V2.94 200万次以上

5 一键ROOT 146万次

6 极品飞车热力追踪动态壁纸 106万次

7 Sky省钱电话 86万次

8 英雄联盟控v7.8.3 79万次

9 瑞士军刀工具箱 72万次

10 英雄联盟控v7.5.3 51万次

细胞分离机开启，红色的血液通过塑

料软管源源不断地汇入机器内，遂宁农民

杨顺德半躺在椅子上，手中捏着海绵球正

在完成他人生的最后一次献血———从

1996年因救助受伤工友首次无偿献血，17

年来，杨顺德累计献血36000毫升，并获得

2008年～2009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

奖。如今，年近60周岁的农民献血大王杨

顺德即将超过规定献血年龄， 昨日上午，

他在成都市血液中心最后一“献”。

“他这17年来献的血，相当于9个同

等体重（50公斤）成年人的全身血液之

和。” 成都市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员昨日

在现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杨顺德的累

计无偿献血量已达到36000毫升，这在该

中心备案登记的几个献血“大户”中，都

是屈指可数的。

成都商报记者

施斌 实习生 冉嘉倩 摄影记者 王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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