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拍拍动”使用方法：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

场搜索“拍拍动”下载安装。打开“拍拍动”，将摄像头对准

有“拍”字标记的图片，图片即可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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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至少核实两类注册信息

昨日，记者致电京东商城总部相关工

作人员。对方回应称，京东一直很重视用

户信息安全和资料保护，电话查询是为了

方便顾客实时跟踪其订单进展情况。“我

们会根据信息核实流程，与客户核实至少

两类注册信息。”当记者指出这与客服人

员介绍的情况及实际调查情况不符时，

该工作人员表示， 这一信息是和客服负

责人确认的信息，并称“以此为准”。

如果您的手机接到一个显示为“京

东商城”的400电话，对方能够清楚地说

出您的姓名、所购商品的名称、价格、日

期甚至卖家信息， 您是否会怀疑她的客

服身份？

彭州的钱先生信了。 直到转出近

6000元钱后， 他才发现自己被骗了。“骗

子怎么会知道我的订单信息？”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随机选择4个手

机号码，向京东官方客服进行了查询，顺

利查到了商品名称等信息。

“客服”来电

熟知订单信息 顾客毫无疑虑

10月13日， 彭州市民钱先生的小米

手机接到一个来电。 手机屏幕上显示的

来电者，是“京东商城”。电话接通后，对

方称是京东商城的客服，并问钱先生，是

否在9月4日花了50多元在京东商城购买

了价值50多元的面膜。“对方把订单的情

况说得很清楚， 这些信息应该只有京东

才知道。”钱先生没有一点疑虑。

钱先生回忆， 客服人员称快递员填

错单子，弄成了批发商的单子，以至于错

误生成一笔分期付款， 每个月要被扣款

188元，并表示他们可以马上给银行发个

传真进行取消。而为了提高安全度，各项

业务需要本人操作， 且取消扣款最迟要

在当晚12时之前办完。

不久后，一个显示为01095533的号码

接通，自称建行工作人员的人与他取得联

系。在“建行工作人员”的“遥控”下，钱

先生先是进行了几次重复的操作， 进行

“对冲处理”，但没有成功。工作人员随即

称系统可能锁定了，并向钱先生提供了重

新生成的磁条码和验证码。钱先生一边接

听电话，一边输入……殊不知，磁条码实

际是一个账号，而验证码则是金额。

当天，钱先生累计转出近6000元。银

行工作人员还告诉他，卡已经冻结，不要

查账、取款。当天晚上，钱先生再度翻看

手机，发现最初打过来的电话，比京东商

城的官方客服电话在前面多了一个

“0”，为“04006065500”。随后，钱先生

报警。民警告诉他，他遭遇了电信诈骗。

留心号码

比官方客服电话前面多了个0

� � 钱先生的遭遇，其实并非个案。成都商

报记者在网上输入“04006065500”这一串

号码进行搜索， 不乏与钱先生经历如出一

辙的案例。在百度搜索结果的首页，这个号

码已被醒目地标记为“响一声欺诈”。

钱先生称，自己之所以被骗，有一个

细节很关键。“骗子不仅知道我的电话、

姓名， 还知道我花多少钱， 买了什么东

西，卖家是谁，这些应该是京东商城才掌

握的信息。”钱先生担心，是京东商城泄

露了其订单信息。

昨日上午， 成都商报记者拨打京东

商城官方客服电话4006065500。 客服人

员表示， 近期他们已经接到过不少类似

的投诉， 顾客均反映行骗的电话显示为

04006065500。“一些顾客以为这是官方

的客服电话，就放松了警惕。”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实习生 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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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10点多，在大邑县新场古镇，一位

70多岁的老人不慎跌入一条小河，所幸，附近正

好有个剧组在拍戏，看到老人坠河，剧组的两名

工作人员跳入河中，救起了太婆。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 救人者来自成都电

视台幸福3频道《幸福对对碰》剧组，分别是剧

组的首席摄像师王涛和录音师郭启阳。 在事发

现场，两位救人者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场景。王

涛回忆，当时太婆和老伴在新场古镇游玩，走到

河边时，老人想倚着河边栏杆拍照，没想到栏杆

断了，太婆掉入了河里。老伴赶紧大呼“救人！”

郭启阳说， 听到呼救声， 剧组的同事都赶了过

来，可能是因为太婆年纪太大，掉入河中，已经

无法自救，“平躺在水面，不时往下沉，漂了十多

米远。”看到这样的情况，王涛和郭启阳马上跳

入河中，先将太婆托举出水面，然后慢慢靠近河

岸，在岸上同事的协助下，太婆成功被救上岸。

因为落水时间并不长，老人并无大碍。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在事发现场看到， 事发

地处的河水有一米多深，当地居民告诉记者，河

水水源来自西岭雪山，水比较冰凉。记者同时看

到，断掉的护栏处已经拉上警戒线。新场古镇管

委会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可能是因为国庆

期间游人太多，部分护栏有所松动，管委会已经

紧急启动河边护栏的大检查， 凡是有隐患的地

方就将加固处理。

成都商报记者 蒋超 程启凌

削水果 下面条 送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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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骗近6000

京东泄露了订单信息？

彭州钱先生因“京东商城客服电话”被骗 京东回应：会与客户核实至少两类注册信息

“骗子不仅知道我的电

话、姓名，还知道我花多少钱，

买了什么东西， 卖家是谁，这

些应该是京东商城才掌握的

信息 。”此外 ，钱先生说 ，最初

打 来 的 电 话 号 码 是

“

04006065500

”， 前面多了一

个

0

， 但手机仍显示 “京东商

城”，这两点让他放松了警惕。

钱先生接到来自 “京东商

城”的电话后，对方“客服”称快

递员填错单子， 以至于错误生

成一笔分期付款， 每个月要被

扣款

188

元。在“建行工作人员”

的 “遥控 ”下 ，钱先生数次输入

磁条码和验证码， 第一次转出

2800

多元，第二次

2999

元，累计

转出近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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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将完善自带黄页的功能

钱先生认为， 这一事件中的两个细

节，是自己轻信对方的原因。其一，“京

东客服”可以准确地说出自己的订单信

息。其二，自己使用的小米手机自动将来

电号码显示为“京东商城”。

小米科技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不

法分子伪装成了京东商城的电话号码，

从而骗得了钱先生的信任。 小米已经着

手讨论完善自带黄页的功能。

官方回应

记者查询

七旬太婆坠河 剧组救人

客服：只说手机号

就提供订单信息

京东商城客服人员表示， 商城对于

顾客信息严格保密， 但是要查询订单信

息却并不困难。她透露，只要知道顾客的

手机号， 客服人员就可以提供该手机号

相关的订单信息查询。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随机选择4个手

机号码，在非本机拨打的情况下分4次向

京东官方客服进行了查询。 除其中一个

订单系“返修”订单缺乏相关信息外，客

服都提供了订单的商品名称及价格、交

易日期、买家和卖家名称。

查询通话实录（有删节）

成都商报一名男记者， 通过一名王

姓女子的手机号码， 查询到了其最近的

订单信息。

客服：

3****号客服代表为您服务。

记者：

您好，请问您能帮我查个订单

信息吗？

客服：

麻烦您把订单号提供一下。

记者：

我可不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手

机号码呢？

客服：

可以啊。

记者：

137*******1

� �

客服：

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记者：

姓杜。

客服：

杜先生，137*******1是吗？

记者：

嗯，对。

客服：

请问你要查询什么商品？

记者：

你帮我查询下最近的订单嘛。

客服：

您姓杜是吗？

记者：

对，对。

客服：

您这边让我帮你查询，我通过这

个手机号137*******1也只能查询到一张

单子是王*的……买了一个儿童的早教机。

记者：

是多少钱的啊？

客服：

这个不是你买的，是吗？

记者：

我帮她查一下。

客服：

169元。

一直坐在路边的女子拿起好心市民递过来的香蕉，没扒皮就吃。

好心人还买来矿泉水、大饼等食品，放在妇女

身边，并给她喂水。但无论谁上前询问，妇女始终

保持沉默，眼神有些呆滞。

杨长芬想，“她肯定是遇到难处了，这么冷的

天，坐了那么久，太造孽了。”

昨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名

妇女面容消瘦，坐在椅子上瑟瑟发抖。女子身穿

的浅色上衣和牛仔裤虽然有些脏， 但并不破旧。

而外套和脖子上围的

毛衣则很干净。由于天

气降温，热心市民正在

给她披衣服。

河滨社区主任冯利

达告诉记者， 外套和毛

衣是他早上送过来的。

“早上发现这个妇女只

穿了件汗衫， 坐在那里

发抖，问她话也不应声，

我就回去给她找衣服，

社区书记把她自己的衣

服拿出来了。”

昨日下午2点过，龙舟路派出所民警将女子接

走， 由于该女子可能存在精神疾病， 民警随后和

120一同将其送往温江德康医院接受救治。

这位妇女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不时有热心

市民过来关心地向她询问，但她始终沉默。

“她年龄跟我差不多，猜想她是不是遭遇家

庭变故，很同情她。”该名妇女就坐在杨长芬的油

漆店店门前，出于善意，前天下午，杨长芬回家煮

了面，端给妇女吃。对方一口气就吃完了。晚上九

点钟，杨长芬关门回家，妇女仍未离开。

让杨长芬意外的是，第二天开店营业时，这个

妇女仍然坐在店门口的椅子上。“坐了一个晚上，

她肯定饿坏了”，杨长芬赶紧又给她煮了面。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实习记者 周恒 摄影记者 王效


